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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訊‧家書】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上星期四，英國著名獲獎作家 Mr. David Solomons 蒞臨向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分享寫作
心得，他是位富有經驗的劇本寫作家，近年寫作青少年小說即大受歡迎，經 Mr Solomons 分享創作及構
思故事經驗，同學們都獲益良多，活動詳情可參閱本校網頁。 

 

另外， 上星期五我們亦接待了印尼 Santa Laurensia Senior High School 的一群同學，他們全部都
是經挑選出來的優秀學生。我們分享了馬可賓的文化及讓他們參與課堂及聯課活動，彼此有美好的交
流及分享。 

 

下星期將進行統一測驗，同學們應好好分配時間，整理好筆記及習作，為評估自己的學習進度作好
準備。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四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寨城尋龍》 (The Light Dragon)  

日  期：4 月 28 日（星期五）  
主辦單位：香港小莎翁有限公司（由太古地產和吳文政及王月娥信託基金贊助） 
時  間：7:30pm–8:30pm 活動地點：元朗劇院  
集合地點：本校（若家長選擇讓貴子弟在 7:20pm 於元朗劇院匯合老師，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

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集合時間：6:40pm 
解散地點：豐年路輕鐵站 ＊解散時間：約 8：40pm 

（若家長選擇讓貴子弟在 8:30pm 活動完結後於元朗劇院自行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
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由本校出發乘輕鐵前往元朗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故事講述一名本地青少年學生和一名中年外國遊客在九龍寨城紀念公園的偶遇，兩人一

見如故，在這段旅程中一起探索了許多九龍城寨的歷史。 
《寨城尋龍》匯集了過去和現在，幻想和現實，舞台和錄像，本劇嘗試探討友誼，毅力
和故事的重要性，並提醒我們香港文化遺產的意義，過去並不像想像般遙遠。透過多媒
體劇場學生可欣賞台上精彩及多元化的演出，增加學習過程的互動性。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校服 
截止報名日期：4 月 3 日（星期一） 
人  數：15 人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4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4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生。 
如有查詢，請向黃偉芬老師或龔俊驥老師查詢。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七期 
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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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了解孩子的思維方法及情緒導向 
日期：2017 年 3 月 25 日（六）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校 
內容：詩歌、專題、討論、茶點等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 
對象：歡迎任何有興趣之家長 
費用：免費 
報名：請致電校牧郭英琪姑娘報名 — 64461925 

 

3. 「諸」式人生—模擬社會體驗日  
屯門區議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將舉辦「諸」式人生—模擬社會體驗日，讓區內中學
生探索個人生涯方向及體驗不同文化，詳情如下： 

 

日期：3 月 25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屯門區）  費用：全免 
內容：文化體驗活動（如 Henna 手藝、製作特色食物及中式繩結手飾）及

模擬社會體驗活動 
 

如有興趣參加是次活動，請自行填寫網上報名表。 
 

4.  香港理工大學暑期活動（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為了讓高中學生體驗大學校園生活及進一步了解不同學系，香港理工大學將於今年
七月至八月舉辦一系列暑假活動，包括課程講座、實驗室參觀、體驗活動及大學生
分享環節等；而參與同學可於完成活動後獲發「出席證書」。如有意了解活動詳情及
報名的同學，請自行到以下網址查閱及填寫網上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3 月 31 日，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梁健儀老師查詢。 
 
詳情及報名：http://www.polyu.edu.hk/ous/ssrs/sp2017 

 

5. 「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家長講座  
 

為幫助家長有效啟導孩子健康成長，發揮潛能，規劃生命，本校家長事務組特邀請凌葉麗嬋女士主
講家長講座，講題為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希望藉此讓家長掌握怎樣幫助孩子達至品格與學習均
能正面成長，提昇學習動機。詳情如下： 
 

 

講題 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  

講員 

凌葉麗嬋女士 
為非牟利機構「香港有品運動」發起人之一，現任總幹事；「6A 品格教育 TM」美
國麥道衛事工（Josh Ministry）認證督導及培訓師。自 2006 年「香港有品運動」
成立至今，致力推動品格教育，經常應邀出席政府部門、社會機構、家長教師會，
主領公開講座及培訓導師。全力策動「有品校園」計劃，至今全港已有 200 間幼
稚園及中小學參加。近年服務範圍遠及澳門，經常應邀與澳門政府部門合作，推
動品格文化活動。2008 年獲選為「全港傑出青年婦女義工」，2012 年獲選為「香
港十大傑出家長」。 

日期 2017 年 4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 時正至 5 時正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G01 室 
費用 全免（由教育局津貼） 
 

 

歡迎本校家長及親友參加以上講座，並致電本校 2407 7440 報名。 
  

http://www.polyu.edu.hk/ous/ssrs/sp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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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處理資優兒的情緒壓力」講座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處理資優兒的情緒壓力」講座，為協助家長了解及處理資優子女的情緒及
壓力。如家長有興趣可瀏覽 https://goo.gl/ZGYp9S。 

 
7. 「快樂的我」獎勵計劃 2017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與香港海洋公園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合作，聯合舉辦
全新的「快樂的我」獎勵計劃，藉以表揚學生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及正面的價值觀，面對生活中的不
同挑戰。 
 
本計劃鼓勵學生透過記錄日常生活中開心的片段或點滴，建立記錄快樂回憶的習慣，並在過過中
感受生命中的喜悅，學習常存感恩之心，提高心理健康質素，從而培養以積極的人生態度及正面的
價值觀，面對生活中不同的挑戰。 
 
形式：學生透過日記／週記形式，表述日常生活中的開心片段或點滴。內容可以是寶貴的助人經

驗、開心的家庭活動、愉快的朋友聚會、甚或與寵物玩樂的溫馨片段等。 
 
獎勵：每名被老師甄選後合資格的學生可獲嘉許證書 1 張及香港海洋公園日間入場門票 2 張。 
 
參加辦法：於 4 月 9 日前內聯日記／週記給李婉媚老師 
 

8. 逆流挑戰 2017 –  Adversity Challengers 2017  
「逆流挑戰 2017–Adversity Challengers 2017」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是一個由社工、教師等
專業人士及大專學生帶領的全方位培訓計劃，計劃旨在讓參加者透過自我磨煉及同輩共同生活，學
習逆境自強及積極的人生觀，從活動中提升自強不息、尊重包容和勇於承擔的領袖特質。 
 
是次計劃將招募高中學生接受三個階段的培訓：學生將於第一階段在香港進行一系列歷奇訓練，包
括體能挑戰及城市定向活動，其中表現優秀的 100 名同學可進入第二階段，到珠海聯合國際學院進
行為期數天的領袖培訓活動。計劃於第三階段將資助約 70 名參加者到台灣、廣西或海南進行單車
挑戰、考察及義工活動，培養學員對他人及社會的關愛與責任感。逆流挑戰已於過去三年成功舉辦，
總參加人數達 2500 人。歡迎中四至中五學生參加，費用全免。有興趣之同學，可向林玉蓮老師查
詢。 
 

9. 恒生青少年舞台 2017 原創音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團員大招募  
「恒生青少年舞台」由香港話劇團主辦，恒生銀行全力支持，透過由劇團提供的全面舞台表演訓練，
為具表演潛質，惟缺乏資源的青少年提供機會，發揮演藝才華。藉著戲劇連繫社會，走進社區，發
放正能量。 
 
著名編劇家張飛帆先生用輕鬆幽默的筆觸，以深水埗社區為藍本，撰寫一個體現香港精神及本土民
生面貌的原創音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並由香港話劇團製作團隊負責培訓及製作，過往兩年的
演出累積觀眾人數近 4000 人次，好評如潮。故此，本年度將於暑假假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進行第
三度公演。學生參加遴選，遴選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4 月 23 日（日）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地址：九龍深水埗海麗街 1 號 
資格：1. 全港小四至中五學生 

2. 對戲劇富興趣或具潛質者 
3. 領取綜援、書簿津貼、低收入家庭或有特別學習需要者優先考慮 

內容：以歌唱、舞蹈、戲劇作為遴選項目 
 

如有興趣參加同學可到校務處索取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7 年 3 月 31 日。  

https://goo.gl/ZGYp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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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術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3/2/2017 
6A 陳婉昕 

香港廠商會 2016 年度廠商會 
獎學金 — 

獎學金 
5A 李芷欣 獎學金 

12/2/2017 

6A 利柏豪 
5A 樊詠瑜 
5A 劉幸朗 
5B 李凱霖 
5B 鄧曉嵐 
5B 張君揚 
5B 王梓豪 
5B 羅梓恆 
5B 黃學靈 
5B 李瑛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屯門) 

30 周年校慶 
微電影比賽 2016 

中學生組 
 

銀獎 

5B 鄧曉嵐 最佳女主角 

11/3/2017 2D 張小悠 香港小童群益會 新地資優科學 
創意發展計劃 — 優異表現 

嘉許狀 

16/3/2017 

2C 陳嘉慧 

本校圖書館 中文閱讀報告比賽 

《柳橙園》 冠軍 

3D 趙紀淘 《無常， 
所以有膽》 亞軍 

3A 李詩怡 《我們仨》 季軍 
1C 胡天恩 《筆遇》 優異 
3A 李梓源 《微笑人生樂在貧窮中》 優異 
3D 陳海琳 《平等．分享．行動》 優異 

 
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2/2/2017 4A 羅治宏 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 3 人籃球賽 男子少年組 亞軍 
20/3/2017 3B 洪健堯 香港籃球總會 地區籃球隊訓練計劃區際賽 — 冠軍 

 

---------------------------------------------------------------------------------------------------------------------------------------- 

 
回  條 

四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寨城尋龍》 (The Light Dragon)（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寨城尋龍》(The Light Dragon)，並明白學校採用先到先得方法，

收到取錄確認信件才須繳交費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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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