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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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兩星期聯課活動組已向中一級同學介紹各制服團隊，很高興看見各同學都享受當中過程，希望各
人都從參與制服團隊過程中學會不同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及裝備自己服務社會。 

 

十一月初我們將舉辦福音周，屆時將會有各伙伴及協作教會、本校老師及基督徒團契成員一同為各
同學預備不同節目，其中包括來自非洲烏干達 Watoto 兒童合唱團的表演，他們是一群被一間國際組織
的社區教會收養的孤兒，再獲提供教育及培訓，加上信仰教導，在困難中仍能綻放生命色彩。 

 

我們將於明天舉行一次基督徒立志大會，一同祈求天父帶領。讓我們先醒察內心，預備生命見證，
希望將福音訊息介紹給各人，一同發掘生命色彩。 

 

另很感恩同學們近期在各項聯課活動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包括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區比賽及社會福
利署「老有所為」2016-17 最佳地區活動等，詳情可參閱本校網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香港紅十字會 926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9 月 26 日（下周二）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9:45a.m.-3:0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2. 預防流行性感冒四價疫苗注射  

每年秋冬，便是香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患病人數大增。預防流感除增強個人抵抗力、保持空氣流
通及注意個人環境衛生外，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亦是有效的方法。 
本校今年度安排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團體優惠價為本校師生及家人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
感冒疫苗。安排如下： 
 

日期：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費用：每針港幣$125（是次活動未有參與衞生署資助計劃，如有需要，請聯絡閣下的家庭醫生） 
備註：亦可購買$125「補打券」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注射。 
 

參加辦法：請填寫今期《家書》回條，並列明注射疫苗人數，然後於 9 月 22 日（星期五）前交回
校務處陳小姐(暫時毋須繳交款項)。學校稍後將派發「同意書」予各位參加者，敬請填寫該「同意
書」後連同款項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李婉媚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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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徒都
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萬化的世
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周日青少年聚會(地點：馬可賓中學) 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青少年團契 

(中午 12:35-13:45)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4.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專修˙活學」大學體驗課程（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高中學生了解不同學科及體驗大學學習模式，豐富學習經歷，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於 11
月及 12 月舉辦「專修˙活學」大學體驗課程，內容如下： 

課程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傳播好聲音 DJ 電台工作坊（傳理學部） 
簡介：介紹 DJ 之基本技巧訓練、公開演說及節

目製作等 

11 月 4 日（六） 
9:30am-12:30pm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 

闖入心戰室（社會科學學部） 
簡介：講解心理學理論及參觀心理學實驗室等 

11 月 25 日（六） 
9:30am-12:30pm 

如何建立品牌形象？—微電影廣告技巧工作坊
（傳理學部） 
簡介：探討微電影廣告成功原因及創作技巧等 

12 月 7 日（四） 
4:15-6pm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以上課程的同學，請於 9 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5.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3/9/2017（六）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六）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30/9/2017（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1/2017（六）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7/10/2017（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7-18/11/2017

（五、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14/10/2017（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1/10/2017（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5/11/2017（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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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7/18 學年「小作家培訓計劃」招募活動  

《明報》與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合辦「小作家培訓計劃」已踏入第 6 年，本計劃
透過不同的工作坊，傳授寫作心得，加深同學對不同文體的認識，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及水平；入
選計劃的同學之投稿，更可獲作家及學者給予評語，並有機會於《明報》發表。 
 
本學年計劃設有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有興趣同學請先進行網上登記（www.writerstraining.com/form.htm），再填寫報名表（正本或影印本
皆可），並於 10 月 17 日前將所有資料郵寄至《明報》市場部。如有查詢，請致電 2515 5052 或電
郵至 writing@mingpao.com 與張先生聯絡。 
 

7. 「獨立專題研究工作坊 2017」（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獨立專題探究(IES)在通識科中學文憑試(DSE)總分佔 20%，對於同學科目的整體成績尤關重要。香港
浸會大學的國際學院於今年繼續推出一系列的「獨立專題研究工作坊」，透過多元的主題的教學，
為同學介紹獨立專題研習的技巧，工作坊於浸大國際學院舉行，詳情如下: 

 
主題一: 題目擬定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4 時 15 分至 6 時正 
 

主題二: 問卷設計 
日期: 2017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4 時 15 分至 6 時正 
 

主題三: 研究方法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4 時 15 分至 6 時正 
 

主題四: 數據統計及分析 
日期: 2017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 4 時 15 分至 6 時正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6 日，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或到 1/F 通識科壁
報板查詢及報名，請同學踴躍參加。 
 

8. 內地升學經驗分享會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邀請三位就讀內地中山大學的同學，分享他們的學習情況、校園活動、日常生活、
往內地升讀的原因及個人感受等。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10 月 3 日（二） 
時間：4:30-5:30p.m. 
地點：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屯門愛明里八號） 
對象：高中學生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9 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編號：17/18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9. 「通識 DSE 題型解讀之數據圖表題實戰攻略」講座（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數據圖表題是每年通識科中學文憑考試(DSE)必定會出現的題型，是此講座能幫助學生對試卷中的數
據圖表題的解讀及作答技巧有更深了解。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正 至  中午 12 時 40 分 

地點:  （待定） 

主辦: 香港電台「通識網」 

費用: 全免 

查詢網頁: https://liberalstudies.hk/TeacherWorkshop/20171014/ 

備註: 出席講座的同學可獲頒贈出席證書*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7 日，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或到 1/F 通識科
壁報板查詢及報名。 
 

10.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紅花俠  (The Scarlet Pimpernel) 
日  期：10 月 14 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30 p.m. – 4:00 pm 
活動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2: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p.m.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優先） 
故事內容：《紅花俠》的歷險故事發生在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主角「紅花俠」是一位行俠仗義的

劍客，到處扶助弱少，卻遇上強敵法國政府專政代表修弗蘭。著名演員瑪格麗嫁了給名
流帕西．布拉肯尼後，雙雙跌下修弗蘭的陷阱，被迫協助他捉拿臭名遠播的紅花俠。可
是，紅花俠每次都搶先一步，並在犯罪現場留下一朵紅花調侃嘲弄。棋逢敵手，修弗蘭
最後會否成功緝拿紅花俠？這是一個關於忠誠的故事──對國家、朋友以及所愛之人始
終如一。紅花俠與修弗蘭鬥智鬥力，究竟能否把優勢保持到最後？邀請您加入我們，在
這經典故事的話劇版本中尋找答案！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7 日（星期三）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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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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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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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https://liberalstudies.hk/TeacherWorkshop/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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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7/9/2017 6B 劉佳櫻 亞洲跳繩協會 亞洲跳繩錦標賽 女子 15 歲以上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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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參加者適用】（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敬覆者：本人同意以下人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包括： 

 學生本人（$125） 

 家屬  3-17 歲_______位（$125） 

  18-64 歲_______位（$125） 

  補打券_______張（$125） 

合共港幣_______元。（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九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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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紅花俠》  (The Scarlet Pimpernel)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紅花俠》 (The Scarlet Pimpernel)，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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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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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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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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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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兩星期聯課活動組已向中一級同學介紹各制服團隊，很高興看見各同學都享受當中過程，希望各
人都從參與制服團隊過程中學會不同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及裝備自己服務社會。 

 

十一月初我們將舉辦福音周，屆時將會有各伙伴及協作教會、本校老師及基督徒團契成員一同為各
同學預備不同節目，其中包括來自非洲烏干達 Watoto 兒童合唱團的表演，他們是一群被一間國際組織
的社區教會收養的孤兒，再獲提供教育及培訓，加上信仰教導，在困難中仍能綻放生命色彩。 

 

我們將於明天舉行一次基督徒立志大會，一同祈求天父帶領。讓我們先醒察內心，預備生命見證，
希望將福音訊息介紹給各人，一同發掘生命色彩。 

 

另很感恩同學們近期在各項聯課活動也有傑出的表現，其中包括聖約翰救傷隊新界區比賽及社會福
利署「老有所為」2016-17 最佳地區活動等，詳情可參閱本校網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香港紅十字會 926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9 月 26 日（下周二）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9:45a.m.-3:0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2. 中六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六級家長晚會於 10 月 6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禮堂點名，家長請於 7:00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以下事項： 
 

 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及學習主題  
 幫助子女處理壓力方法  
 如何運用文憑試成績預測以迎戰文憑試  
 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考好文憑試的支援措施 
 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收生要求及報讀策略 
 

 

故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
有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回條上，於下星期一（25/9）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
的參與。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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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防流行性感冒四價疫苗注射  

每年秋冬，便是香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患病人數大增。預防流感除增強個人抵抗力、保持空氣流
通及注意個人環境衛生外，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亦是有效的方法。 
本校今年度安排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團體優惠價為本校師生及家人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
感冒疫苗。安排如下： 
 

日期：2017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費用：每針港幣$125（是次活動未有參與衞生署資助計劃，如有需要，請聯絡閣下的家庭醫生） 
備註：亦可購買$125「補打券」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前注射。 
 

參加辦法：請填寫今期《家書》回條，並列明注射疫苗人數，然後於 9 月 22 日（星期五）前交回
校務處陳小姐(暫時毋須繳交款項)。學校稍後將派發「同意書」予各位參加者，敬請填寫該「同意
書」後連同款項於 9 月 29 日（星期五）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李婉媚老師。 
 

 

4.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徒都
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萬化的世
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周日青少年聚會(地點：馬可賓中學) 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青少年團契 

(中午 12:35-13:45) 

4)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5)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6)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5.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專修˙活學」大學體驗課程（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高中學生了解不同學科及體驗大學學習模式，豐富學習經歷，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於 11
月及 12 月舉辦「專修˙活學」大學體驗課程，內容如下： 

課程 日期及時間 地點 
傳播好聲音 DJ 電台工作坊（傳理學部） 
簡介：介紹 DJ 之基本技巧訓練、公開演說及節

目製作等 

11 月 4 日（六） 
9:30am-12:30pm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沙田石門安睦街 8 號） 

闖入心戰室（社會科學學部） 
簡介：講解心理學理論及參觀心理學實驗室等 

11 月 25 日（六） 
9:30am-12:30pm 

如何建立品牌形象？—微電影廣告技巧工作坊
（傳理學部） 
簡介：探討微電影廣告成功原因及創作技巧等 

12 月 7 日（四） 
4:15-6pm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以上課程的同學，請於 9 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編號：17/18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6.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3/9/2017（六）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六）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30/9/2017（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1/2017（六）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7/10/2017（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7-18/11/2017

（五、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14/10/2017（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1/10/2017（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5/11/2017（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7. 「通識 DSE 題型解讀之數據圖表題實戰攻略」講座（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數據圖表題是每年通識科中學文憑考試(DSE)必定會出現的題型，是此講座能幫助學生對試卷中的數
據圖表題的解讀及作答技巧有更深了解。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正 至  中午 12 時 40 分 

地點:  （待定） 

主辦: 香港電台「通識網」 

費用: 全免 

查詢網頁: https://liberalstudies.hk/TeacherWorkshop/20171014/ 

備註: 出席講座的同學可獲頒贈出席證書* 
 

活動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0 月 7 日，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或到 1/F 通識科
壁報板查詢及報名。 

 

8. 內地升學經驗分享會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邀請三位就讀內地中山大學的同學，分享他們的學習情況、校園活動、日常生活、
往內地升讀的原因及個人感受等。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10 月 3 日（二） 
時間：4:30-5:30p.m. 
地點：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屯門愛明里八號） 
對象：高中學生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9 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https://liberalstudies.hk/TeacherWorkshop/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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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紅花俠  (The Scarlet Pimpernel) 
日  期：10 月 14 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30 p.m. – 4:00 pm 
活動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2: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p.m.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優先） 
故事內容：《紅花俠》的歷險故事發生在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主角「紅花俠」是一位行俠仗義的

劍客，到處扶助弱少，卻遇上強敵法國政府專政代表修弗蘭。著名演員瑪格麗嫁了給名
流帕西．布拉肯尼後，雙雙跌下修弗蘭的陷阱，被迫協助他捉拿臭名遠播的紅花俠。可
是，紅花俠每次都搶先一步，並在犯罪現場留下一朵紅花調侃嘲弄。棋逢敵手，修弗蘭
最後會否成功緝拿紅花俠？這是一個關於忠誠的故事──對國家、朋友以及所愛之人始
終如一。紅花俠與修弗蘭鬥智鬥力，究竟能否把優勢保持到最後？邀請您加入我們，在
這經典故事的話劇版本中尋找答案！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7 日（星期三）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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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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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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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7/9/2017 6B 劉佳櫻 亞洲跳繩協會 亞洲跳繩錦標賽 女子 15 歲以上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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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話劇欣賞《紅花俠》  (The Scarlet Pimpernel)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紅花俠》(The Scarlet Pimpernel)，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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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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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7/18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回  條 

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參加者適用】（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敬覆者：本人同意以下人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包括： 

 學生本人（$125） 

 家屬  3-17 歲_______位（$125） 

  18-64 歲_______位（$125） 

  補打券_______張（$125） 

合共港幣_______元。（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九月_____日 

-------------------------------------------------------------------------------------------------------------------------------------- 
 
回  條  

中六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並會出席是次家長晚會，若有任何意見／提問，歡迎填妥後頁之表格一

併交回。（家長出席人數為____位）

 

已明白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但因要事未能出席，因此會透過其他途徑聯絡班主任，瞭解子女在校情況。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六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七年九月______日 

 
晚會前問卷 

 

請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寫下，以便在家長晚會或稍後回應。 
 
 

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 家長/學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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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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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25/9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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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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 
 

感謝家長們對家校事務的支持，今年報名願意奉獻個人寶貴的時間成為家校委員的家長共
有十二人，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十二位家長的資料及他們對
成為委員後的期望。他們願意為了幫助學校更好地實踐教育使命，獻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實
在使人感動。故此，我在此向該十二位家長致以衷心感謝，願神祝福並賜他們平安，也感謝其
他所有家長的關心和支持！（排名不分先後） 

 
 
家長委員姓名：吳家偉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吳仲謙(F.1C)  
期望：本人期望有幸成為家校委員會之
一員，積極參與有關所需之會議及職
務，從而對學校有更確徹之了解，並願
為校方與各家長略盡綿力，作溝通之橋
樑。 

 
家長委員姓名：蕭麗珠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王沛鍶(F.2A)  
期望：我增在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擔
任家教會委員、主席及家長校董，亦經
常抽空參與義工工作。我期望能夠成為
貴校家委，與各位家長及學校各員鼎力
合作，共同營造良好學習環境及可以認
識多些家長朋友，謝謝大家。 

 
家長委員姓名：張少玲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何朗然(F.2C) 
期望：透過家教會，連結老師、家長的力
量，為學生們建立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令學生們能夠在這環境下，發展他們內在
潛能。更要維繫一班熱心家長，集思廣
益，貢獻出發為學們服務。 

 
家長委員姓名：陳燕芬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鄭凱旻(F.3A) 
期望：過去兩年的家委工作，認識了不少
義工家長，也擴闊了自己的目光。期望來
年繼續與各委員同心合意，推動家校會的
工作和活動，為同學們締造美好的校園生
活。 

 
家長委員姓名：李欣歡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麥浩然(F.3B) 
期望：在過往一年本人亦擔任家委一職，
希望來年能繼續與應屆家委一同努力，一
同合作再為大家服務。 

 
家長委員姓名：李文菊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柯茵浠(F.3B) 
期望：加強學生、老師和家長的彼此尊
重，互相建立一個不斷學習的群體，以身
作則，為子女樹立良好的榜樣，並以愛心
服務學校，幫助學生。 

 
家長委員姓名：馮德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信僖(F.3C) 
期望：我參加家校會活動和工作，對學
校更深入認識，和兒子話題多了。期望
為學校出多一分力。 

 
家長委員姓名：周偉文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周善盈(F.3C) 
期望：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
通，鞏固互信互助的合作關係，培育積
極、自信及整全人格的新一代。 

 
家長委員姓名：林娜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文詩靈(F.4B)  
期望：家校共融。 

 
家長委員姓名：李楚楚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胡俊賢(F.5D)  
期望：藉著參與家校協作會，了解子女
在學校各方面的成長過程及為家校之
間建立一道橋樑，盡自己的能力為校付
出一點力。  

 
家長委員姓名：金雪梅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郭信賢(F.6C)  
期望： 分享彼此面對的挑戰，並繼續參
與不同活動，希望能夠互補不足，互相
配搭，建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家長委員姓名：田紅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劉嘉敏(F.6D)   
期望：我體會到家校會各家長執委委員
和學校之間有著緊密的合作，參加各項
活動，過程當中使我感受到學校真心，
希望同學們多學習，多見識，希望自己
出到一份綿力，可幫到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