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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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級，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星期完成統測後，各老師仍不辭勞苦帶領多項活動，包括科學園的創新科技嘉年華、領袖生訓
練營、本會「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活動及多個制服隊伍步操及訓練，謹感謝各老師的辛
勞，希望各同學獲益及成長。 

 

近兩星期分別有新加坡中學 Jurong West Secondary School 及 Temasek Secondary School 的到校交
流，我們的初中同學及紅十字會同學分別負責接待他們，讓彼此認識了解更多。活動詳情將於稍後上
載本校網頁。 

 

十一月份我們將舉行周年陸運會及班際旅行，而十二月二日我們亦將舉行中一收生資訊日，希望
大家同心協力，令校園生活更多姿多彩。 

 

*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提供優質而非
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
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為香港神託會社會服務部今年度
舉辦的慈善活動，目的是為「青年新領域」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及「童夢・童行」發展基金籌募營運和發展經
費。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明天（3/11）邀請商務印書館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回條、支票或銀行入數
紙，而訂購表格已於昨天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
留意。 
 

註： 請同學於支票／銀行入數紙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恒生銀行：374 138881 001,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支票抬頭請寫：「商

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 同學獲獎消息  

本校三名同學獲得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頒發「Super Teen 好學生獎勵計劃
2017」，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獎項 獲獎學生 班別 
飛躍進步獎 季泳妍 2A 

積極服務獎 黃煒棋 
梁瑋鑛 

2B 
3D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期 
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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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日    期：11 月 25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8:15 a.m.  活動時間：9:30 a.m. – 11:45 a.m. 
集合地點：馬可賓中學小食部 活動地點：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解散時間：約 1:00 p.m.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 2 號)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人    數：10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全免 (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九龍塘港鐵站)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學校 
對    象：全校學生（特別是中三及中四級同學）(歡迎家長成為義工，協助帶隊，參與活動) 
活動內容：與超過 15 個國家的交流生運用英語溝通、進行交流和認識異地文化及生活；親身體驗

超過 20 個國家的不同文化，透過舞蹈、食物、音樂及遊戲，慶祝各地文化薈萃。本年主
辦機構預計將有全港 1000 名中學生參加本活動。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若該天下午有制服團隊集會，則穿著制服團隊制服亦可)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在當天下午 1 時 15 分前需要

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 校務處將在 11 月 21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須於下一個上課天 11
月 29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黃偉芬老師。如有查詢可聯絡黃偉芬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4. 通識科活動－周未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將舉辦一系列的公開講座，目的是加深參加者對本港政治的認識，同時
強化學生對相關議題和政策的了解。講座會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詳情如下: 

 

講座主題一：「我們應否在郊野公園發展房屋?」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4/F 藍區 B4302 室 
講者：葉毅明教授 
語言：廣東話 

主題二：從時事評論員、議員到政策制定者：我對政治與政策的看法 
(From commentator, legislator to policymaker: my views on ppolitics and policy)  
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新科實業演廳(LT-09) 
講者：張炳良教授 
語言：英語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1 月 6 日，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查詢及報名，請同學踴
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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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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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學家訊家書第七期院資訊
開放日 

11/11/2017（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7-18/11/2017 
(五、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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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優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何東資優教育演講-人盡其才：識別與培育資優生的多元才能」，詳情如
下： 
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六）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講員：郭靜姿教授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費用：免費 
 
若家長有興趣參加，可於以下網頁報名 www.hkage.org.hk。 

 

 

每周鼓勵金句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
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 121:7-8)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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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請  以下合適之方格： 
 

 敝子弟在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 15 分前不需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 
 

 同時，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願意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活動進行，歡迎老師聯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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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七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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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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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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訊‧家書】（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星期完成統測後，各老師仍不辭勞苦帶領多項活動，包括科學園的創新科技嘉年華、領袖生訓
練營、本會「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活動及多個制服隊伍步操及訓練，謹感謝各老師的辛
勞，希望各同學獲益及成長。 

 

近兩星期分別有新加坡中學 Jurong West Secondary School 及 Temasek Secondary School 的到校交
流，我們的初中同學及紅十字會同學分別負責接待他們，讓彼此認識了解更多。活動詳情將於稍後上
載本校網頁。 

 

十一月份我們將舉行周年陸運會及班際旅行，而十二月二日我們亦將舉行中一收生資訊日，希望
大家同心協力，令校園生活更多姿多彩。 

 

*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提供優質而非
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
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為香港神託會社會服務部今年度
舉辦的慈善活動，目的是為「青年新領域」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及「童夢・童行」發展基金籌募營運和發展經
費。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五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五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17 日 6:45pm – 9:15pm 舉行，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6:45 直接到禮
堂點名，家長請於當晚 6:45pm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安排目的如下： 
 

 

家長可如何協助子女面對文憑試等不同壓力 
 
 

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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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回條的背面上，於下星期一（6/11）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的參與。 
 

2.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明天（3/11）邀請商務印書館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回條、支票或銀行入數
紙，而訂購表格已於昨天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
留意。 
 

註： 請同學於支票／銀行入數紙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恒生銀行：374 138881 001,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支票抬頭請寫：「商

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期 
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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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日    期：11 月 25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8:15 a.m.  活動時間：9:30 a.m. – 11:45 a.m. 
集合地點：馬可賓中學小食部 活動地點：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解散時間：約 1:00 p.m.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 2 號)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人    數：10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全免 (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九龍塘港鐵站)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學校 
對    象：全校學生（特別是中三及中四級同學）(歡迎家長成為義工，協助帶隊，參與活動) 
活動內容：與超過 15 個國家的交流生運用英語溝通、進行交流和認識異地文化及生活；親身體驗

超過 20 個國家的不同文化，透過舞蹈、食物、音樂及遊戲，慶祝各地文化薈萃。本年主
辦機構預計將有全港 1000 名中學生參加本活動。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若該天下午有制服團隊集會，則穿著制服團隊制服亦可)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在當天下午 1 時 15 分前需要

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 校務處將在 11 月 21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須於下一個上課天 11
月 29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黃偉芬老師。如有查詢可聯絡黃偉芬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4. 通識科活動－周未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將舉辦一系列的公開講座，目的是加深參加者對本港政治的認識，同時
強化學生對相關議題和政策的了解。講座會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詳情如下: 

 

講座主題一：「我們應否在郊野公園發展房屋?」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4/F 藍區 B4302 室 
講者：葉毅明教授 
語言：廣東話 

主題二：從時事評論員、議員到政策制定者：我對政治與政策的看法 
(From commentator, legislator to policymaker: my views on ppolitics and policy)  
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00–12：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新科實業演廳(LT-09) 
講者：張炳良教授 
語言：英語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7 年 11 月 6 日，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查詢及報名，請同學踴
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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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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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學家訊家書第七期院資訊
開放日 

11/11/2017（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7-18/11/2017 
(五、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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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獲獎消息  

本校三名同學獲得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頒發「Super Teen 好學生獎勵計劃
2017」，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獎項 獲獎學生 班別 
飛躍進步獎 季泳妍 2A 

積極服務獎 黃煒棋 
梁瑋鑛 

2B 
3D 

 

7. 資優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舉辦「何東資優教育演講-人盡其才：識別與培育資優生的多元才能」，詳情如
下： 
日期：2017 年 12 月 2 日（六） 
時間：上午 11:00-下午 1:0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講員：郭靜姿教授參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費用：免費 
 
若家長有興趣參加，可於以下網頁報名 www.hkage.org.hk。 

 

 

每周鼓勵金句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祂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
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 121:7-8)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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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7 國際文化節 2017 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請  以下合適之方格： 
 

 敝子弟在 11 月 25 日下午 1 時 15 分前不需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 
 

 同時，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願意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活動進行，歡迎老師聯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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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七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編號：17/18 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期 

13/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編號：17/18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期 

 
 

 

回  條 

中五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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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已填妥下列表格一併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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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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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五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_____日 

編號：17/18 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期 

請於 6/11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