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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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本星期我們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陸運會，而陸運會往往是學生年代的美好回憶，也是另類的學習。

除了運動健兒可大顯身手外，同學亦能學習籌備大型活動的過程，學會組織啦啦隊等等，而低年級的
同學可藉此向高年級同學學習及交流，加上師生在不同環境相處，例如全校為中六級同學打氣等等，
實在是寶貴的學習經驗。在此謹感謝負責籌備的老師及協助同學，也感謝各老師分擔各項工作及關心
同學。 

今年我們邀請了八十年代香港足球名將黃文偉先生擔任陸運會閉幕禮嘉賓，黃先生退休後仍不遺
餘力訓練青少年及成人足球員並參與義務工作，他對社會的貢獻實在是同學們的好榜樣。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二級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本校中二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24 日 7:00p.m.-9:15p.m.舉行，家長請於當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
任會面，瞭解班內情況，並領取 貴子弟統測成績單，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當晚我們十分
榮幸能邀請恩友堂顧問牧師陳國平博士（臨床心理學家）與各位家長分享，題目為「家長應如何處
理子女在成長上的轉變」，例如：兩性關係、手機運用、親子關係等，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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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的參與。 
 

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今天將派發十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1 月 17 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同學請到小食部
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有查詢，請致電小
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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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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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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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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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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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資訊日 

24-25/11/2017(
五、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5/11/2017（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5. 音樂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5/8/2017 4B 王婉榕 香港國際音樂
節籌備委員會 

香港國際音樂節 少年民樂彈撥(二)組 第一名 

25/8/2017 4B 王婉榕 新聲音樂 
協會 

新聲盃中樂 
獨奏比賽 

彈撥 B 組演奏級組 冠軍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8/10/2017 1B 游啟滔 泳濤會 
泳濤匯聚龍城 

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 10-11 歲組 4x50 米 
自由接力 

冠軍 

男子 10-11 歲組 4x50 米 
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10-11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男子 10-11 歲組 50 米蝶泳 亞軍 

21/10/2017 1B 游啟滔 榮華車行 開心盃游泳挑戰賽 男子精英接力邀請賽 季軍 

1/11/2017 

2A 張詠斯、2B 江梓澄 

2D 李曉穎、2D 饒紫洋 
1A 周依霆、1D 吳芷滺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越
野比賽 

女子丙組團體 季軍 

2A 文俊人、2D 游啟之 
2D 江澤斌、2D 羅樂軒 
1A 梁旭豐、1D 梁展滔 

男子丙組團體 殿軍 

6A 高穎、6A 翁海靜 
6A 葉嘉雯、6A 陳諾恩 
6E 張悅熙、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 

4B 文詩靈、3A 雷嘉瑤 
3B 李咏彤、3D 吳香凝 
3D 劉祉呈、3D 沙佩欣 

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2B 江梓澄 女子丙組個人 亞軍 

1A 梁旭豐 男子丙組個人 第五名 

2D 李曉穎 女子丙組個人 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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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鼓勵金句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詩篇 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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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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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中二級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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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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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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3/11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