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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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恩學校能與恩友堂、基恩會屯門堂及信望愛堂建立伙伴及協作 會關係，令我們在實踐基督
教教育的信念及策略上有更長遠的規劃及發展。我們相信六年只是一個香港對中學教育的要求，但從
基督教教育來說，信仰是超越六年的一個生命建立過程。所以學校和教會合作不單是着眼於六年的一
個短期協作般簡單，更是為同學的生命建立一個長遠的平台，希望他們在成長及面對挑戰時有一個信
仰群體作守望。 

 

現在三間教會分別負責中一及中四、中二及中五、中三及中六級的基督教教育及牧養工作，每年
他們也隨着同學一同升級，所以除了眾多老師外，基本上同學在馬可賓的六年也是有同一間協作教會
的同工陪伴成長，而且在同一間教會內亦有相對高三級的師兄師姐一同參與，甚至更有正在各大學及
大專進修的師兄師姐指導下成長。在此感謝各教會不但參與本校基督教教育的課程規劃，與老師共同
教授課堂；更在午膳或放學與同學開設小組；在週末預備延伸課程及學習支援小組；更在長假期預備
不同的營會令同學的學習及課餘活動更多姿多彩。我們相信在現今社會的多元文化衝擊下，同學需要
更多的生命導師及成長支援，所以我們除了不斷優化品格教育內容外，亦深信這不只是認知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建立，令基督教價值觀落實於真實經驗。請各家長繼續為我們的基督教教育
事工祈禱，為下一代打美好的仗。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防禦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呼吸道傳染病事宜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本地季節性流感的活躍程度在過去兩周顯著上升至最高水平。現
時學校每天放學後也會清潔及消毒全校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衞
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貴子弟時刻保持個人及
校園環境衞生。同學及家長應注意以下各點： 

 

 建議家長每天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狀，必須
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
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本校紅十字會隊員每天為學生量度體溫，以確保全校學生/教職員健康。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

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勤潔手，特別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或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及進食或處理食物前、

如廁後洗手。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在流感流行期間，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時

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
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的
預防措施。 
 

 

2. 自強室消息  
2/2（星期五）為學校假期，自強室開放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二月一日  

第四期 
 

第二十二期 
 

 



 

3. 2018 年青年創作坊  
為了推動學生對文學的創作與欣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與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
《香港文學》、《聲韻詩刊》合辦「2018 年青年創作坊」，希望透過研習班的形式，啟發學生對文
學的創作思維，藉此提升他們的語文水平。 
 

今年舉辦的三個「創作坊」，分別討論新詩、散文及微型小說三種不同文體的創作與欣賞，教授的
導師均由資深作家及編輯擔任。創作坊除了文學欣賞，以及講解一般創作概念和實習外，導師亦會
討論學員的作品，歡迎有興趣人士參加。有關參加細則及詳情，請參閱參加表格。參加表格可在各
間公共圖書館索取，或在圖書館網頁(http://www.hkpl.gov.hk/youthsworkshop)下載。 

 

4.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公益少年團、歷史科主辦：參觀警察博物館及山頂廣場  
日期：14/2/2018 （星期三） 
時間：上午 8 時 45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警察博物館、山頂廣場 
費用：車費 25 元 
博物館簡介： 1964 年警隊成立「警察歷史紀錄委員會」。1988 年遷至山頂甘路的現址，館內共

有四個展廳，展品超過 1000 件，其中包括一個虎頭標本。 
 以裝飾藝術風格設計的山頂廣場，除了有多家具香港特色的商店和餐廳外，免費

開放的觀景台更是飽覽維港景色的好去處。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明天（2 月 2 日）聯絡周笑霞老師、梁麗琼老師或林珏怡老師。 
 

5. 中六級攀石龍虎榜  

本年度共有 45 位中六級同學於指定三分鐘時間內成功攀上本校攀石牆之成功
嶺，能攀上 12 米高之石牆（成功嶺）實不容易，除了身體協調能力高之外，體
力、平衡力及毅力更不可缺少，在此嘉許下列表現優異同學。 
最後祝願各中六同學勇闖高峰，在 DSE 摘星成功。 
(註:男畢業生紀錄是由 05-06 年度 5C 李偉成~33 秒，女畢業生紀錄是 14-15 年度 6D 陳悅勤~45 秒) 

 

女同學排名 (共 18 位達 5**) 
1.
 6A 高 穎 (1 分 08 秒) 2.

 6B 周楚怡 (1 分 16 秒) 3.
 6A 陳諾恩 (1 分 22 秒) 4.

 6E 張悅熙(1 分 30 秒) 
5.
 6B 吳穎妍 (1 分 35 秒) 6.

 6A 翁海靜 (1 分 36 秒) 7.
 6A 許雅喬 (1 分 37 秒) 8.

 6E 許茹情(2 分 02 秒) 
9.
 6E 鄭芷佩 (2 分 04 秒) 10.

 6A 譚諾心 (2 分 08 秒) 11.
 6D 余素華 (2 分 15 秒) 12.

 6D 劉嘉敏(2 分 39 秒) 
13.

 6D 楊子瑤 (2 分 46 秒) 14.
 6B 吳倩彤 (2 分 57 秒) 15.

 6C 羅筠淳 (2 分 57 秒) 16.
 6B 劉珈芙(3 分 00 秒) 

17.
 6D 黃加恩 (3 分 00 秒) 18.

 6E 杜穎蕎 (3 分 00 秒)  
*為本屆全校最快的女同學 

 
男同學排名 (共 27 位達 5**) 

1.
 6B 王梓豪 (0 分 50 秒) 2.

 6E 洪文迪 (0 分 53 秒) 3.
 6E 胡子瀚 (1 分 06 秒) 4.

 6D劉允禧 (1分10秒) 
5.
 6A 蔡朗峰 (1分 13 秒) 6.

 6C 姚嘉朗 (1 分 19 秒) 7.
 6C 黃俊諺 (1 分 23 秒) 8.

 6B劉卓文 (1分 24秒) 
9.
 6A 陳東海 (1 分 26 秒) 10.

 6E 陳卓熙 (1 分 27 秒) 11.
 6B 林泓傑 (1 分 30 秒) 12.

 6E謝子朗 (1分 30秒) 
13.

 6E 葉梓俊 (1 分 32 秒) 14.
 6C 蘇天賦 (1 分 33 秒) 15.

 6A 鄭迪珉 (1 分 39 秒) 16.
 6C郭信賢 (1分 41秒) 

17.
 6D 陳俊彥 (1 分 43 秒) 18.

 6C 鄭善衡 (1 分 48 秒) 19.
 6D 郭俊亨 (2 分 17 秒) 20.

 6B黃文瀚 (2分 19秒) 
21.

 6A 黃樂穎 (2 分 26 秒) 22.
 6A 梁展希 (2 分 29 秒) 23.

 6B 楊舜哲 (2 分 30 秒) 24.
 6A 陳祈康 (2 分 37 秒) 

25.
 6A 陳梓康 (2 分 45 秒) 26.

 6D 潘博軒 (2 分 45 秒) 27.
 6D 林蘭帆 (2 分 53 秒)  

*為本屆全校最快的男同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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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5:00

2468 4007  

http://www.hkpl.gov.hk/youthsworkshop


 

6. 家校聯歡晚會  
一年一度的家校聯歡晚會將於 3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舉行。每年新春我們都舉
辦這活動，好讓家長、同學、老師、校務處同工及工友一邊享用美味盆菜，一邊共渡歡樂時光。校
長、各老師、家長和學生分別有精彩的演出，其中包括樂器演奏、唱歌、跳繩等表演，又有豐富的
抽獎和遊戲，敬請家長萬勿錯過，參加者更可自組 12 位素盆菜。凡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 月 9 日
前填妥回條，連同費用每位$110（大小同價，3 歲以下免費）交回校務處羅小姐。入場券將於農曆
年假後派發，如有查詢請聯絡李婉媚老師或鄧俊維老師。 
盆菜菜單：堂灼唐生菜、爽滑魚蛋、明爐燒米鴨、圍頭五味雞、茄汁煎大蝦、肉湯煮蘿蔔、酥炸

香芋件、鹵水炆北菇、頭抽炒土魷、遼步燴豬皮、香公煨枝竹、金獎小丁方豬腩肉 
 

素盆菜菜單：素花支丸、素帶子、素鱒魚、素蝦仁、素海參、素鮑魚、支竹、北菇、芋頭、雲耳、
蘿白、甘筍 

 
7. 「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家長講座（中二至中四級適用）  

在新學制下，高中教育提供寬廣而均衡的課程，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以及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和
終身學習。教育局將於2018年2月至3月舉辦四場內容相若的家長講座（三場以廣東話進行，一場
以英語進行），讓家長更了解和認識新學制及高中課程的最新發展、選科及未來出路。 
 

講座的主要對象為中二至中四學生的家長，教育局亦歡迎學生陪同家長出席。講座內容包括高中
課程概覽、多元出路資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簡介，以及答問環節。 
 

家長如欲參加講座，須自行報名，並列印及攜帶由教育局發出的確認覆函出席講座。 
 

以下三場講座將以廣東話進行*： 
 

場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講座編號 1716 1717 1719 

日期 2018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 

2018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三） 

2018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四） 

時間 下午 7 時至 9 時 下午 7 時至 9 時 下午 7 時至 9 時 
地點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 

服務中心西座 4 樓演講廳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新界荃灣大壩街 2 號) 

皇仁書院 
(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120 號) 

主題 協助家長了解新學制及高中課程的最新發展、選科及未來出路 
內容 1. 高中課程概覽及最新發展 

2. 新學制多元出路 
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簡介 
4. 答問時間 

報名 
方法 

請登入教育局「家長講座網頁」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並按所提供
的方法報名 (講座編號：1716、1717 或 1719) 

開始報名 
日期 

201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教育局將於講座舉行前最
少兩天透過電郵或傳真回覆各申請人] 

*家長如欲參與另一場以英語進行的講座，請瀏覽網頁 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_e。 
 

講座的簡報將於所有講座結束後上載至教育局之「新學制網上簡報」(http://www.edb.gov.hk/nas)，
如家長未能出席是次活動，可留意有關網頁的資料。 

 

[如當日下午3時30分或以後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講座將會取消。此外，如政府已
宣布上述舉行講座場地當日必須暫時關閉進行清潔以防止流感的傳播，有關講座亦會取消，恕不另行通知。] 

 

7:30-8:00 G11  

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


 

8.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家校會一天遊  

學校極力鼓勵家長與子女參加是次本校一天遊，增加溝通、共享天倫之餘又可以認識其他家長，交
流教育子女心得。 
 

有關一天遊的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4 月 14 日(星期六) 費用：$168 (大小同價，已包括家校會資助每位$70) 
支票抬頭：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名額：54 人 
備註：  
1. 團費包括冷氣旅遊巴士隨團、專業導遊介紹風光及團體旅遊平安保險(1-75 歲)十萬元、(76-85

歲)五萬元。 
2. 如出發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或懸掛 8 號或以上颳風訊號，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3.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0845 集合於本校停車場 
0900  乘冷氣旅遊巴士出發。 

1000-1030 參觀《北潭涌郊野公園遊客中心》，認識西貢郊野公園的保護 

1100-1200 
參觀舉世罕見《六角柱石》位於糧船灣萬宜水庫一帶香港最奇特地質景觀的所在
地。巨大的石柱由不同的多角形節理組成，蔚為奇觀是不可多得的地質旅遊資源，
非常藉得專程到此一遊，親睹上天戛戛獨造的偉大傑作。 

1220-1300 暢遊位於西壩創興水上活動中心的《天文台公園》集古今中外具代表性的天文儀
器及設備，供大眾市民以至業餘天文愛好者享受觀星之樂。 

1330-1430 中午於西貢市海鮮酒家品嘗《西貢海鮮午餐》。 

1430-1530 暢遊《海濱長廊》觀賞中西的遊艇泊岸，自由選購漁家生晒魚乾、海味；暢遊『假
日跳蚤市場』欣賞各類手工藝術品、有機農作物。 

1530-1700 乘旅遊巴士送返集合點(自由解散)。 
膳食：西貢海鮮午餐 

白灼游水蝦、時菜花姿片、清蒸海上鮮、玉露貴妃雞、蒜茸粉絲蒸扇貝、魚香炆茄子、 
豉汁蒸排骨、郊外靚油菜、絲苗白飯（每席可供 12 位享用  

報名方法：請於 2 月 9 日(星期五)前填妥回條，連同款項交校務處羅小姐，先報先得。 
 

9. 學術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5/1/2018 
5B 趙爾雅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高中組 
優異獎 

4C 吳楚穎 優異獎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12/2018 1C 周芯悅 香港專業舞蹈教師協會 袋鼠盃舞蹈比賽 — 金獎 
14/1/2017 2B 江梓澄 環保促進會 著綠狂奔 3 公里親子跑 亞軍 

17/12/2018 4C 黃千倖 香港滾軸溜冰總會 香港速度 
滾軸溜冰公開賽 

女子第四組 
(12-14 歲) 500 米 

亞軍 

女子第七組 
(12-14 歲) 3000 米 

季軍 
 

11. 制服隊伍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8/1/2018 

4D 陳澤霖、3A 黃正熙 
3C 彭藝雪、3C 黎銨瑤 

2B 英靜雯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及義工事務部 

青年急救比賽 新界西總部 

冠軍 

5A 黎卓衡、5A 張心妍 
5A 盧芍霖、5C 馮景祺 

2B 曾浩賢 
亞軍 



 
 

敬覆者： 
 
本人／本人及敝子弟將會參加 3 月 2 日家校聯歡晚會。 
 

 學生及家屬參加人數：________人 x $110 ＝ $ ____________ 
 訂購 12 人素盤菜，合共：$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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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___月_______日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聯歡晚會費用（每位$110），共

$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___月_____日 
---------------------------------------------------------------------------------------------------------------------------------------- 

 

 

 

 

 
 

( ) 
 

 
( ) 

1. ( )  3.  

2. ( )  4.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68 x $_______  

 
 

 

 

 

 

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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