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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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平安，本學年已經過了大部份時間，雖然在現今社會「學習」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
但正規教育仍然需要按學年計劃及升學銜接進行，所以希望大家繼續為同學的學習進度加油，支持
他們在本學年餘下的時間盡力爭取好成績及進步。 

 

上星期報紙刊載了一篇另類的畢業典禮演辭，內容看來不大鼓勵年青人，但卻又比一般的勉勵更真實
及另具意義，我深信家長和同學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及得到幫助，因為我們的同學也是同樣的優秀！ 

 

*      *     * 
 

約翰羅伯茨畢業於哈佛大學，目前是美國最高法院十七任首席大法官。早前，他在兒子的畢業典禮致
辭，說他不會祝年輕人好運，反而希望他們不幸福，在生活中受到諸多磨難。這段說話在網上引起很
大迴響。以下節錄演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 

 

  「畢業典禮的演講者一般會祝願畢業生未來好運、前程似錦，但我不會！讓我告訴你這是為甚
麼。我希望你不時受到不公的對待，唯有如此，你才能感受到公正的可貴。我希望你能嘗到被背叛的
滋味，唯有如此，你才能領悟真誠的重要性。雖然很抱歉這樣說，但我希望你每天都感到孤獨，唯有
如此，你才能明白友情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努力經營的。」 

 

  「我希望你一次又一次經歷厄運，這樣你才會發現生命中機遇的意義，才會明白到你的成功並非
命中注定，他人的失敗也非天經地義。當你屢次失敗時，我希望你的對手嘲笑你，這將使你明白體育
精神有多重要。我希望你被人鄙視，唯有如此，你才會學到如何尊重與聆聽，我也希望你經歷磨難，
這樣你才能學會同情。無論我是否有這樣的願望，這些都遲早會發生在你的生活中。你是否在這些遭
遇中得益，全看你能否從磨難中吸取教訓。」 

 

  「你應該做的便是為自己而活，儘管你已相當完美，但不要太自我，要不斷地精進。希臘哲學家
蘇格拉底曾說：『未經考驗的人生不值得活。』活得好的訣竅在於不強求美好的生活。」 

 

  「多年來，我認識了許多像你們一樣的年輕人。我知道你們都是優秀的孩子，受到青睞。但投入
全新的環境後一切不再如昔。我奉勸你們別表現得高高在上。對那些正在打掃樹葉、剷雪或倒垃圾的
人們不可鄙視。遇到不認識的人時，應直視他們的眼睛，並微笑打 

招呼，以後人們會記得你是一個會微笑打招呼的年輕人，這樣挺不錯的。」 
 

載於星島日報 6-4-2018 <畢業禮演講引大迴響 美大法官冀年輕人失敗受挫>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校服換季事宜  

4 月 10 日(星期二)至 4 月 16 日(星期一)為校服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4 月 17 日(星期二)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夏季校服回校。同學可先預備夏季校服，不合身的
校服請盡早更換。 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必須攜帶體育服回校更換。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八期 
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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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 4 月 9 日派發五月份及六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4 月 16 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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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師職業講座（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將於本校舉辦「工程師職業講座」，屆時將有行內人士分享工作心得，
以幫助同學更了解工程行業的入職要求、工作性質及前景發展等，在升學出路作更充分的準備，
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4 月 30 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四時至五時 
地點：本校 409 室      費用：全免 

 
請有興趣的同學於4月20日（五）午膳前到校務處向蕭小姐報名。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邱淑
嫺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4. 中文大學少年英才科學院夏季課程 2018  

中文大學將於暑假期間舉辦不同科學增潤課程，包括數學、物理、生物、化學、生物醫學、海洋、
天文等等，適合中一至中六同學修讀。同學若對課程有興趣，有關日期、時間、地點、課程內容及
收費資料可到學務組壁佈板，瀏覽網頁 http://www.sci.cuhk.edu.hk/sayt 或聯絡方建龍老師、黃天欣
老師或廖美璍老師。 

 
5. 暑期資優課程 2018（中文大學舉辦）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舉辦暑期資優課程，課程包括法語、科學、天文、中醫藥、藝術、
音樂、DJ 培訓班、英文、歷史、哲學、心理學等等，有關各課程內容、日期、時間、地點及收費等
資料已列於 www.fed.cuhk.edu.hk/pgt/。同學如有興趣，可參考學務組壁佈板、瀏覽上述網站，利用
QR code 或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日期為 5 月 2 日。 
 
另外，中文大學亦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詳情可瀏覽上述網站。 

 

 
6. 「邁向 6A 的成長歷程」 (關愛及時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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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愛及時間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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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正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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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cuhk.edu.hk/p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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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東華三院新界聯校閱讀推廣計劃 -閱讀嘉年華  

東華三院新界西學校將合辦閱讀嘉年華，主題為「Fun 享‧悅讀」。當天將有多個以閱讀為主題的攤
位遊戲，並有書展及漂書活動。歡迎同學攜同書籍即場放漂書籍，以「放一本，換一本」的方式延
續書本的生命，分享閱讀的樂趣。 
日期：2018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兆康苑第三期及第四期、噴水池空地 

 
8. 環保觸覺之「環保基金『即棄』餐具齊 SAY NO—少用『即棄』產品達至減廢」項目  

香港的廢物問題嚴重 ，近年的都市固體廢物量更有上升趨勢，2016 年香港平均每人每日傾倒約 
1.27 公斤的都市固體廢物。僅次廚餘 (35%) 及紙料(22%)，塑膠乃第三大本港廢物成分，佔全港都
市固體廢物的 21%。塑膠廢物以重量來說雖是第三位，但塑膠產品的「輕巧」特性，讓大眾忽視其
禍害深遠，更容易成為「即棄」的對象。再者，大量塑膠廢棄物流入海洋，變成更微細的塑膠入侵
海洋生態，繼而進入食物鏈。多個研究發現，海洋生物甚至鳥類體內含有不能分解的塑膠，人類進
食海產後塑膠及毒素更會積聚體內。除了海產，最近亦發現全球逾九成樽裝水含有塑膠微粒。塑膠
產品無處不在，人類難以避免攝取，濫用「即棄」 物品不單影響生態，也會損害人類健康。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聯同「環保觸覺」現正在全港推行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物品，希望在個
人、家庭、商界及整個社會達到減廢目標。 
 

「環保基金『即棄』餐具齊 SAY NO －少用『即棄』產品達至減廢」項目將進行一系列調查和減塑行
動，包括調查飲食業的即棄餐具用量、製作「綠色餐具星級制度」、製作「模擬垃圾徵費的月結賬
單」及「零堂食即棄餐具約章」等； 以下為其中一個項目活動： 
 

「零垃圾」掃街及回收體驗式學習 
日期：2018 年 4 月 29 日(日) 
時間：16:00 – 21:00（其他學習經歷／義工時數 5 小時） 
活動內容：青衣公園體驗活動、「『零垃圾』掃街」、回收學習體驗式學習 
地點：青衣公園 及 青衣青綠街球場 
名額：20 人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自行瀏覽以下網站 https://goo.gl/HmMc5e 報名; 如有查詢可聯絡彭穎琳老師。 

 

9.  五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掙扎求存 ”貧窮體驗活動） 
 

日  期：5 月 5 日(星期六) 時  間：1:45 p.m.-5:00 p.m.  
集合時間：1:30 p.m. 集合地點：香港十字路會閘口 
人  數：20 人 負責老師：黎倩彤老師 
活動及解散地點：香港十字路會 Hong Kong Crossroads (屯門黃金海岸對面) 
費  用：$20 (學校已津貼$55) 
交  通：自行前往，同學請自行支付交通費用 
對  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如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申

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活動內容：透過真實體驗活動，經歷第三世界國家的貧民生活，如何在掙求存的環境中維持生計

及照顧家人需要，從而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及明白第三世界國家貧民的困境。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PE 衫(如天氣轉冷可穿學校 PE 風褸或校褸)及黑或藍色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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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後需要參加
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4 月 18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如有查詢可聯絡黎倩彤
老師 

＊ 校務處將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下於當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個上課天 201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https://greensense.us17.list-manage.com/track/click?u=4adb2719ea9ec32f22ae13eb7&id=21e5be30be&e=4044e1e4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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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鼓勵金句 

"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

你的冠冕。" 詩篇 1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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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晨更祈禱會於逢星期五早上 7:30-8:00 於 G11 室舉行，歡迎同學及家長抽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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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掙扎求存 ”貧窮體驗活動）（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弟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外，敝子弟是英文學會會員（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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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四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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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