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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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制服日已於星期一(30/4)舉行。制服日是每年制服隊伍的一大盛事，活動內容豐富，早
上除了設有全校升旗禮外，下午為頒獎禮，之後是大合照環節。本年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香港聖約翰救
傷隊新界少青團指揮官助理總監游樹峯先生, OStJ 擔任是次制服日的主禮嘉賓，實在令制服日典禮生色
不少。 

上星期我在家訊家書提及過，每個年級也有重點，要達成這些目標除了態度、技巧及父母師長等
支持外，鍛鍊自己的恆毅力(GRIT)亦十分重要。所以初中的制服隊伍訓練不只是聯課活動，亦是學習堅
忍及自我提升的機會。正如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是近年教育的重要策略，制服隊伍便是其
中執行的方法之一。 

其實我們不同的隊伍在全港比賽屢獲佳績，以往我在家訊家書也有提及。最近的一次是香港少年
領袖團在全港步操比賽中奪得冠軍，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在此謹恭賀各同學及老師在辛勞練習後獲 
得肯定。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繳交 2017/2018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  

下周二（8/5）將派發「繳交 2017/2018 學年第二期冷氣費」通告，並於下周三（9/5）收取款項，
敬請家長留意。 

 

2. 家校會義賣籌款結果報告  

本年度家校會義賣籌款已於 4 月 19-20 日順利完成。是次義賣共籌得港幣$10,019.9，將全數捐贈本
校「中六加油站」，用作支持中六預備文憑試時，使用本校自修室，學校將提供茶點給同學支援及打
氣。在此謹謝各家長義工的無私付出。 

 

3. TOEFL Passport To The World 升學資訊日  

為了讓中學生對海外升學有更多的認識，TOEFL 香港區官方代表將舉辦 TOEFL Passport To The World
升學資訊日，在學生升學及就業選擇時提供輔導及諮詢服務，詳細如下： 
日期： 2018 年 5 月 28 日（一） 
時間：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校禮堂 （楊青路屯門第 31 區） 
內容： 提供海外升學資訊、大學模擬面試及學科查詢、即場免費參加入學面試等 
詳情： 瀏覽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網頁查看相關資料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index.html） 
請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5 月 8 日（二）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每周鼓勵金句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

經勝了世界" 約翰福音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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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一期 
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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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學習週–慈善義賣活動  籌款結果報告  

本年度慈善義賣活動已於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順利完成，在中五級各班同學及學生組織(包括：馬
可賓義工隊和 Y-Fri 學生團契)的積極籌備及參與下，是次義賣活動共籌得善款數字合共港幣
$24,684.80。 

 中五級總籌款數字 學生團契 馬可賓義工隊 其他捐贈物件義賣籌款 
總收入 HK$ 35,962.50 HK$ 4,159.00 HK$ 1,627.00 HK$ 1,201.70 
總成本 HK$ 18,265.40 0# 0^ 不適用 

捐款數字 HK$ 17,697.10 HK$ 4,159.00 HK$ 1,627.00 HK$ 1,201.70 
捐贈對象 無國界醫生 世界宣明會 本校拓展服務學習事宜 

# Y-Fri 學生團契捐出所有收入    ^活動由教協「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7/18 資助 
 

在義賣的過程中，學生不但學習統籌活動技巧、制訂售價策略、分工和宣傳技巧等，而且能效法主
耶穌基督的僕人領袖精神，主動關心和服事社會上需要的人士。正如本校服務學習的主題經文一樣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馬太福音 20：
27-28 上)」，祝願各位學生能效法主耶穌基督般愛人如己，常存憐憫別人的心。 
詳細財務報告已張貼於本校一樓校務處門外服務學習的壁報板上。 
 

5. 本年度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名單  
為表揚馬可賓人在服務學習有優秀表現，本校共設有「優秀服務領袖」、「優秀服務表現」及「優秀
服務反思」三個獎項。本年度共 92 名馬可賓人獲獎，獲獎同學包括： 
 
優秀服務領袖 
3A 黎婧妍、3A 李栢力、3B 張浚諾、3B 郭晉希、3C 周善盈、3C 陳睬瑩、3D 梁天藍、3D 李佩霖、 
4A 李天朗、4A 李子熙、4B 曾嘉豪、4B 陳穎琪、4C 陳俊年、4C 陳凱傑、4D 陳皓暉、4D 陳澤霖、 
5A 司徒明敏、5A 施惠雯、5B 陳悅生、5B 林凱欣、5C 曾凱正、5C 蔡琬彤、5D 陳天穎、5D 熊智琳 

 

優秀服務表現 
3A 譚逸彤、3A 蔡喬峰、3B 張海琳、3B 吳香凝、3C 許文靜、3C 陳賢哲、3D 梁凱喬、3D 許樂琳、 
4A 廖穎然、4B 林康婷、4C 曾曉楓、4D 劉恩寧、5A 黎卓衡、5A 潘曉童、5B 朱卓然、5B 趙爾雅、 
5C 馬詠詩、5C 駱瀚洋、5D 黃熹文、5D 馬天兒 

 

優秀反思獎 
1A 周依霆、1A 陳康喬、1A 陳凱晴、1B 李哲靈、1B 董玉姸、1B 彭心言、1C 成詩漫、1C 陳彥霖、
1C 陳梓華、1D 黃玉婷、1D 吳芷滺、1D 盧曉穎、2A 季泳妍、2A 蕭頌康、2B 鄧志昊、2B 曾浩賢、 
2C 容凱琳、2C 胡天恩、2D 羅樂澄、2D 麥子聰、3A 洪嘉灝、3A 黎婧妍、3B 張海琳、3B 鄧泳儀、 
3B 張海琳、3B 鄧泳儀、3C 陳嘉慧、3C 許文靜、3D 梁凱喬、3D 許樂琳、4A 陳文偉、4A 廖穎然、 
4B 鄧思行、4B 楊璧如、4C 彭藙程、4C 吳楚穎、4D 梁凱怡、4D 李詩怡、5A 司徒明敏、5A 施惠雯、 
5A 盧芍霖、5B 利義謙、5B 余基立、5B 盧綺彤、5C 陳詠琛、5C 陳安琪、5C 陳澤霖、5D 熊智琳、 
5D 馬天兒、5D 黃綺雯 

 
6. BetaCamp 國際文化及英文訓練營  

渡一有限公司及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大學分會 (AIESEC in PolyU) 正合辦 BetaCamp 國
際文化及英文訓練營。該訓練營透過體驗式學習以發掘學生的興趣， 同時希望同學可以認識不同國
家獨有文化，增加全球視野，最重要是學會如何和外國人溝通、做朋友，最後達致以「用英文來學
英文」的目標。 
該訓練營將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生（包括俄羅斯、阿根廷、卡薩哈斯坦等等）、香港理工大學畢
業生以及現屆大學生帶領聯校中學生，在全英語環境探索不同文化及發展個人潛能。是次訓練營的
詳細資料如下： 

 

日期：第二期：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日營）及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兩日一夜宿營） 或 
第三期：六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六日營）及（星期日至一 兩日一夜宿營） 

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第二期) 或 獅子會-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第三期) 
費用：$980 （五月十八日前報名） 對象：中三及中四級同學 

 

委員會將於收到學生報名表後安排面試，通過面試的學生將於稍後獲通知確認程序及繳費安排。同
學如有興趣參與可於五月十日前聯絡陳慧君老師或王志傑老師。 



編號：17/18年度五月份（家訊）第三十一期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獎項 

21/4/2018 
5A 卓彥 
5A 黃文彥 
5B 楊禮滔 

香港科技園、香港科技大學和 
大疆創新 

RoboMaster Winter Camp 2018 

機械人挑戰賽 
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