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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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餘下日子不多，但願同學們抓緊時間，好好為大考準備。願天父保守、加力予我們正在應考
的中六考生，願主賜他們勇氣與信心面對各項挑戰，也請各位以禱告記念同學的需要，尤其正在面
對公開試的同學。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換季事宜  

4 月 14 日(星期一)至 4 月 30 日(星期三)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5 月 2 日
（星期五）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夏季校服，如當日有體育課，必須攜帶運動服回校更換。
同學可先預備夏季校服，不合身的校服請盡早更換。 

 

2. 在職家長座談會（家長事務組與恩友堂合辦）  

目的：藉每月一次的座談會，幫助家長們有效地實踐家庭生活，並學習以基督的真理及愛建立和諧
家庭，增進夫婦，子女間的親密關係。 

主題：理想好男人？ 
日期：26/4/2014（六）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內容：專題分享、角式扮演、小組討論、茶點等 
對象：本校學生家長 
報名：請填妥後頁報名表回條於 4 月 14 日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查詢：任何詳情查詢可致電校牧郭姑娘 
電話：2407 7440 或 9702 0010（手提） 
 

3.  禱告室「客西馬尼園」啟用奉獻禮  

為鼓勵全校師生有更多禱告及安靜的時間，以建立與神的關係並反省生命，學校新建立了一個禱告
室（G13 室），取名「客西馬尼園」。禱告室啟用奉獻禮將於 4 月 15 日早會中進行，盼望此室的建
立能幫助、造就更多生命。 

 

4. 「好書覓知音」活動及書展  

為響應 4.13 世界閱讀日，一年一度的「好書覓知音」舊書交換及義賣活動又來啦！透過此活動希
望同學可以透過低廉的價錢，獲得多些自己喜愛的課外讀物；亦教導同學善用資源，響應環保。 

 

同學及家長可於今明兩天(10-11/4)午膳及放學時間，帶備換書券到新玻璃房換取好書。如未有換
書券，亦歡迎以現金購買，每本$5。為幫助有需要的同學，收益將撥歸學校慈惠基金。 

 

同場亦有書商擺放書展，鼓勵大家踴躍參加，獲取好書一同享受閱讀的樂趣！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 

第三十一期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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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派發五及六月份飯單，訂飯的同學請於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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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旅遊．航空業資訊日 2014」  

香港旅遊專業培訓中心(HKTT)為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及全球商務旅行協會於香港唯一認可的培訓機
構。HKTT 除了協助不同資歷人士取得專業職業及學術資格外，每年亦為中學生舉辦各類型的活動，
讓其了解旅遊及航空業實況和出路資訊，多年活動均反應熱烈。 
 

今年 HKTT 與旅遊及旅遊業科教學資源中心將聯合舉辦「旅遊·航空業資訊日」，讓更多中學生有機
會親身體驗旅遊及航空運作。今年學生可參與為期 2 小時活動，讓學生了解行業入職要求、發展機
會、最新發展等，並可掌握更多升學及就業相關的資訊。 
 

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2014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三) 
時  間：下午 4:00 – 6:00 
地  點：香港旅遊專業培訓中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60 號海外信託銀行大廈 5 樓) 
活動內容：1) Abacus 航空電話訂位系統試讀班 

2) 行業專才分享 
3) 旅遊及航空業升學和就業規劃講座 

 

如有興趣參加，請於 14/4 或之前聯絡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備註：當日為半天課，下午會有畢業禮綵排 
 

7. 「規劃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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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事務組早前特邀請孫立民博士
（29/3）主講家長講座，講題為「如何幫助品學兼優的孩子規劃人生」。另外，本周六亦邀請了許
娜娜博士分享，希望藉此讓家長掌握怎樣幫助孩子發展不同範疇的才華，包括領導能力、創意和個
人社交能力。孫立民博士已於早前的星期六順利完成講座，當日家長的出席非常踴躍。本星期六的
講座詳情如下： 

 

講題 規劃人生（二） 
夢仍是一樣 - 與資優學生一同規劃人生 

講員 

 

許娜娜博士 
許博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資優教育委員會的課程發展議會主席，並在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學系擔任助理教授，也是教育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範疇包括動機及自我調節能力、資
優學生天賦及創意教育、生涯發展的創作培訓等。 

日期 2014 年 4 月 1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地點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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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填妥今期《家書》的回條於明天（4 月 11 日）交回校務
處陳小姐。 
 

8.  愛家庭繪畫創作比賽  

開心社區服務以「愛家庭」為題讓中小學生發揮他們的想像力，用繪畫及精簡的文字表達對「愛家
庭」的想法，藉此感染更多社區人士關注開心、健康家庭的訊息，得獎者可獲書券及獎狀。另外，
其得獎作品將於該機構及鐵路站社區畫廊展覽，並上載於該機構網頁及印製紀念品於社區派發。如
有興趣參加者，請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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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服務學習週–慈善義賣活動  籌款結果報告（修正版）  

本年度慈善義賣活動已於 3 月 6 日至 3 月 8 日順利完成，在中五級同學及關懷長者大使努力籌款下，
是次義賣活動共籌得善款數字為$18,380.6。連同於 3 月 8 日參與義賣的大茶壺 (本校小食部) 及其
他捐獻，共籌得$22,500.6。(詳見下表) 
 

 中五級 
總籌款數字 

關懷 
長者大使 

大茶壺 
(本校小食部) 

老師捐贈物件 
義賣籌款 

總營業額 $31,265 $4182 $4120 595 
總成本 $16,296.4 $1365 不適用 不適用 

捐款數字 $14,968.6 $2817 $4120 $595 
捐贈對象 貴州縣三都民族中學 本校 本校 本校 

 

在整過籌辦和義賣過程中，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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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學效和實踐主耶穌僕人領袖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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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能學效主耶穌般愛人如己，常存憐憫別人的心。 

 

詳細的財務報表已張貼在一樓服務學習的壁報板上。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獎項 

30/3/2014 

5E 曾卓嵐、5E 梁詠琛、5E 陳俊弘 
4C 李偉樂、4E 梁兆槺、3A 張焯杰 
3A 杜維峻、3B 黃嘉朗、3D 吳騫桐 
3D 林語嫣、2A 林蘭帆、2A 潘博軒 
2C 曾志偉、2C 鄭迪珉、2C 黃俊諺 
2C 陳梓康、2C 李政達、2D 郭智恆 

2D 李浩熙 

香港少年 
領袖團 主席盾-週年隊際步操比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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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在職家長小組研討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在職家長小組研討會活動，共_____位出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級＿＿班學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四年四月__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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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1/4 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回 條 

「規劃人生」家長講座（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4 月 12 日的講座，合共_____位出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級＿＿班學生：＿＿＿＿＿＿＿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四年四月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編號：13/14 年度四月份（家書）第三十一號 

14/4（一）或之前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