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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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一年一度的制服日已於前日(30/4)順利完成。制服日是每年制服隊伍的一大盛事，當天活動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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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屯門
區總學校發展主任唐麗芳女士擔任是次制服日的主禮嘉賓，實在令制服日典禮生色不少。 
 

本學年我亦有數次機會參加了不同制服隊伍的步操檢閱、結業禮及週年頒獎日等活動，看見同學認真
地學習及付出努力，他們得著的不單是獎章或階級嘉許等外在肯定，更重要的是個人態度及意志力的
提升。以步操為例，看似是簡單的儀式，但步操者的眼神，步伐的整齊程度及手腳協調的力度等都能
顯示出步操者的認真程度。我欣賞同學在這幾方面都有良好表現，在此亦感謝各老師、校友及導師的
投入及付出，大家的努力 天父一定會報答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6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博士蒞臨致訓授憑。當天除中六畢業生、學生大使、學生領袖及中一級學
生外，其餘各級同學均毋須回校。同時，請中一級同學當天 2:00pm 前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並請家
長簽署回條交回班主任。學校誠邀各位家長出席觀禮，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下星
期一或之前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以便安排座位。 

 

此外，5 月 14 日（三）Day D 為畢業禮綵排，當日會根據「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下午為綵排時
間，其他學生活動暫停，除出席綵排學生外，其他同學請盡早回家溫習，為下學期考試作準備，敬
請家長留意。 
 

2. 派發下學期統測成績單  

今天將派發統測成績單，請參考學生手冊英文版第 50-52 頁／中文版第 41-43 頁填寫成績單上的
反思欄，家長簽署後於 5/5（一）帶回學校檢查，班主任檢查後可派回學生自行保存。 

 

3.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學校來年將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http://www.afs.hk）合作，在下學年
（2014/2015）九月開始讓一位來自德國的外籍男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將會就讀中三，現
招募一個馬可賓男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機會多接觸外國文化，
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男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1)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2)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3)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
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家長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5 月 30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或鄧俊維老師。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 

第三十三期 
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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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期校園開放安排  

學校溫習室將於佛誕及其他公眾假期暫停開放，敬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5.  職業博覽 2014 

為使同學能掌握不同職業資訊，國際扶輪 3450 地區現舉辦職業博覽 2014，供同學參加，詳情如
下： 
日期：5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9 時 15 分／下午 1 時 30 分／下午 2 時 40 分（共 3 場） 
地點：沙田官立中學（新界沙田文禮路 11-17 號） 
內容：不同範疇專業人士 (醫護、會計、新聞、律師、酒店、航空、商業、幼兒教育、資訊科技

等) 分享相關職業入職、薪酬、晉升、前景等資訊。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以向陳家智老師索取門券。 
 

6. 校友學術榮譽消息  

現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的本校校友梁育澄(2011-12 年度畢業)獲列入院士名單，實在可喜可賀。讓
我們恭喜他的同時，也願各位馬可賓人以他們為學習榜樣，繼續努力。 
 

7.  文件及筆跡鑑定專題講座  

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舉辦文件及軍跡鑑定專題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沙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 樓禮堂 

 

其他詳情請參閱學務組壁佈板，如同學有興趣報名，請於 5 月 7 日或之前聯絡廖美璍老師，先到
先得。 

 

8.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4/2014 1A 方子希 
1D 黃康琳 

中國香港 
跳繩總會 全港學界跳繩精英賽 2014 中學混合組 30 秒速度跳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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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中一級學生必須交回）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弟出席是次畢業典禮，本人亦會出席，共________位出席（不計敝子弟）。 

 知悉敝子弟出席是次畢業典禮，但本人未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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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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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日或之前交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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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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一年一度的制服日已於前日(30/4)順利完成。制服日是每年制服隊伍的一大盛事，當天活動內容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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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屯門
區總學校發展主任唐麗芳女士擔任是次制服日的主禮嘉賓，實在令制服日典禮生色不少。 
 

本學年我亦有數次機會參加了不同制服隊伍的步操檢閱、結業禮及週年頒獎日等活動，看見同學認真
地學習及付出努力，他們得著的不單是獎章或階級嘉許等外在肯定，更重要的是個人態度及意志力的
提升。以步操為例，看似是簡單的儀式，但步操者的眼神，步伐的整齊程度及手腳協調的力度等都能
顯示出步操者的認真程度。我欣賞同學在這幾方面都有良好表現，在此亦感謝各老師、校友及導師的
投入及付出，大家的努力 天父一定會報答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6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突破機構總幹事梁永泰博士蒞臨致訓授憑。當天除中六畢業生、學生大使、學生領袖及中一級學
生外，其餘各級同學均毋須回校。學校亦誠邀各位家長出席觀禮，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妥下列回條，
並於下星期一或之前由子女交回校務處，以便安排座位。 

 

此外，5 月 14 日（三）Day D 為畢業禮綵排，當日會根據「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下午為綵排時
間，其他學生活動暫停，除出席綵排學生外，其他同學請盡早回家溫習，為下學期考試作準備，敬
請家長留意。 
 

2. 派發下學期統測成績單  

今天將派發統測成績單，請參考學生手冊英文版第 50-52 頁／中文版第 41-43 頁填寫成績單上的
反思欄，家長簽署後於 5/5（一）帶回學校檢查，班主任檢查後可派回學生自行保存。 

 

3.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學校來年將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http://www.afs.hk）合作，在下學年
（2014/2015）九月開始讓一位來自德國的外籍男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將會就讀中三，現
招募一個馬可賓男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機會多接觸外國文化，
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男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1)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2)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3)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
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家長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5 月 30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或鄧俊維老師。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 

第三十三期 
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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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期校園開放安排  

學校溫習室將於佛誕及其他公眾假期暫停開放，敬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5.  職業博覽 2014 

為使同學能掌握不同職業資訊，國際扶輪 3450 地區現舉辦職業博覽 2014，供同學參加，詳情如
下： 
日期：5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 9 時 15 分／下午 1 時 30 分／下午 2 時 40 分（共 3 場） 
地點：沙田官立中學（新界沙田文禮路 11-17 號） 
內容：不同範疇專業人士 (醫護、會計、新聞、律師、酒店、航空、商業、幼兒教育、資訊科技

等) 分享相關職業入職、薪酬、晉升、前景等資訊。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以向陳家智老師索取門券。 
 

6. 校友學術榮譽消息  

現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的本校校友梁育澄(2011-12 年度畢業)獲列入院士名單，實在可喜可賀。讓
我們恭喜他的同時，也願各位馬可賓人以他們為學習榜樣，繼續努力。 
 

7.  文件及筆跡鑑定專題講座  

香港青年協會創新科學中心舉辦文件及軍跡鑑定專題講座，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5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灣仔軒尼詩道 15 號溫沙公爵社會服務大廈 1 樓禮堂 

 

其他詳情請參閱學務組壁佈板，如同學有興趣報名，請於 5 月 7 日或之前聯絡廖美璍老師，先到
先得。 

 

8. 「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中三及中四級適用）  

「成功有約」計劃，以不同類型的訓練課程、體驗機會、經驗分享及社區活動等，協助屯門區青
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擴闊眼光。此外，大會已成立「成功有約」同學會，讓
所有完成本計劃的學員在日後能共同參與青年活動，發揮潛能及團隊合作精神，並將所學回饋社
區。 

 

這項計劃對象為現就讀屯門區內的中三及中四（即 2014 年 9 月升讀中四及中五）學生，學員名
額不多於 120 人。計劃內容包括：正能量凝聚日、外展訓練營、短期商業機構體驗、挑戰實踐計
劃、「成功有約」我與青年一席話、成果分享日等。而計劃的亮點項目是挑選約 16 位表現突出的
學員，安排他們於 2015 年 4 月進行約 9 天的海外交流體驗團，增廣見聞。 

 

每間學校可提名不多於 5 位合資格的學生參加計劃。是項計劃學校可提名較少機會參加同類活
動，並有興趣參與及依時出席「成功有約」計劃各項活動的學生，而學生並不需要為現時學業表
現優秀的學生領袖。凡有興趣的同學可找林玉蓮老師查詢。 
 

9.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暑期生活體驗營（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將於 7 月份舉辦「暑期生活體驗營」，讓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有機會了解
有關「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學位課程」及「中藥學學士（榮譽）學位課程」的
資訊，同學也可透過參與一些簡單的實驗及不同活動，以體驗大學的生活。另外，大會亦安排了
一些畢業生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及就業情況。如有興趣參加者，可於 6 月 2 日或之前向周錦慧老
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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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香港浸會大學家長講座系列－「 2014 聯招申請入學須知」  

香港浸會大學將舉辦一連串家長講座，講解有關「2014 聯招申請入學須知」，歡迎學生及家
長參加，詳情如下： 

 

香港區 
日期：5 月 2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 
地點：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學校禮堂（香港北角天后廟道 51 號） 

 

九龍區 
日期：5 月 9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 
地點：浸會大學道校園－教學及行政大樓曾陳式如會堂 201 室 

 

新界區 
日期：5 月 16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9 時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學校禮堂（新界沙田石門安睦里 6 號） 

 

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4/2014 1A 方子希 
1D 黃康琳 

中國香港 
跳繩總會 全港學界跳繩精英賽 2014 中學混合組 30 秒速度跳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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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三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事項，並會出席是次畢業典禮，人數共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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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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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日或之前交往校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