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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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上星期聯課活動組已向中一同學介紹各制服團隊，很高興看見各同學都享受當中過程，希望各人
都從參與制服團隊過程中學會不同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及裝備自己服務社會。 
 

十月初我們將舉辦福音週，屆時將會有各伙伴及協作教會、本校老師及基督徒團契成員一同為各
同學預備不同節目，希望將福音訊息介紹給各人。我們將於九月十九日舉行一次基督徒立志大會，一
同祈求天父帶領。讓我們先醒察內心，預備生命見證。 
 

  此外，教學研究是提升教學質素的重要一環，馬可賓在眾多老師的辛勞及協調下，本學年將分別
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及教育局進行各項教育研究及教師專業發展計劃，謹此感謝各老師們樂意付出更
多努力讓學生得益。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第十二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委員  

現正招募第十二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請家長踴躍參與，填妥後頁的提名表格並於 19/9

（五）下午五時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袁子鉅先生。 
 

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今天派發十月份飯單，同學須於九月十九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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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詳  情： 讚美操 A 班 讚美操 B 班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導師：陳萌麗女士(本校家長) 
 星期三 上午 8:45-9:45 星期四 上午 8:45-9:45 
 24/9、8/10、22/10、29/10、12/11、

19/11、26/11、10/12、17/12、
7/1、14/1、21/1 

18/9、9/10、16/10、23/10、
30/10、6/11、20/11、27/11、
4/12、18/12、8/1、15/1、22/1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家長可同時參加 A 班和 B 班，或選擇其中一班，填妥回條並於 18/9(四)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  

第三期 
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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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溫習室開放時間及地點  

為鼓勵同學善用時間溫習，學校 101 室將開放給同學溫習之用，開放時間如下： 
 上課日 3:35-9:00pm（中一至中三若希望下午六時後仍在溫習室溫習，須先將家長信交班主任申請） 
 星期六，學校假期（非公眾假期）9:00am-5:00pm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另外，為鼓勵中六同學備戰文憑試，110 室將於上課日 5:45-9:00pm（中六課後補課，測驗後）開
放。鼓勵同學善用溫習室，以提升學習效益。 

 

5. 香港語常會英語活動（Alice in Wonderland: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中一級適用） 

本校獲香港政府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邀請參加其舉辦的英語活動（Alice in 
Wonderland: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學校現邀請中一學生及家長一同報名參加此課程，讓同
學不單能在課堂外活用英語，更透過與其他本港優秀同學的交流。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4 年 10 月 12 日(日) 9:00am 開始 
每節 55 分鐘 

ArtisTree, 1/F Cornwall House, Takikoo Place, 
Island East 

 
教授老師：語常會安排的資深英語老師 
教授語言：英語 
注意事項：此活動乃語常會舉辦之課外英語活動，學校老師將不會與同學一同參加活動，學生及家

長須自行到上課地點及回家。 
 
本次課程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及家長，須在 9 月 12 日早上 10 時至 9 月 25 日下午 5 時期間
瀏覽語常會網站（www.language-education.com）自行報名參加。 
 

6.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純正基督教福音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恩友堂的
青少年工作設有每季主題，由傳道同工訂定。主題會配合教會的牧養方向，分別：敬拜時代化、相
交生活化、培育多元化等。聚會的內容，既有靜態的討論，也有動態的活動。期望每位參與的青少
年都被建立和栽培，成為活出基督樣式的新一代，然後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著信靠與順服的上帝子
民，共同在這千變萬化的世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
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
章 11-12 節） 

 

使命宣言 
全人發展（Holistic Transformation） 
「建立基督的門徒，熱切傳揚福音，栽培信徒在教會成為事奉神的領袖。」 

 

使命計劃 
著重青少年得到聖經知識的傳遞、心靈的更新、技巧的掌握及行動的實踐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青少年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成人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周日上午 11:00-12:00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青少年團契(地點:馬可賓中學) 

初團(中一至中三學生) 周日上午 12:00-1:00 

高團(中四至大專生) 周日上午 12: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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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學聯招講座 2014（中六級適用）  

日期：2014 年 10 月 19 日（星期日） 
時間：（第一場）10:30-13:00  （第二場）14:45-17:15  （第三場）19:00-21:30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 224 號） 
對象：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家長及教師 
票價：每場$30/位 
活動內容： 
 

第一場： 
內容 講者 

2014 年大學聯招選科策略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 列豪章先生 
入學面試技巧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 吳寶城先生 
各院系代表即場問答  香港大學  法律學院   院校代表 

 香港公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院校代表 
 香港理工大學 設計學院   院校代表 
 嶺南大學   文學院    院校代表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   院校代表 

中國語文科之學習技巧及應試策略  資深教育工作者 周勤才 
 

第二場： 
內容 講者 

2014 年大學聯招選科策略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  列豪章先生 
入學面試技巧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 吳寶城先生 
各院系代表即場問答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 院校代表 

 香港科技大學      院校代表 
 香港城市大學  科學及工程學院 院校代表 
 香港教育學院  人文學院  院校代表 

通識教育科之學習技巧及應試策略  資深教育工作者 盧世威老師 
 

第三場： 
內容 講者 

內地及台灣之升學注意事項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社工 鍾家恩姑娘 
各院系代表即場問答  珠海書院 理工學院 院校代表 

 恒生管理學院   院校代表 
 東華學院    院校代表 
 職業訓練局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科技學院 院校代表 

英國語文科之學習技巧及應試策略  資深教育工作者 Kenneth Lau 
數學科之學習技巧及應試策略  資深教育工作者 Wilson Liu 
 

註：1) 以上參與院校或有更改，有關最新資訊會於學友社網頁（www.hyc.org.hk）內更新， 
敬請密切留意！ 

2) 家長或同學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妥回條於 12/9 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8. 英國高等教育展覽 2014 

是次展覽由英國文化協會及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合辦，目的為有意到英國升學的學生，提供最新升學
資訊，包括課程簡介、入學要求及升學輔導等。屆時將有多達三十五間英國著名大學到場展出，詳
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三）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至十一時 
地點：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屯門青盈路 38 號） 
歡迎家長及同學到場參觀，如有興趣，請致電本校校務處（24077440），聯絡蕭小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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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術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3/8/2014 4A歐陽啟迪 香港傑出學生會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4 初中組 新界區 

優秀學生 

17/7/2014 4A歐陽啟迪 屯門青年協會 2014 年度屯門區 
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 傑出學生 

12/7/2014 3C 譚諾心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學生中文故事創作比賽 初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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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014 4A歐陽啟迪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 
分齡賽 2014 

男子少年組短器械 冠軍 
男子少年組長器械 優異獎 

2/8/2014 6D 戴浩鈿 蔡李佛功夫國際聯會 蔡李佛同門獅藝 
功夫群英會 

男子青年組長器械 冠軍 
男子青年組短器械 冠軍 

17/8/2014 2B 洪健堯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 籃球爭霸戰 － 季軍 

神射手 

9/8/2014 3B 趙汝愷 東華三院賽馬會天水圍
綜合服務中心 

第一屆「青出於籃」 
籃球聯賽 － 冠軍 

23/8/2014 3B 趙汝愷 軒銘體育會 第九季車仔盃籃球聯賽 第三組 季軍 
17/8/2014 3B 趙汝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籃球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組 殿軍 
24/8/2014 3B 劉允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沙田區壁球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MD 組 亞軍 

17/8/2014 3B 劉允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北區壁球比賽 2014 男子青少年 
12-14 歲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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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讚美操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  讚美操 A班  讚美操 B班 （可兩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九月__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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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大學聯招講座 2014（中六級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並同意敝子弟參與上述活動，當囑咐敝子弟要謹慎及聽從老師之指示。  

訂購門票內容：  

場次及時間  門票  金額  

第一場  10:30am-1:00pm $30 x 張   

第二場  2:45pm-5:15pm $30 x 張   

第三場  7:00pm-9:30pm $30 x 張   

總數  $30 x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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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九月________日  家長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編號：14/15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三號 

18/9(四)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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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