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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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日有機會分別向初中及高中學生作出一些分享，教導他們一些學習技巧。看見當中絕大部份
同學都全神貫注，留心傾聽師長的勸勉，實在感到鼓舞。 
 

當中我提及只要他們有學習目標，就總會自行發掘到一些學習技巧及方法；相反，若沒有個人目
標，學習技巧只是別人的東西，未必一定會適合自己。另外，我也建議他們預備筆記簿，將日常的問
題寫下，再從學科的角度去尋求解答，就能有效累積經驗及應用高階思維，將分析、創造及評估融合
於學科與生活上，積極自學的態度一定是其中一個最好的學習技巧。 
 

本年度的學習主題為「追求卓越，尋找智慧」，加上本校的基督教教育精神及關愛文化，我們期望
學生能正面及積極地成長；一首古舊的詩歌＜百年樹人歌＞也給我這方面的提醒： 
 

尋求真理，研究不倦，進步日就月將； 
切磋琢磨，慎思明辨，君子不息自強； 
啟發智能，明道達理，更復提高信仰。 
學以致用，立身處世，畢生效主榜樣。 

 

此外，今期《家訊‧家書》附有 2014／2015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讓您們更了解及
認識新一屆的家長委員。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六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六級家長晚會於 10 月 3 日舉行，時間為 7:15pm – 9:30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15
直接到禮堂點名，家長請於 7:15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以下事項： 
 

 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及學習主題  如何運用文憑試成績預測以迎戰文憑試 
 高中學院畢業要求  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考好文憑試的支援措施 
 幫助子女處理壓力方法  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收生要求及報讀策略 
 

 

故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
有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回條上，於下星期一（29/9）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
的參與。 
 

2. 有關本校舉辦活動之安排  

凡由本校組織而經校長批准的活動，校方會另發通告通知家長。至於非由校方或未經校長批准之
活動，家長須了解清楚，才決定是否讓子女參與。對該等未經校長批准之活動，所引發之任何問
題，學校現有的保險覆蓋範圍將未能給予保障。 

 

另外，如 貴子弟在課後或假期自行參與任何活動，應先取得家長允許，而家長亦請提醒 貴子弟
注意安全，應讓其了解任何群體活動均有機會引發不可預測的情況及風險。 

 

如對本校活動安排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校張冠康協理副校長或聯課活動組主任林玉蓮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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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五日 



編號：14/15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五期 

3.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  

本校獲東華三院邀請參加其舉辦的「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學校鼓勵同學參加這比賽，表
揚社會上不同階層及不同角落的好人好事，發揚社會仁愛善良的光明面，以及提升中學生對英文故
事創作的興趣。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主題：Good People, Good Deeds 
 比賽設初中及高中兩個組別，各組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項，各得獎者將獲贈書劵及獎座。 
 故事字數限制：初中組不能超過 700 字（英文） 

高中組不能超過 1000 字（英文） 
 參賽同學須注意以下格式要求： 

- 參賽作品須打字並用電腦 A4 紙列印呈交 
- 字體顏色: 黑色 
- 字型: Arial or Times New Roman 
- 字體大小：12 
- 格式：2 倍行高並在四邊留 3cm 空間 

 
其他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www.tungwah.org.hk 或查閱校務處外壁佈板。 
 
有意參加比賽的同學，須在 11 月 17 日或之前將完成的作品交給王志傑老師。如有任何查詢，可
致電本校聯絡王志傑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4. 有關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報名事宜  
青少年之友(Young friends)是香港藝術節特別為培育年輕人對藝術的興趣，以及拓展觀眾層面而設
的外展計劃，對象為中學及大專院校學生。青少年之友會員有機會欣賞兩場藝術節
(27.2.2015-29.3.2015)的節目或綵排，並透過各式各樣的工作坊、講座、後台參觀等活動，提高其
藝術欣賞的能力。 
   
如同學有興趣成為青少年之友個人會員，可自行到 http://www.yfs.artsfestival.org/yfs/main/aboutus/tc 填寫
報名表，登記成為個人會員 
並繳交中學生年費$80。 
有關香港藝術節 2015 節目的介紹，請瀏覽此網址﹕http://www.hk.artsfestival.org/tc/index.html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5. 有關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第 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現正接受報名。有興趣報名參加的同學，可由即日起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
索取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
及費用，並於 10 月 7 日(星期二)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如
以支票付款，抬頭請『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
班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6.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開放日 2014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將於本月二十七日舉辦開放日，屆時醫學院轄下的十五個專科學院，如精神科、
牙科、內科及外科等，將輪流分享就業前景及專科發展趨勢，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醫學專科學院賽馬會大樓（香港仔黃竹坑道 99 號） 
 

歡迎有意投身醫學科的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參觀，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參閱
http://www.hkamonline.hk/openday 及作網上報名。 

 

 

http://www.tungwah.org.hk/
http://www.yfs.artsfestival.org/yfs/main/aboutus/tc
http://www.hk.artsfestival.org/tc/index.html
http://www.hksmsa.org.hk/
http://www.hkamonline.hk/ope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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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大學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新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
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名稱 日期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7/9/2014（六） 香港教育學院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25/10/2014（六）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4/10/2014（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11/10/2014（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1/11/2014（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18/10/2014（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8/11/2014（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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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 29/9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陳小姐 

中六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並會出席是次家長晚會，同時已填妥下列表格一併交回。

（家長出席人數為____位） 



已明白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但因要事未能出席，因此會透過其他途徑聯絡班主任，瞭解子女在校情況。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六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四年九月______日 
 
 
 

晚會前問卷 

 

請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寫下，以便在家長晚會或稍後回應。 

 
 

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 家長/學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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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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 
 

感謝家長們對家校事務的支持，今年報名願意奉獻個人寶貴的時間成為家校委員的家長共有十二人，
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十二位家長的資料及他們對成為委員後的期望。
他們願意為了幫助學校更好地實踐教育使命，獻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實在使人感動。故此，我在此
向該十二位家長致以衷心感謝，願神祝福並賜他們平安，也感謝其他所有家長的關心和支持！（排名
不分先後） 

 
 
家長委員姓名：吳錦蘭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區凱程(F.1B) 
                    區旨博(F.6A)  
期望：能與學校建立家校合作的精神。 
為學校出一分力，讓我的兒女都能有所
得著。 

 
家長委員姓名：劉德生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劉允禧(F.3B)  
期望：成為家長及學校間的橋樑，表 
達家長對學校的關心。 

 
家長委員姓名：張德芝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梁雋禮(F.1B)  
期望：藉著參加家校會的工作和活動，
對學校會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跟兒子
有更多溝通的話題，藉此陪伴他適應中
學生活的各種改變。此外，感激學校設
立家校會，讓家長與校方能坦誠的溝通，一起為「教養
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的目標共同努力。 

 
家長委員姓名：何鳳英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余卓然(F.4C)  
期望： 藉著參與家校協作會，了解
子女在校各方面的成長過程，及為家
校之間建立一道橋樑，盡自己的能力
為校付出一點綿力。 

 
家長委員姓名：陳萌麗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葉瑞奇(F.2A)  
期望：可以成為學校、老師及家長溝通
的一道橋樑。凝聚家長義工，推動家校
合作盡一點力。為孩子們建立一個愉快
健康的校園生活，在當中培養出「德、
智、體、羣、美」的美好品格，榮神益人！ 

 
家長委員姓名：黎艷芳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王梓皓(F.6Ａ)  
期望：藉著參與家長義工服務，為
學校和學生出一分力。透過彼此溝
通和接觸，教育子女並關心他們的校
園生活，希望建立一道「家與校」溝
通的橋樑! 

  
家長委員姓名：龔蘭英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嘉儀(F.2B)  
期望：本人在馬可賓中學擔任義工大概
一年了，今次有幸參加這一次的選舉，
希望自己的能力可以擔任這個重要的角
色，搭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透過
有效的溝通加深學校之間良好的關係，
為學校為學生出一分力。 

 
家長委員姓名：吳燕玲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溫梓儒(F.6A) 
期望：學校如同學生的第二個家，在此學
習與成長，身為家長的我都希望與子女一
同投入在這「第二個家」，多了解學校，
與各家長多作交流，能真正的做到「家庭
與學校」一起互相協助，一同合作去教育子女。 

 
家長委員姓名：李楚楚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胡俊賢(F.2B)  
期望：感謝神的恩典，兒子能夠入讀馬
可賓中學。加入家校會，期望可以了解
孩子的成長環境和了解學校，將家長的
心聲帶到學校，和學校有更好的溝通合
作。亦希望盡自己的十分誠意，透過參
與服務，分享別人的寶貴經驗，來增值自己。 

 
家長委員姓名：黃婉霞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梁善淇(F.6B)  
期望：能用我微少的力量，幫助學校及
老師分擔工作，更能專心教育我們的子
女成才，日後能回饋社會。 

  
家長委員姓名：田紅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劉嘉宜(F.2B)， 
                    劉嘉敏(F.3B) 
期望：本人好開心兩個女兒有幸入讀馬
可賓紀念中學，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大
女已經中三，細女中二，最開心是我也
成為馬可賓的一份子。參加了學校義工
團隊認識到學校其他家長，也參加了學校小組活動，
中間學到最寶貴的是同家長們一起分享，無所不談，
希望盡自己的能力，為學校出一分力。 

 
家長委員姓名：關艷棠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鄺韻彤(F.6E)  
期望： 與其他委員及家長，同心協力
處理家校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