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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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聖節近年被包裝成一個歡樂的節日，可是追溯萬聖節的來源，其實內裏卻沒有歡樂，只有詛咒、
恐懼和災難。大約 2500 年前，愛爾蘭的凱爾特人（Celts）以 10 月 31 日為一年的最後一日，傳說在
當天晚上，死亡之神和鬼魂會一起重返人間，尋找替身。人們因為害怕，便對死亡之神獻祭，期望能
避過災難。中國也在農曆七月有傳統的鬼節，或稱為「盂蘭節」。為避免因「鬼門關大開」受到鬼魂騷
擾，中國人同樣有些祭祀儀式確保家宅平安。 

 

 在萬聖節人們總以為只是扮小鬼要糖果，以為無傷大雅，但事實上，萬聖節是巫術教派兩個最崇
高的聖日之一，我們參與慶祝，就是跟巫師祭司敬拜邪靈、敬拜死亡之神的事有份！故此，我們呼籲
家長們盡量不要與子女共同參與任何形式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香港神託會全港賣旗日捐款活動  

香港神託會於一九六二年成立，是本港一間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提供優質而
非牟利的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由於本會服務日益擴展，亟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
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是次籌款對本會十分重要。詳情請參閱附頁之捐款回條。敬希各位家長
鼎力支持。 

 

2.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 20/10（一）及 21/10（二）邀請商務印書館職員到本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回條、
支票或銀行入數紙，而訂購表格將於今天派發給各中四至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上述兩天內
交回相關資料，敬請留意。 
 

註： 請同學於支票／銀行入數紙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恒生銀行：374 138881 001,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支票抬頭請寫：「商

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9 月 16 日因颱風影響而停課，凡於該日訂飯的同學請於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4 日放學後帶同學生
證及 1 元硬幣到小食部退回當日訂飯的飯錢。 

 

4. 《明報》JUPAS 多元升學教育展 2015 

為助同學掌握全面及實用的選科資訊，《明報》舉辦「JUPAS 多元升學教育展 2015」，提供本地及海
外院校即場諮詢服務，亦邀請到升學專家即場講解選科須知、技巧及策略，協助考生報讀心儀學系。
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3 樓演講廳 2 
時間：下午 12:00 至 5:00 對象：應屆中六學生及其老師、家長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請於 10 月 21 日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 

第八期 
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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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掙扎求存"貧窮體驗活動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日  期：11 月 1 日(星期六) 時  間：10:00 a.m.-1:00 p.m.  
集合時間：9:45 a.m. 集合地點：屯門黃金海岸麥當勞 
人  數：16 人 負責老師：王志傑老師 
活動及解散地點：香港十字路會 Hong Kong Crossroads (屯門黃金海岸對面) 
費  用：費用全免(學校全數津貼活動費用) 
交  通：自行前往，同學請自行支付交通費用 
對  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如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申

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活動內容：透過真實體驗活動，經歷第三世界國家的貧民生活，如何在掙扎求存的環境中維持生計

及照顧家人需要，從而反思自己的生活及明白第三世界國家貧民的困境。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PE 衫(如天氣轉冷可穿學校 PE 風褸或校褸)及黑或藍色長褲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在當天下午 2 時前需要參加
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10 月 22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如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
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 校務處將在 10 月 24 日或以前將入選名單上載至英文科網誌 (MKP England!) (http://www.mkpengland.blogspot.com) 
及發出取錄通知書，敬請已報名的學生查閱。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下於當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
個上課天 2014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王志傑老師。 

 

6. 在職家長座談會 10 月份聚會  
主題：如何了解青少年的內心世界 
日期：2014 年 10 月 25 日（六） 
時間：下午 4:30-6:00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及恩友堂主任牧師） 
內容：專題講座、即場提問、分組交流、茶點招待。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對象：本校家長（在職或全職家長均可）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0 月 22 日交回校務處張小姐收 
查詢：請致電聯絡本校校牧郭英琪姑娘（電話：2407 7440；手提電話：6446 1925） 
 

7.  暨南大學校長推薦保送生計劃  

暨南大學校長推薦保送生計劃將於12月8至19日接受申請。若同學想了解詳情，可瀏覽本校網站的
「中六文憑試升學資訊欄」，並下載相關申請表。同學如有興趣申請，可與鄭卓傑老師聯絡。 

 

8. 香港測量師學會獎學金  

「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暨李樹城紀念教育基金獎學金」由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及李樹
城紀念教育基金聯合支持，獎學金對象為升中六學生，以鼓勵更多同學選讀測量課程，投身測量師
行業。若想了解詳情，可瀏覽 http://www.hkis.org.hk/bsd/en/newsroom_event_details.php?id=3249。
如有意申請，請於 10 月 31 日前填妥申請表，並交回香港測量師學會辦事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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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18/10/2014（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樹仁大學開放日 1/11/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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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8/11/2014（六） 

 

各同學請踴躍參加。 

http://www.mkpengland.blogspot.com/
http://www.hkis.org.hk/bsd/en/newsroom_event_details.php?id=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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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多倫多大學香港獎學金講座  

多倫多大學（香港）基金現邀請擁有優異成績及需要經濟資助的香港學生申請本年度的香港獎學金。有興趣
的學生及家長可參加香港獎學金講座（以下其中一個），藉此了解多倫多大學的各學科及課程，以及獎學金
的申請資格及程序。詳情如下： 
 

日期：201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7 點 
地點：金鐘會議中心－金鐘夏慤道 18 號海富中心 1 座 18 樓 1804A 室（金鐘港鐵站 A 出口） 

或 
日期：2014 年 11 月 29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30 
地點：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大樓 1 樓 香港九龍達之路 78 號（九龍塘港鐵站 C1 出口） 
 

諮詢講座將以英語及粵語進行。免費入場。座位有限，請先網上報名。 
（網頁：http://www.utoronto.com.hk/scholarships/reg-info2014.htm） 
 

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2/10/2014 3B 劉允禧 澳門壁球總會 
Tecnifibre 

澳門壁球盃賽 2014 
男子 18 歲以下組 冠軍 

2/10/2014 
6A 劉健朗、6A 溫梓儒 
6A 王梓皓、5B 蔡文健 
5C 麥鈞然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亞軍 

28/9/2014 
6A 陳韋彤、6D 呂凱喬 
5B 陳浩欣、5E 梁卓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季軍 

12/10/2014 6A 樊高奇 公民體育會 
第十六屆公民青少年 
田徑錦標賽 2014 

男子甲組跳高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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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掙扎求存"貧窮體驗活動（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弟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此外， 

 敝子弟是英文學會會員（如適用）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 

 

回  條 

在職家長座談會 10 月份聚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將會參加在職家長座談會 10 月份聚會。（共_____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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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月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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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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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http://www.utoronto.com.hk/scholarships/reg-info2014.htm




     二零一五年三月 十  四 日香港神託會全港賣旗日 

     捐款回條 

 

請將支票／入數紙／捐款紀錄連同此表格交至馬可賓紀念中學校務處袁先生代轉。 

本人願意捐款 $________________ ，支持 貴會的賣旗活動。（請勿付上現金） 

捐款方法（如有支票或存款收據，請連同本回條一併寄回）： 

 劃線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抬頭請寫「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或 “Stewards Ltd.”） 

 直接存款（請存至匯豐銀行「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戶口，號碼為 172-205353-012） 

 透過信用卡捐款  （由信用卡捐款人填寫）：  
 

持卡人姓名 ：  

  VISA    萬事達卡 MASTER 信用卡號碼：  

發卡銀行 ：  有效日期至：  

持卡人簽署 ：  （簽署必須與上述信用咭戶簽名式樣相同） 

聯絡資料（凡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慈善捐款收據作扣稅之用）： 
 

捐款人姓名/機構名稱 ：  

捐款人與本校學生關係 ：  

學生姓名 ：  

學生班別 ：                              (           )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日間） ：  

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將保密處理及用作寄發收據和與捐款者通訊之用，若 閣下不願意收到

香港神託會任何資料，請致電 2790 3891 或在此方格 □ 上加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