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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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家校會家長委員及義工上星期製作精美小吃及舉行義賣，為「中六加油站」籌款，同學除了可
以享受到平日少見的特色美食外，亦可與不同家長接觸，並了解到原來中六級師兄師姐如何辛勤預備文
憑試，學校亦為他們在每天溫習時預備茶點加油，也有不同活動替他們打氣，所有人就像大家庭成員般
互相支持及鼓勵。 

 

很高興各同學亦慢慢從初中掌握到時間分配及規劃。簡單來說，中一是適應及投入；中二是建立習
慣及自律；中三是選科及訂立更高目標；中四是自我挑戰及鞏固；中五是領導及進深；而中六當然是衝
刺及自我完善。所以實現夢想不只是中六級的事情，而是需要不斷努力及計劃。 

 

當然各老師、家長、伙伴及協作教會的同行及鼓勵也是很重要的，人的成長不單是應付考試，也有
品格、志向及人際關係的功課，希望大家繼續互相勉勵，享受溫暖的校園生活及成長歷程。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下學期統測成績單  

明天將派發統測成績單，請參考英文版學生手冊第 54-55 頁／中文版第 44-45 頁填寫成績單上的
反思欄，家長簽署後於 30/4（一）帶回學校檢查，班主任檢查後將派回學生自行保存。 

 

2. 服務學習週–慈善義賣活動  籌款結果報告  

本年度慈善義賣活動已於 3 月 8 日至 3 月 10 日順利完成，在中五級各班同學及學生組織(包括：
馬可賓義工隊和 Y-Fri 學生團契)的積極籌備及參與下，是次義賣活動共籌得善款數字合共港幣
$24,684.8。 

 中五級 
總籌款數字 學生團契 馬可賓 

義工隊 
其他捐贈物件 

義賣籌款 

總收入 HK$ 35,962.5 HK$ 4159 1627 HK$ 1,201.7 

總成本 HK$ 18,265.4 0# 1,091.7^ 不適用 

捐款數字 HK$ 17,697.1 HK$ 4159 1627 HK$ 1,201.7 

捐贈對象 無國界醫生 世界宣明會 本校拓展服務學習事宜 
# Y-Fri 學生團契捐出所有收入    ^活動由教協「V-ARE-ONE 義人行」學界義工計劃 2017/18 資助 

 
在義賣的過程中，學生不但學習統籌活動技巧、制訂售價策略、分工和宣傳技巧等，而且能效法主
耶穌基督的僕人領袖精神，主動關心和服事社會上需要的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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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願各位學生能效法主耶穌基督般愛人如己，常存憐憫別人的心。 
詳細財務報告已張貼於本校一樓校務處門外服務學習的壁報板上。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期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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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taCamp 國際文化及英文訓練營  
渡一有限公司及國際經濟學商學學生會-香港理工大學分會 (AIESEC in PolyU) 正合辦 BetaCamp 
國際文化及英文訓練營。該訓練營透過體驗式學習以發掘學生的興趣， 同時希望同學可以認識不同
國家獨有文化，增加全球視野，最重要是學會如何和外國人溝通、做朋友，最後達致以「用英文來
學英文」的目標。 
該訓練營將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生（包括俄羅斯、阿根廷、卡薩哈斯坦等等）、香港理工大學畢業
生以及現屆大學生帶領聯校中學生，在全英語環境探索不同文化及發展個人潛能。是次訓練營的詳
細資料如下： 

 

日期：第二期：六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日營）及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兩日一夜宿營） 或 
第三期：六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六日營）及（星期日至一 兩日一夜宿營） 

地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第二期) 或 獅子會-青年會將軍澳青年營(第三期) 
費用：$980 （五月十八日前報名） 對象：中三及中四級同學 

 

委員會將於收到學生報名表後安排面試，通過面試的學生將於稍後獲通知確認程序及繳費安排。
同學如有興趣參與可於五月十日前聯絡陳慧君老師或王志傑老師。 
 

4. 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8 

教育局將於 5 月 4 至 5 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辦「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8」，以提供不同出
路的資訊，幫助同學在規劃升學途徑及就業出路作好準備。 
 
是次展覽免費入場，有興趣的家長及同學可自行網上查閱詳情： 
https://www.cspe.edu.hk/tc/Resources-CareerGuidance-MultiplePathwaysExpo.html 

 

5. 香港大學教育系課程開放日（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香港大學教育系將於 5 月舉辦課程開放日，屆時將有課程講座、校園遊覽、學生分享等，讓中學
生對該學系課程及大學生活有更多的了解，詳情如下： 
 
日期：5 月 16 日(三)     時間：下午 2 時 45 分至 5 時 45 分 
地點：香港大學校園     報名及詳情：http://web.edu.hku.hk/openhouse 
費用：全免 
 
如有查詢，可聯絡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6. 香港理工大學暑期活動（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為了讓高中學生體驗大學校園生活及進一步了解不同學系，香港理工大學將於今年七月
舉辦一系列暑假活動，包括課程講座、實驗室參觀、體驗活動及大學生分享環節等；而
參與同學可於完成活動後獲發「出席證書」。如有意了解活動詳情及報名的同學，請自行
到以下網址查閱及填寫網上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4 月 27 日，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如
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查詢。 

 

詳情及報名：http://www.polyu.edu.hk/ous/ssrs/sp2018 

 

7. 「好書覓知音」活動報告  

圖書館為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及支持環保，19-20/4 在新玻璃房舉行「好書覓知音」圖書義
賣活動已完滿結束，此次一共收到 40 本書, 而兩天共售出 348 本書，共籌得$2,015，收入全數撥
捐本校學生慈惠基金。 

 

多謝各位老師及同學的踴躍參與，希望同學獲得好書，好好享受閱讀！ 
 

  

https://www.cspe.edu.hk/tc/Resources-CareerGuidance-MultiplePathwaysExp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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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五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掙扎求存 ”貧窮體驗活動） 
 

日  期：5 月 5 日(星期六) 時  間：1:45 p.m.-5:00 p.m.  
集合時間：1:30 p.m. 集合地點：香港十字路會閘口 
人  數：20 人 負責老師：黎倩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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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學校已津貼$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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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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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後需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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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如有查詢可聯絡黎倩彤老師 
＊ 校務處將發出取錄通知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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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9.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獎項 

21/4/2018 
5A 卓彥 
5A 黃文彥 
5B 楊禮滔 

香港科技園、香港科技大學和
大疆創新 

RoboMaster Winter Camp 2018 

機械人挑戰賽 
冠軍 

 
 

每周鼓勵金句 

"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詩篇 56:11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

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學校晨更祈禱會於逢星期五早上 7:30-8:00 於 G11 室舉行，歡迎同學及家長抽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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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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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____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編號：17/18 年度四月份（家訊）第三十期 

2/5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