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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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五四升旗禮，其中負責升旗的其中一位制服隊伍成
員是本校黃同學，他以民安隊隊員身份獲選為國旗持旗手。 

 

黃同學令我欣賞的不單是他能夠在眾多的制服隊伍持旗手中脫穎而出，而更是去年我與他交談時，
他已定下目標，說來年會加倍努力練習，以成為翌年的五四升旗禮持旗手為目標。他的志氣及決心令我
印象深刻，因為能訂立明確目標，而更能夠向別人表明出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個青年人的志向是需
要訂得高而具體，加上自我約束的紀律及有適當的外在推動力才能完成。所以黃同學今次能達成目標，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人說真正的成功不是外在榮耀或獎項的肯定，而是不斷自我挑戰的過程，因為真正的比較是與自
己的過去及自己的能力比較。沒有人比你自己更認識你自己，能面對自己的長處及短處才能享受學習及
成長帶來的喜悅，希望各同學也從這個例子中勉勵自己，為達成夢想而奮鬥！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  

下學期考試臨近，今天將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內容包括考試時間表、考試範圍、各級升班要求及
暑期補底班安排。家長請細閱有關文件，並督促子女努力溫習，爭取佳績。 
 

2. 第七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8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七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教與學）暨教務長黃岳順教授蒞臨致訓授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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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填妥今期《家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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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三）Da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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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友傑出成績  

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13-14 

黎凱晴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學士 
（翻譯及傳譯）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梁智翹 科學及工程學院理學士（化學） 

劉綺雯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二期 
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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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全新提名計劃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已制定全新的學生提名計劃，並將於 2018/19 學年開始實施。全新提名計劃最重
要的新安排是有意成為資優學苑學員的資優生必須報讀資優教育學苑網上學習課程，並以合格成績
完成該課程，始可提交提名，申請成為資優學員。資優教育學苑亦將於 5 月 12 日舉行簡介會，同
學若希望以自身提名方法報讀課程，可瀏覽以下網頁： www.hkage.org.hk 或參考學務組壁佈板聯絡
廖美璍老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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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前聯絡陳慧君老師或王志傑老師。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5/2018 4C 黃千倖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 
錦標賽 

女子 15 歲或以上組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亞軍 

 
 

每周鼓勵金句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

甚麼好處都不缺" 詩篇 3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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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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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五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17/18 年度五月份(家訊) 第三十二期 

14/5 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莫小姐 

 



編號：17/18年度五月份（家訊）第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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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五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五四升旗禮，其中負責升旗的其中一位制服隊伍成
員是本校黃同學，他以民安隊隊員身份獲選為國旗持旗手。 

 

黃同學令我欣賞的不單是他能夠在眾多的制服隊伍持旗手中脫穎而出，而更是去年我與他交談時，
他已定下目標，說來年會加倍努力練習，以成為翌年的五四升旗禮持旗手為目標。他的志氣及決心令我
印象深刻，因為能訂立明確目標，而更能夠向別人表明出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個青年人的志向是需
要訂得高而具體，加上自我約束的紀律及有適當的外在推動力才能完成。所以黃同學今次能達成目標，
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人說真正的成功不是外在榮耀或獎項的肯定，而是不斷自我挑戰的過程，因為真正的比較是與自
己的過去及自己的能力比較。沒有人比你自己更認識你自己，能面對自己的長處及短處才能享受學習及
成長帶來的喜悅，希望各同學也從這個例子中勉勵自己，為達成夢想而奮鬥！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  

下學期考試臨近，今天將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內容包括考試時間表、考試範圍、各級升班要求及
暑期補底班安排。家長請細閱有關文件，並督促子女努力溫習，爭取佳績。 
 

2. 第七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8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七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教與學）暨教務長黃岳順教授蒞臨致訓授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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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今期《家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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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日（三）Da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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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校友傑出成績  

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13-14 

黎凱晴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文學士 
（翻譯及傳譯）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梁智翹 科學及工程學院理學士（化學） 

劉綺雯 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第三十三期 
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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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全新提名計劃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已制定全新的學生提名計劃，並將於 2018/19 學年開始實施。全新提名計劃最重
要的新安排是有意成為資優學苑學員的資優生必須報讀資優教育學苑網上學習課程，並以合格成績
完成該課程，始可提交提名，申請成為資優學員。資優教育學苑亦將於 5 月 12 日舉行簡介會，同
學若希望以自身提名方法報讀課程，可瀏覽以下網頁： www.hkage.org.hk 或參考學務組壁佈板聯絡
廖美璍老師。 

 
5. 2018 年「青少年暑期課程」（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為了提升學生面對挑戰的能力，擴展學術興趣，體會大學生活的趣味，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
理學院於本年暑假為中四、中五學生舉辦的「青少年暑期課程」，活動包括工作坊、與商界人士會面、
企業參觀，以及匯報學習成果，內容如下： 
 

 主題 教學語言 日期  主題 教學語言 日期 
1.  

從創意到創業 
英語 2018年 8月 13-17日 5.  理財有道 粵語 2018年 8月 13-17日 

2.  粵語 2018 年 8 月 20-24 日 6.  
創意‧機械人 

英語 2018年 8月 13-17日 
3.  

未來的會計師 
英語 2018年 8月 13-17日 7.  粵語 2018年 8月 20-24日 

4.  粵語 2018年 8月 20-24日 8.  搵食…搵到食 粵語 2018年 8月 20-24日 
課程網址：www.ouhk.edu.hk/bajsp 
 

每個課程均設有三個由校長推薦的豁免費用名額。請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請於 5 月 15 日（二）向
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如有問題，可聯絡關家欣老師或陳豪軒老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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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前聯絡陳慧君老師或王志傑老師。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5/2018 4C 黃千倖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 

錦標賽 

女子 15 歲或以上組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亞軍 

 
 

每周鼓勵金句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祂，因敬畏祂的一無所缺。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但尋求耶和華的

甚麼好處都不缺" 詩篇 3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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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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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21 屆《明報》校園記者計劃——校記專題報道比賽（中四至中五級同學適用）  

《明報》校園記者計劃讓學生（校記與非校記）透過協作，就熱門議題組隊採訪報道。今年的比賽
主題為「STEM 新趨勢」，探討香港推行 STEAM 教育的現況及成效。 
 

比賽詳情： 
主題 「STEM 新趨勢」 

隊際形式 2-5 人一組（每位校記只可參加一組中每組必須有一名現屆校記，餘者可
以是傳媒 Teen 使、非校記高中學生（中四至中六），每隊也可邀請老師擔
任顧問 

報道字限 不多於 2,500 字，包括標點符號及圖片說明（多於 2,500 字者，後文不計） 

交稿形式 報道須起標題，並有親身訪問，不用排版中請以 doc 或 txt 檔交稿，照片請
以 jpg 形式提交 

參加方法 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前填妥附件的報名表格將組員名單及聯絡資料電郵至
明報校園記者電郵地址： s_reporter@mingpao.com 

獎品 冠軍: 獎盃及 2,200 港元書劵，另每名隊員(包括顧問老師）均獲獎狀，及免
費參加《明報》記者校園記者計劃外地交流學習團； 
亞軍：獎盃及 1,200 港元書劵，另每名每名隊員(包括顧問老師）均獲獎狀； 
季軍：獎盃及 1,000 港元書劵，另每名每名隊員(包括顧問老師）均獲獎狀； 

呈交限期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把參賽作品連同聯絡資料電郵至
s_reporter@mingpao.com 

 

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如有疑問，可到 1/F 通識壁報或向凌旨老師查詢活動詳情。 
 

9. 暑期義工大學堂——學生健康大使訓練及服務計劃 2018（中四至中五級同學適用）  

東華三院馮敬堯醫院及麥理浩復康院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0 日（共四星期），以「探索生
命、健康生活」為主題，舉行「生命部落格」(Life Blog) 讓學生透過參與義賣工作及分組活動，學
習人際溝通及處事技巧，並協助推廣社區健康教育。 
 
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8 日(星期五），活動詳細資料（簡介及主題）可到
1/F 通識壁報或向凌旨老師查詢活動詳情。 

 

10. 第十一屆香港模擬立法會（中四至中五級同學適用）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將於 2018 年 6 月至 8 月舉辦「第十一屆香港模擬立法會」，讓一眾學生了
解到香港立法機關運作，並親身體驗立法會以外的正作，加深參加者對香港社會、經濟、民生等各
方面時事議題的認識，同時就社會政策及時事議題作出討論及建議，培養新一代政治人才。 
 
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可到 1/F 通識壁報或向凌旨老
師查詢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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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七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中二至中五級參加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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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五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17/18 年度五月份(家訊) 第三十二期 

14/5 交回班主任轉交 

校務處莫小姐 

 

mailto:s_reporter@mingpao.com
mailto:s_reporter@mingp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