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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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三、中五、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星期我參與了一個關於樹木保育的講座，席間有人發問颱風山竹吹襲香港的經
歷，令市區不少樹木倒塌，我們是否要選擇一些更適宜香港市區種植的樹木品種呢？
講者的回應是保持土壤的養分及健康，加上適當的空間比選擇樹木品種更重要，因為
泥土才是樹木健康成長及屹立不倒的基本因素。  

 

不錯，泥土是植物生長的根基所在，在都市化的環境，泥土往往給人一種很污穢
的感覺，但我們不要忘記泥土才是植物的生命及養分的起始點，正常泥土所充滿的如
各種礦物、有機物質及小生物，並不是想像中的污穢。讓我將泥土的五種基本元素比
喻作學習的根基，令我們明白學習一定要固本培元。  

 

第一，礦物。岩石本身就是礦物，但要經過長年的風化才能將岩石化作微小的礦
物，成為可以被植物吸收的養份。正如閱讀就是一切學習的根基，只有不斷閱讀中、
英文優秀的著作及報章才能吸收更豐富、更廣泛的知識，成為學習的養份。  

 

第二，腐殖質。屬泥土中的有機物質，本身不能直接被植物吸收，但能透過養分
循環如氮循環，轉化成能被植物吸收的養分，正如我們要將生活及自己的學習過程不
斷反思，才能融會貫通。  

 

第三，小生物及微生物。蚯蚓就是泥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小生物，當然還包括各類
型的微生物如硝化細菌及固氮細菌，他們分解及轉化泥土中的養份之餘，也令泥土更
鬆軟。這代表了學習也需要不斷接觸人群及社會上不同人士，以擴闊自己眼界，才能
令學習更充實。  

 

第四，空氣。泥土顆粒之間的空間仍然有空氣，植物根部能在這些間隙中生長及
得著氧氣。學習是需要空間、充足睡眠及足夠運動量保持健康來協調的，所以我們要
好好計劃時間運用。  

 

第五，水。泥土中的養份及分解作用是需要水份作為媒介，正如學習背後需要有
健康及正確的價值觀來支持。我們強調的基督教教育正是重要價值觀，成為同學明白
世界的一個立足點。  

 

所以真正的學習是沒有捷徑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 11 月 5 日派發十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1 月 6 日至 9 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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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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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已訂購冬季校服的同學，請帶同訂單及所需款項領取校服，詳情如下： 

領取日期：9/11/2018(星期五) 

領取時間：3:30pm-4:30pm 

領取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此外，校務處將於換季前通知中一同學集體訂購，而其他級別可逢星期二及四小息時間購買。 

每條校呔售價為$16。 

 

3. 各大專資訊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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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專院校名稱 日期 各大專院校名稱 日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柴灣、葵涌、觀塘、屯門) 

30/11-1/12/2018 
(五、六)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李惠利、黃克競、 
摩理臣山、沙田、青衣) 

23-24/11/2018 
(五、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4. 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近年派對中，面部及手部彩繪愈來愈受歡迎，彩繪師會為參加者畫上圖案花紋，增添歡樂。本校
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與義工團體「花 Mi 貓」舉辦「彩繪化妝師」工作坊，並提供實習體驗。透
過是次活動，同學可認識繪畫技巧、對彩繪顏料及工具的應用，以及彩繪師的工作性質及入行要
求等。活動詳情如下： 
 

 （一）工作坊 （二）實習 
日期： 2018 年 11 月 16 日（五） 2018 年 12 月 1 日（六） 
時間： 下午 4 時至 5 時 30 分 待定 
地點： 美術室 本校 

 
活動名額共 20 名，費用全免。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於 11 月 13 日（二）午膳前將活動回條交到校
務處蕭小姐。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5. 優質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舉辦資優講座，詳情如下： 
 主題：資優生的社會情緒發展：「家庭支援」對培育資優生的啟示 

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四）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105 室 

 
 主題：讓資優生有效掌握「21 世紀技能」 

日期：2018 年 12 月 7 日（五）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所有活動將以英語進行，講員為 Rachol Iorman 博士（以色列 Henrietta Szold Institute 行政總監）。 
若家長有興趣出席，可到 http://hkage.or.ghk/en/hl/2018 網上報名，費用全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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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日    期：11 月 24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8:30 a.m.  活動時間：9:45 a.m. – 11:45 a.m.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活動地點：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解散時間：約 1:00 p.m.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 2 號)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人    數：15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全免 (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九龍塘港鐵站)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屯門西鐵站 
對    象：全校學生（特別是中三及中四級同學）(歡迎家長成為義工，協助帶隊，參與活動) 
活動內容：與超過 15 個國家的交流生運用英語溝通、進行交流和認識異地文化及生活；親身體

驗超過 20 個國家的不同文化，透過舞蹈、食物、音樂及遊戲，慶祝各地文化薈萃。
本年主辦機構預計將有全港 1000 名中學生參加本活動。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若該天下午有制服團隊集會，則穿著制服團隊制服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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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前需

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 校務處將在 11 月 19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須於下一個上課天
11 月 28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何智欣老師。如有查詢可聯絡何智欣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7.  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 

 

日  期：2019 年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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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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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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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將體驗第三世界國家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處於戰爭、貧困、缺乏醫療及被

虐待的環境下如何掙扎求存。 
參加者將置身於完全黑暗的模擬非洲村落中，由導師帶領使聽覺、觸覺和味覺去
經歷失明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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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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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務處將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或以前發出取錄通知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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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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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女已是英文學會會員，現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敝子女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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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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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請  以下合適之方格： 
 

 敝子弟在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 15 分前不需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 
 

 此外，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願意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活動進行，歡迎老師聯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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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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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中三至中五級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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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_日  家長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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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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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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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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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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上星期我參與了一個關於樹木保育的講座，席間有人發問颱風山竹吹襲香港的經
歷，令市區不少樹木倒塌，我們是否要選擇一些更適宜香港市區種植的樹木品種呢？
講者的回應是保持土壤的養分及健康，加上適當的空間比選擇樹木品種更重要，因為
泥土才是樹木健康成長及屹立不倒的基本因素。  

 

不錯，泥土是植物生長的根基所在，在都市化的環境，泥土往往給人一種很污穢
的感覺，但我們不要忘記泥土才是植物的生命及養分的起始點，正常泥土所充滿的如
各種礦物、有機物質及小生物，並不是想像中的污穢。讓我將泥土的五種基本元素比
喻作學習的根基，令我們明白學習一定要固本培元。  

 

第一，礦物。岩石本身就是礦物，但要經過長年的風化才能將岩石化作微小的礦
物，成為可以被植物吸收的養份。正如閱讀就是一切學習的根基，只有不斷閱讀中、
英文優秀的著作及報章才能吸收更豐富、更廣泛的知識，成為學習的養份。  

 

第二，腐殖質。屬泥土中的有機物質，本身不能直接被植物吸收，但能透過養分
循環如氮循環，轉化成能被植物吸收的養分，正如我們要將生活及自己的學習過程不
斷反思，才能融會貫通。  

 

第三，小生物及微生物。蚯蚓就是泥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小生物，當然還包括各類
型的微生物如硝化細菌及固氮細菌，他們分解及轉化泥土中的養份之餘，也令泥土更
鬆軟。這代表了學習也需要不斷接觸人群及社會上不同人士，以擴闊自己眼界，才能
令學習更充實。  

 

第四，空氣。泥土顆粒之間的空間仍然有空氣，植物根部能在這些間隙中生長及
得著氧氣。學習是需要空間、充足睡眠及足夠運動量保持健康來協調的，所以我們要
好好計劃時間運用。  

 

第五，水。泥土中的養份及分解作用是需要水份作為媒介，正如學習背後需要有
健康及正確的價值觀來支持。我們強調的基督教教育正是重要價值觀，成為同學明白
世界的一個立足點。  

 

所以真正的學習是沒有捷徑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 11 月 5 日派發十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1 月 6 日至 9 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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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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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四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四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23 日 7:00pm – 9:15pm 舉行，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
禮堂點名，家長請於當晚 7:00pm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安排目的如下：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大學收生要求及高中兩年半的部署策略；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高中學院畢業要求及學生統測表現；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文、英文及通識科學生統測表現及教學策略。 

 
 

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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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在回條的背面上，於下星期一（12/10）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的參與。 
 

3.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已訂購冬季校服的同學，請帶同訂單及所需款項領取校服，詳情如下： 

領取日期：9/11/2018(星期五) 

領取時間：3:30pm-4:30pm 

領取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此外，校務處將於換季前通知中一同學集體訂購，而其他級別可逢星期二及四小息時間購買。 

每條校呔售價為$16。 

 
4. 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近年派對中，面部及手部彩繪愈來愈受歡迎，彩繪師會為參加者畫上圖案花紋，增添歡樂。本校
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與義工團體「花 Mi 貓」舉辦「彩繪化妝師」工作坊，並提供實習體驗。透
過是次活動，同學可認識繪畫技巧、對彩繪顏料及工具的應用，以及彩繪師的工作性質及入行要
求等。活動詳情如下： 
 

 （一）工作坊 （二）實習 
日期： 2018 年 11 月 16 日（五） 2018 年 12 月 1 日（六） 
時間： 下午 4 時至 5 時 30 分 待定 

地點： 美術室 本校 
 

活動名額共 20 名，費用全免。請有意參加的同學於 11 月 13 日（二）午膳前將活動回條交到校
務處蕭小姐。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5. 優質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舉辦資優講座，詳情如下： 
 主題：資優生的社會情緒發展：「家庭支援」對培育資優生的啟示 

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四） 
時間：晚上 7:00-9:00 
地點：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105 室 

 
 主題：讓資優生有效掌握「21 世紀技能」 

日期：2018 年 12 月 7 日（五） 
時間：下午 2:30-5:30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所有活動將以英語進行，講員為 Rachol Iorman 博士（以色列 Henrietta Szold Institute 行政總監）。 
若家長有興趣出席，可到 http://hkage.or.ghk/en/hl/2018 網上報名，費用全免，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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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日    期：11 月 24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8:30 a.m.  活動時間：9:45 a.m. – 11:45 a.m.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活動地點：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解散時間：約 1:00 p.m. (九龍大坑東桃源街 2 號)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  
人    數：15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全免 (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九龍塘港鐵站)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屯門西鐵站 
對    象：全校學生（特別是中三及中四級同學）(歡迎家長成為義工，協助帶隊，參與活動) 
活動內容：與超過 15 個國家的交流生運用英語溝通、進行交流和認識異地文化及生活；親身體

驗超過 20 個國家的不同文化，透過舞蹈、食物、音樂及遊戲，慶祝各地文化薈萃。
本年主辦機構預計將有全港 1000 名中學生參加本活動。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若該天下午有制服團隊集會，則穿著制服團隊制服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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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前需

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 校務處將在 11 月 19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須於下一個上課天
11 月 28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何智欣老師。如有查詢可聯絡何智欣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7.  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 

 

日  期：2019 年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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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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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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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將體驗第三世界國家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處於戰爭、貧困、缺乏醫療及被

虐待的環境下如何掙扎求存。 
參加者將置身於完全黑暗的模擬非洲村落中，由導師帶領使聽覺、觸覺和味覺去
經歷失明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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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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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務處將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或以前發出取錄通知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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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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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各大專資訊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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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專院校名稱 日期 各大專院校名稱 日期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柴灣、葵涌、觀塘、屯門) 

30/11-1/12/2018 
(五、六)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李惠利、黃克競、 
摩理臣山、沙田、青衣) 

23-24/11/2018 
(五、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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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女已是英文學會會員，現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敝子女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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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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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 AFS Intercultural Fair 2018 國際文化節 2018 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請  以下合適之方格： 
 

 敝子弟在 11 月 24 日下午 1 時 15 分前不需要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 
 

 此外，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願意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活動進行，歡迎老師聯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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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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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編號：18/19 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一期 

19/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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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中三至中五級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職業探索活動（二）：彩繪化妝師—面部及手部彩繪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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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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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中四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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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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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四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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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2/11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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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