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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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本星期各級同學正進行考試，希望大家都提醒子女認真預備，同時也關心鼓勵他
們，學習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家長與老師一定與他們同行。 

 

近來有一句有關正向思維的勉勵句子十分有意思及值得我們深思，就是「沒有奇蹟，只有累積」。 
 

奇蹟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該結果比我們所想所求的更理想，可能是比我們付出的代價有
更豐富的收穫，又或是人用盡所有方法後，在看似絕望的時候，仍有一個出人意表的出路及曙光。 

 

累積就是一點一滴的儲存下來，沒有即時可見的收穫，只有每天持久、忍耐及堅持的小小付出。
累積可能只是一個過程，如果從語言文法角度的時態去看，累積就是進行式；而奇蹟就是一個名詞，
已經出現的結果。如果奇蹟是光明及出乎預料的出路，累積就是繼續摸索，因出路並未在眼前。 

 

如果只能二選一，我們會如何抉擇呢？可能我們都希望有奇蹟：因為是喜出望外、超過所想所
求，甚至是震撼性的經歷，因為令我們津津樂道或記憶猶新的往往是奇蹟。相反累積卻是默默耕耘
的意思，不斷付出確實令人頗為疲累；而且累積表示不知道何時才有結果，收穫是否與付出成為正
比也是未知數。 

 

但想深一層，奇蹟可以成為我們生命中的常數嗎？難道一個人可以長期倚賴奇蹟的出現？的確
奇蹟是恩典，我們實在為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奇蹟而感恩。但我深信上帝更想我們經歷生命中的豐富，
以信、望、愛去走我們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也是累積的一種，帶我們去更遠的地方、更豐盛的生
命，縱使未知結果，能參與其中就已經是另一種收穫，流汗或流淚也是一種鍛煉及經歷。 

 

生命裡真的沒有奇蹟嗎？真的只能二選一嗎？可能也不一定，因為奇蹟在某種情況下可能就是
累積的化身。運動員意想不到地獲獎的一刻可能就是每天汗水灌溉下的收成；父母及師長長期對子
女及同學的關愛及教導，可能便是生命奇蹟發芽的泥土。 

 

學習的根基是奇蹟？還是累積？我相信同學是懂得選擇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本校內聯網系統(eClass)使用至今，運作暢順，各樣功能發展漸趨成熟。為支持「愛護地球、環
保減碳」，以及進一步提升家校通訊的效率，本校將於下學期 (2019 年 1 月 21 日)，於中一至中
五級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取代印刷版通告。家長可透過登入 eClass 內聯網系統 
https://intranet.makopan.edu.hk 或 eClass Parents App，便可接收及簽署學校通告，並使用其他
功能。 

校方已於 2018 年 9 月透過電話訊息 (SMS) 向家長發放「eClass Parent App 使用指引」及家長
戶口資料(登入名稱和密碼)，校方亦於開學的周會中向同學講解電子通告事宜。請家長妥善保管
登入名稱和密碼，以便於下學期簽署電子通告。 
如家長忘記登入密碼，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formit03) 下載重設戶口密碼表格。 
家長可以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 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
冊。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  
 

第二十期 
一月十七日 

https://intranet.makopan.edu.hk/
http://gg.gg/mkp_parent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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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離港／跨境時切勿參與不當活動  
農曆新年將至，教育局呼籲所有家長及同學不論是每天需出入境往返內地與本港的跨境學生，
抑或是打算在春節期間回鄉探親／離港度歲的同學，均須奉公守法，並提高危機意識，切勿被
不法之徒利用、聘請或委託運送任何違禁物品往返內地及香港，甚至走私物品及參與不當活動。
如遇可疑情況，家長可致電舉報罪案熱線（海關：2545 6182／警務處：2527 7177）。 
 

3. 家校聯歡晚會  
一年一度的家校聯歡晚會將於 3 月 1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至 9 時 30 分舉行。每年新春我們都
舉辦這活動，好讓家長、同學、老師、校務處同工及工友一邊享用美味盆菜，一邊共渡歡樂時
光。當晚老師、家長和學生分別有精彩的演出，又有豐富的抽獎和遊戲，敬請家長萬勿錯過，
除傳統盆菜外，參加者更可自組 12 位素盆菜。凡有興趣參加者，請於 2 月 1 日前填妥回條，連
同費用每位$120（大小同價，3 歲以下免費）交回校務處羅小姐。入場券將於農曆年假後派發，
如有查詢請聯絡鄧俊維老師或張冠康副校長。 
 

盆菜菜單：堂灼唐生菜、爽滑魚蛋、明爐燒米鴨、圍頭五味雞、茄汁煎大蝦、肉湯煮蘿蔔、酥炸
香芋件、鹵水炆北菇、頭抽炒土魷、遼步燴豬皮、香公煨枝竹、金獎小丁方豬腩肉 

 

素盆菜菜單：素花支丸、素帶子、素鱒魚、素蝦仁、素海參、素鮑魚、支竹、北菇、芋頭、
雲耳、蘿白、甘筍 

 

4. 第 25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  「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  
主辦機構：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教育城及星島日報 
目  的：提供平台讓家長藉敬師卡向教導他們子女的老師致以心底的謝意，發揚我國尊師

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及為莘莘學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敬師榜樣。 
參加資格：‧有子女就讀於本港各中學、小學、幼稚園(包括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特殊學校的家長 

‧歡迎他們與子女一同參與 
（註：每組參賽者只可遞交一份作品） 

參加辦法：由即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8 日止，家長可進入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第 25 屆
「家長也敬師運動」網頁（www.chsc.hk/25paat-c.html）或香港教育城「電子版敬師卡
設計比賽」網頁（www.hkedcity.net/paat）遞交作品。 

比賽主題：家長也敬師  
比賽組別：中學、小學及幼稚園 
表達語言：中文或英文 
獎  項：每組設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一名。得獎者將獲獎狀及豐富獎品。 
比賽詳情：請瀏覽香港教育城「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網頁（www.hkedcity.net/paat） 
查詢辦法：一般查詢：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秘書處（電話：3698 4376） 

技術查詢：香港教育城（電話：2624 1000／電郵：info@hkedcity.net） 
 

5. 職業探索系列（三）：噴射飛航船廠參觀活動（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為了讓同學認識各行各業，擴闊視野，並及早規劃升學出路，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舉辦「噴
射飛航船廠參觀活動」，屆時將會介紹公司架構、營運及各類船隻、客運服務及管理船隊等後勤
支援等，並了解船務業的入職要求、前景發展及工作性質等。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 2019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二，半日課）  
集合及解散地點：本校新玻璃房 
集合時間：下午 1 時 40 分      解散時間：下午 5 時 30 分 
活動地點：九龍荔枝角興華街西 95 號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有限公司船廠 
費用 ：每位學生 20 元 （準時出席活動者可獲全數退還款項） 
備註 ：本校將安排旅遊巴接送 
 

請有興趣的同學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前帶同活動費用 20 元及回條交到校務處蕭小姐。
是次活動名額有限，鼓勵同學踴躍參與。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http://www.chsc.hk/25paat-c.html
http://www.hkedcity.net/paat
http://www.hkedcity.net/p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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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1/2019 
5D 李詩怡、5B 鄧詠詩 
5B 陳海琳、5B 鄧心然 
5C 方樂怡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外展教練計劃 –  
中學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組 殿軍 

 

11/1/2019 2D 黃瑋文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澳洲科學比賽 中一組 High 
Distinction 

 

11/1/2019 2C 張普倫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澳洲科學比賽 中一組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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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校聯歡晚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本人及敝子弟將會參加 3 月 1 日家校聯歡晚會。 
 

 學生及家屬參加人數：________人 x $120 ＝ $ ____________ 

 訂購 12 人素盤菜，合共：$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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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___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家校聯歡晚會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聯歡晚會費用（每位$120），共$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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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職業探索活動（三）：噴射飛航船廠參觀活動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職業探索活動（三）：噴射飛航船廠參觀活動，並繳交費用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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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一月_______日  家長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職業探索活動（三）：噴射飛航船廠參觀活動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繳交職業探索活動（三）：噴射飛航船廠參觀

活動費用$20。 

 
 

二零一九年一月______日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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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編號：18/19 年度一月份（家書）第二十期 

1/2 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