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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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期乃農曆新年後的《家訊家書》，祝各位新年蒙福，家庭和諧！祝各同學身心靈健康，學業
進步！ 
 

感恩我們剛在學校大樓地下電梯旁設置了一個珊瑚缸，目的並不單是為美觀或裝飾校園環境，
更重要的是配合初中綜合科學科及中三級生物科課程，讓同學認識及明白珊瑚生態的背後環境因
素，例如水質、光線、含氧量及鹽度等等，一個看似美麗的環境其實並不是偶然，也是眾多因素及
時間配合之下發展出來的平衡， 令珊瑚礁中的各種生物得以共存，享受美好的環境。所以可能短期
內這個珊瑚缸並不是十分奪目，因為同學需要認識如何由不足的環境下，發展到一個平衡而美麗的
生態環境。 
 

相信人的成長也是相似，美麗和幸福並不是突然出現，需要眾多的因素配合及投入，同學需珍
惜師長教導，並從不同經歷中學習是十分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夠從珊瑚生態的發展而學習到自我成
長的反思。我相信各同學的人生也將會十分美麗，就如一個成熟的珊瑚礁環境，能吸引不同的生物
及魚類棲息其中，綻放生命色彩。 
 

 下學期開始了不久，在體育比賽中，半場休息後往往是另一種心態，甚至轉捩點，領先隊伍必
先更加集中精神，務求更投入比賽，發揮得更好，否則不一定保持勝利。落後者會檢討不足之處，
加緊改善，激勵士氣，逆轉勝並不是不可能。希望各同學引以為鑑，更投入今學年的下半場。 
 

新年伊始，就讓我們更緊貼神的心意，因為「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7）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上學期家長日  

上學期家長日將於 2 月 23 日（六）舉行，敬請中一至中五的家長及學生預留時間出席。班主任
會通知學生家長日的約見時間，家長向子女了解約見時間後，如有任何問題，請聯絡班主任。
家長日電子回條將於本星期五（2 月 15 日）發放給家長，敬請家長留意及簽署。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第二十三期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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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  

本校家校會每年都舉辦一天遊活動，以推動親子溝通，共享天倫之餘又可以認識其他家長，交流
教育子女心得。每年的一天遊活動都十分受家長歡迎，很快滿額，有意參加的家長請盡快報名。 
 

有關親子遊的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 
費用：$240 (大小同價，已扣除家校會資助每位$70) 
支票抬頭：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名額：60 人(每個家庭最多 6 位) 
備註：  
1. 團費包括冷氣旅遊巴士隨團、專業導遊介紹風光及團體旅遊平安保險(1-75 歲)十萬元、

(76-85 歲)五萬元。 
2. 如出發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或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3.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0800 於本校停車場集合 
0815-0945  乘冷氣旅遊巴士出發，前往大澳。 
0945-1100 《大澳》由於位置遠離煩囂的市區，至今仍保存-點漁村風貌。三河丶兩涌的水

道，-排排香港最獨特的古老建築「棚屋」，令大澳贏得「東方威尼斯」的美譽。
當你踏足大澳，你便會感受到濃烈的海味味道。傳統生晒鹹魚、遠近馳名的蝦
醬，魚肚，都是最佳手信。新鮮即炸軟綿綿「沙翁」、財叔茶果糯米糍、大排長
龍「炭燒雞蛋仔」、地道蝦醬炒飯、超大魚蛋、炭燒雞泡魚乾…等已成為旅客必
食的選擇。 

1100-1200 
暢遊《虎山郊遊徑》，虎山是大澳最高山峰，山頂上設有涼亭，在那裡可以回望
大澳墟、遠眺港珠澳大橋，風景極度幽美。【全程約需步行 1 小時來回，需上
落山、梯級石路但屬平坦易行路段，一級家樂徑。】 

1200-1300 車程大澳往東涌 
1300-1500 中午於機場富豪酒店品嘗《酒店美食自助午餐》。 
1500-1600 乘旅遊巴士送返本校(自由解散)。 

 

報名方法：請於 3 月 8 日(星期五)前簽回電子回條，校務處將聯絡家長交回款項，報名先報先得。 
 

3.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0/2/2019 1D 陳泓熹 香港業餘游泳協會 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11-12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4. 制服隊伍獎項  

日期 活動名稱 制服隊伍 獎項  

10/2/2019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 
事務部傑出青年團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第 227 團 

新界西總部季軍  

屯門區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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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校會親子遊活動，並希望為以下家屬報名參加，費用$240 x＿人，合共＿＿＿元正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1.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4. 

 

2.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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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九年___月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 收據 

 
茲收到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會一天遊費用（費用$240 x＿＿人），共$_______。 

 
 

 

 

 

 

二零一九年___月_____日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編號：18/19 年度二月份（家書）第二十三號 

8/3 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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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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今期乃農曆新年後的《家訊家書》，祝各位新年蒙福，家庭和諧！祝各同學身心靈健康，學業
進步！ 
 

感恩我們剛在學校大樓地下電梯旁設置了一個珊瑚缸，目的並不單是為美觀或裝飾校園環境，
更重要的是配合初中綜合科學科及中三級生物科課程，讓同學認識及明白珊瑚生態的背後環境因
素，例如水質、光線、含氧量及鹽度等等，一個看似美麗的環境其實並不是偶然，也是眾多因素及
時間配合之下發展出來的平衡， 令珊瑚礁中的各種生物得以共存，享受美好的環境。所以可能短期
內這個珊瑚缸並不是十分奪目，因為同學需要認識如何由不足的環境下，發展到一個平衡而美麗的
生態環境。 
 

相信人的成長也是相似，美麗和幸福並不是突然出現，需要眾多的因素配合及投入，同學需珍
惜師長教導，並從不同經歷中學習是十分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夠從珊瑚生態的發展而學習到自我成
長的反思。我相信各同學的人生也將會十分美麗，就如一個成熟的珊瑚礁環境，能吸引不同的生物
及魚類棲息其中，綻放生命色彩。 
 

 下學期開始了不久，在體育比賽中，半場休息後往往是另一種心態，甚至轉捩點，領先隊伍必
先更加集中精神，務求更投入比賽，發揮得更好，否則不一定保持勝利。落後者會檢討不足之處，
加緊改善，激勵士氣，逆轉勝並不是不可能。希望各同學引以為鑑，更投入今學年的下半場。 
 

新年伊始，就讓我們更緊貼神的心意，因為「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
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7）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0/2/2019 1D 陳泓熹 香港業餘游泳協會 第一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11-12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2. 制服隊伍獎項  

日期 活動名稱 制服隊伍 獎項  

10/2/2019 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及義工 
事務部傑出青年團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第 227 團 

新界西總部季軍  

屯門區冠軍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四日  

 

第二十三期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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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  
本校家校會每年都舉辦一天遊活動，以推動親子溝通，共享天倫之餘又可以認識其他家長，交流
教育子女心得。每年的一天遊活動都十分受家長歡迎，很快滿額，有意參加的家長請盡快報名。 
 

有關親子遊的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 費用：$240 (大小同價，已扣除家校會資助每位$70) 
支票抬頭：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名額：60 人(每個家庭最多 6 位) 
備註：1. 團費包括冷氣旅遊巴士隨團、專業導遊介紹風光及團體旅遊平安保險(1-75 歲)十萬元、

(76-85 歲)五萬元。 
2. 如出發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或懸掛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3.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0800 於本校停車場集合 

0815-0945  乘冷氣旅遊巴士出發，前往大澳。 
0945-1100 《大澳》由於位置遠離煩囂的市區，至今仍保存-點漁村風貌。三河丶兩涌的水

道，-排排香港最獨特的古老建築「棚屋」，令大澳贏得「東方威尼斯」的美譽。
當你踏足大澳，你便會感受到濃烈的海味味道。傳統生晒鹹魚、遠近馳名的蝦
醬，魚肚，都是最佳手信。新鮮即炸軟綿綿「沙翁」、財叔茶果糯米糍、大排長
龍「炭燒雞蛋仔」、地道蝦醬炒飯、超大魚蛋、炭燒雞泡魚乾…等已成為旅客必
食的選擇。 

1100-1200 
暢遊《虎山郊遊徑》，虎山是大澳最高山峰，山頂上設有涼亭，在那裡可以回望
大澳墟、遠眺港珠澳大橋，風景極度幽美。【全程約需步行 1 小時來回，需上
落山、梯級石路但屬平坦易行路段，一級家樂徑。】 

1200-1300 車程大澳往東涌 
1300-1500 中午於機場富豪酒店品嘗《酒店美食自助午餐》。 
1500-1600 乘旅遊巴士送返本校(自由解散)。 

報名方法：請於 3 月 8 日(星期五)前簽署回條，並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報名先報先得。 
---------------------------------------------------------------------------------------------------------------------------------------- 

 

回  條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家校會親子遊活動，並希望為以下家屬報名參加，費用$240 x＿人，合共＿＿＿元正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1. (聯絡人) 
(聯絡電話： ) 

 
4. 

 

2.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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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一天遊：「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丶大澳虎山郊遊徑親子遊 收據 
 

茲收到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繳交家校會一天遊費用（費用$240 x＿＿人），共$_______。 

 
 

 

二零一九年___月_____日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編號：18/19 年度二月份（家書）第二十三號 

8/3 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