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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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星期五中六畢業禮已順利完成，承蒙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蒞臨主禮，謹此致謝。
另當日法團校董會成員、神託會董事成員、各家長、牧者、友校校長及社區領袖等到場支持，均令典
禮生色不少。教育不只是一項工作，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支持，將人類的智慧、美德及價值觀承
傳下去。願上帝賜福中六同學，讓他們在恩典中成長。 

 

蘇博士提醒同學在一個講求“LIKE”的世代，“LIKE”的意思不只是一個情緒或意見，而是愛
(Love)、誠信(Integrity)、知識(Knowledge)及忍耐(Endurance)，一個成熟的“LIKE”更是基於信仰教導，
有真理基礎的“LIKE”在這世代更為重要。我們十分感謝蘇博士的勉勵及提醒。 

 

嘉賓們亦十分欣賞典禮後舉行之周年步操匯演，同學認真投入的態度令各人印象深刻，而整體
上，以學生為主導的籌備更是令我感到欣慰：由高中同學帶領初中同學預備步操、精美茶點及各支援
工作，這已是教育的目標----薪火相傳。在此再次感謝各老師、導師及同學為畢業典禮及周年步操
獻上心力及汗水，願神繼續賜福本校。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衞生防護及防蚊措施  
學校每月也有定期安排滅蟲公司到校進行滅蚊及滅鼠，學校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
而紅十字會的同學也會每天為同學量體溫。惟同學亦須注意個人健康衞生，經常洗手；如有咳嗽
或身體不適應戴上口罩及儘快求醫。 

 
2. 有關外國大麻合法化及大麻零食的消息  

隨着歐美等國家寬鬆了對大麻的管制，當地近年出現不少添加大麻成分的食品，有些甚至是含有
大麻成分的零食，例如餅乾及汽水等。外國將大麻合法化後，消費者會更容易接觸這類食品，部
分人士甚至在外遊期間購買並且帶回香港。故此，我們鄭重提醒各位家長及同學：按香港法律，
大麻屬毒品。外國合法的大麻食品，無論如何包裝，只要驗出有大麻毒品成分，執法當局一定會
視為毒品處理，學校提醒同學們應小心謹慎，以免誤墮法網。 
 

此外，大麻屬於受規管的危險藥物，凡管有、吸食、販運或種植均屬違法。非法販運危險藥物，
最高更可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五百萬元，干犯管有危險藥物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及罰款一百萬
元。 
 

家長如有查詢/求助，可致電禁毒處 24 小時熱線：186 186 或 即時通訊 whatsapp/微信：98 186 186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六期 
五月二十三日 



 

3.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5/2019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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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及以上組
10000 米分淘汰賽 季軍 

 

女子 15歲及以上組 
250 米對跑計時賽 

季軍 
 

女子 12 歲及以上 
3000 米混合接力賽 季軍 

 

18/5/2019 
2B 陳文熙、2B 黎子樂 
2B 李海泓、2B 吳仲謙 
2C 梁凱榮、1D 馬汶揚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 

校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亞軍 

 

18/5/2019 
3B 江梓澄、2A 張凱金 
2C 黎美妤、2C 余禧汶 

1B 施靖嵐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足球 亞軍 

 

18/5/2019 
2A 姚穎希、2A 林叡說 
2B 彭心言、1D 林思睿 

1D 尹薇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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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星期五中六畢業禮已順利完成，承蒙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蒞臨主禮，謹此致謝。
另當日法團校董會成員、神託會董事成員、各家長、牧者、友校校長及社區領袖等到場支持，均令典
禮生色不少。教育不只是一項工作，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支持，將人類的智慧、美德及價值觀承
傳下去。願上帝賜福中六同學，讓他們在恩典中成長。 

 

蘇博士提醒同學在一個講求“LIKE”的世代，“LIKE”的意思不只是一個情緒或意見，而是愛
(Love)、誠信(Integrity)、知識(Knowledge)及忍耐(Endurance)，一個成熟的“LIKE”更是基於信仰教導，
有真理基礎的“LIKE”在這世代更為重要。我們十分感謝蘇博士的勉勵及提醒。 

 

嘉賓們亦十分欣賞典禮後舉行之周年步操匯演，同學認真投入的態度令各人印象深刻，而整體
上，以學生為主導的籌備更是令我感到欣慰：由高中同學帶領初中同學預備步操、精美茶點及各支援
工作，這已是教育的目標----薪火相傳。在此再次感謝各老師、導師及同學為畢業典禮及周年步操
獻上心力及汗水，願神繼續賜福本校。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衞生防護及防蚊措施  
學校每月也有定期安排滅蟲公司到校進行滅蚊及滅鼠，學校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
而紅十字會的同學也會每天為同學量體溫。惟同學亦須注意個人健康衞生，經常洗手；如有咳嗽
或身體不適應戴上口罩及儘快求醫。 

 
2. 有關外國大麻合法化及大麻零食的消息  

隨着歐美等國家寬鬆了對大麻的管制，當地近年出現不少添加大麻成分的食品，有些甚至是含有
大麻成分的零食，例如餅乾及汽水等。外國將大麻合法化後，消費者會更容易接觸這類食品，部
分人士甚至在外遊期間購買並且帶回香港。故此，我們鄭重提醒各位家長及同學：按香港法律，
大麻屬毒品。外國合法的大麻食品，無論如何包裝，只要驗出有大麻毒品成分，執法當局一定會
視為毒品處理，學校提醒同學們應小心謹慎，以免誤墮法網。 
 

此外，大麻屬於受規管的危險藥物，凡管有、吸食、販運或種植均屬違法。非法販運危險藥物，
最高更可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五百萬元，干犯管有危險藥物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及罰款一百萬
元。 
 

家長如有查詢/求助，可致電禁毒處 24 小時熱線：186 186 或 即時通訊 whatsapp/微信：98 186 186 
 

3. 下學期考試時間表更正事宜（中二級適用）  
6 月 19 日（三）中二級第一節普通話考試的考試時間應為 8:30a.m.-9:15a.m.，第二節的中文口試
將繼續按照科任老師所派發的確實考試時間報到，學生當日回校時間如常為 8:03a.m.，請家長及
同學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六期 
五月二十三日 



 

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5/2019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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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及以上組
10000 米分淘汰賽 季軍 

 

女子 15歲及以上組 
250 米對跑計時賽 

季軍 
 

女子 12 歲及以上 
3000 米混合接力賽 季軍 

 

18/5/2019 
2B 陳文熙、2B 黎子樂 
2B 李海泓、2B 吳仲謙 
2C 梁凱榮、1D 馬汶揚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 

校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亞軍 

 

18/5/2019 
3B 江梓澄、2A 張凱金 
2C 黎美妤、2C 余禧汶 

1B 施靖嵐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足球 亞軍 

 

18/5/2019 
2A 姚穎希、2A 林叡說 
2B 彭心言、1D 林思睿 

1D 尹薇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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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星期五中六畢業禮已順利完成，承蒙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蒞臨主禮，謹此致謝。
另當日法團校董會成員、神託會董事成員、各家長、牧者、友校校長及社區領袖等到場支持，均令典
禮生色不少。教育不只是一項工作，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支持，將人類的智慧、美德及價值觀承
傳下去。願上帝賜福中六同學，讓他們在恩典中成長。 

 

蘇博士提醒同學在一個講求“LIKE”的世代，“LIKE”的意思不只是一個情緒或意見，而是愛
(Love)、誠信(Integrity)、知識(Knowledge)及忍耐(Endurance)，一個成熟的“LIKE”更是基於信仰教導，
有真理基礎的“LIKE”在這世代更為重要。我們十分感謝蘇博士的勉勵及提醒。 

 

嘉賓們亦十分欣賞典禮後舉行之周年步操匯演，同學認真投入的態度令各人印象深刻，而整體
上，以學生為主導的籌備更是令我感到欣慰：由高中同學帶領初中同學預備步操、精美茶點及各支援
工作，這已是教育的目標----薪火相傳。在此再次感謝各老師、導師及同學為畢業典禮及周年步操
獻上心力及汗水，願神繼續賜福本校。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衞生防護及防蚊措施  
學校每月也有定期安排滅蟲公司到校進行滅蚊及滅鼠，學校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
而紅十字會的同學也會每天為同學量體溫。惟同學亦須注意個人健康衞生，經常洗手；如有咳嗽
或身體不適應戴上口罩及儘快求醫。 

 

2. 有關外國大麻合法化及大麻零食的消息  
隨着歐美等國家寬鬆了對大麻的管制，當地近年出現不少添加大麻成分的食品，有些甚至是含有
大麻成分的零食，例如餅乾及汽水等。外國將大麻合法化後，消費者會更容易接觸這類食品，部
分人士甚至在外遊期間購買並且帶回香港。故此，我們鄭重提醒各位家長及同學：按香港法律，
大麻屬毒品。外國合法的大麻食品，無論如何包裝，只要驗出有大麻毒品成分，執法當局一定會
視為毒品處理，學校提醒同學們應小心謹慎，以免誤墮法網。 
 

此外，大麻屬於受規管的危險藥物，凡管有、吸食、販運或種植均屬違法。非法販運危險藥物，
最高更可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五百萬元，干犯管有危險藥物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七年及罰款一百萬
元。 
 

家長如有查詢/求助，可致電禁毒處 24 小時熱線：186 186 或 即時通訊 whatsapp/微信：98 186 186 
 

3. 下學期考試時間表更正事宜（中三級適用）  
6 月 13 日（四）中三級第一節普通話考試的考試時間應為 8:30a.m.-9:15a.m.，第二節的英文口試
將繼續按照科任老師所派發的確實考試時間報到，學生當日回校時間如常為 8:03a.m.，請家長及
同學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三十六期 
五月二十三日 



 

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5/2019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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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及以上組
10000 米分淘汰賽 季軍 

 

女子 15歲及以上組 
250 米對跑計時賽 

季軍 
 

女子 12 歲及以上 
3000 米混合接力賽 季軍 

 

18/5/2019 
2B 陳文熙、2B 黎子樂 
2B 李海泓、2B 吳仲謙 
2C 梁凱榮、1D 馬汶揚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 

校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亞軍 

 

18/5/2019 
3B 江梓澄、2A 張凱金 
2C 黎美妤、2C 余禧汶 

1B 施靖嵐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足球比賽 女子足球 亞軍 

 

18/5/2019 
2A 姚穎希、2A 林叡說 
2B 彭心言、1D 林思睿 

1D 尹薇 

香港教育局  發展
活躍及健康中學校

園計劃 
聯校輕排球比賽 五人制輕排球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