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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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很多企業都十分關注異象、使命及價值觀 (Vision, Mission 及 Values, 簡稱
VMV)，其實學校也不例外， VMV 是辦學的基石，讓我們再看看馬可賓的 VMV。 

本校校訓：作鹽作光 
經文出處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 13-15 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去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
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校訓意思 
「鹽」有潔淨的力量，又能增添食物的滋味，盼望我們的學生在生活上有正直的人格，在
社會上扮演鹽的角色，起潔淨社群的作用；同時又可培養高尚情操，為群體帶來友和融洽
的生活，鹽若失去味道便成廢物，所以我們強調學生應以服務人群為己任，才不致變成無
用的人。而城造在山上容易被人看見，所以我們應勇敢作見證，與人分享天父的偉大作為。 
 

我們的辦學信念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神的傑作，有神的形象，擁有上帝所賜的才幹和潛能。人類應各盡所
長以完成神的美意（計劃），因此大家當互相尊重，彼此幫助以建立神所喜悅的世界。  

我們的辦學異象 
效法基督    慈憐正直   作鹽作光   貢獻社群  

我們的辦學使命 
以基督信仰為本，悉心為學生提供靈、德、智、體、群、美兼備的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發
揮潛能，懂得批判思考，能夠終身不斷學習；啟發學生認識真理，追求美善，具備高尚的
品格，並樂意為神為人貢獻所長。  

我們對馬可賓人（學生）的期望 
積極主動   忠心盡責  清潔有禮 

正直勇敢  坦誠關懷  
 

2018 – 2019 年度關注事項  
今年度學習主題為 「綻放生命色彩，提升學習效能」 

關注事項包括：  
1.  綻放生命色彩，活出豐盛人生  
2. 燃點學習熱誠，提升學習效能，成為主動學習者  

 

因此，全人教育是我們的信念，品格、學業及領導能力缺一不可，學期終結前謹藉
此感謝各老師、校務處同工及工友一直努力不懈，在各方面付出百分百努力，令同學在  
三方面有均衡成長，但願天父繼續保守及帶領我們。  

 

願你們身心健康！ 
 

【今期家書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第四十期 
六月二十日 



1. 參觀「百物看世界—大英博物館藏品展」  

本校申請了豁免是次參觀展覽的入場費用，屆時亦有導賞員協助講解難得一見的珍藏，故此大家
萬勿錯過。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11/7/2019（星期四） 
時間：2:00 p.m.-5:30 p.m. 
地點：沙田文化博物館 
費用：車費 30 元 
名額：40 位（如人數超出此限額，便以抽籤決定出席名單）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與歷史科老師報名，如有查詢可與龎敏媚老師聯絡。 
 

2.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安排 (2018-2019)  

1. 本年度各級下學期考試將於六月廿一日完結，中一至中二級於六月廿至廿一日無須回校。
各級之對卷安排及試後活動，已詳列於附頁，另各項校外活動將另函通告。當日該級或該
班沒有活動時，學生不用回校。如在試後活動期間因病未能回校，必須備醫生紙及辦理請
假手續，否則當作曠課論。 

 
2. 關於七月三日及七月四日試後活動特別安排，如七月三日因天雨影響 Apple Day 環校跑比賽

時，七月三日活動將與七月四日對調(除了中四級的綜合職志分析活動)，若上述兩日均因天
雨未能如期舉行時，七月四日 Apple Day 活動將會取消，而當天各級別活動改為班主任節及
放學時間提早至上午九時正，而中四級同學仍須要下午回校繼續參與有關活動。 
 

3. 中五級參觀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課程體驗日 
(1) 活 動 日 期：2019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二) 
(2) 活 動 地 點：柴灣盛泰道 133 號 
(3) 集 合 時 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4) 集合及解散地點：本校 
(5) 解 散 時 間：下午一時十五分 
(6) 費       用：全免 
(7) 負 責 老 師：鄭卓傑老師 
(8) 注 意 事 項：同學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及體育服長褲出席是次活動，當

天同學集合時須按老師指示分組，方便進行參觀活動。 
 

4.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回校時間表(後頁) 



*為有關參與學生適用。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回校時間表（2018-2019） 

日期 回校/活動時間 內容 回校級別 備註／其他活動註 

24/6

（一） 
8:03am~3:35pm 中一 二對卷 中一二 

1. 中一二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 *24/6 中三四學生領袖訓練日(2:00-5:00pm) 

25/6

（二） 
8:03am~3:35pm 中一 二 三對卷 中一二三 

1. 中一二三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 *輔導領袖生工作坊(3:45pm-5:30pm) 

4. *25/6 中五生物科戶外考察活動(8:45am-4:45pm) 

5. 校內書展活動（新玻璃房） 

26/6

（三） 
8:03am~3:35pm 中三 四 五對卷 中三四五 

1. 中三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 *茨冠禮綵排(有關學生 3:45pm-4:30pm) 

4. 校內書展活動（新玻璃房） 

27/6

（四） 

8:03am~3:35pm 中四對卷 中四 
1.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8:03am~4:10pm 中五對卷 中五 

28/6

（五） 

8:03am-10:00am 跳繩同樂日(地點：大興體育館) 
中一二 

1. 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班 T-shirt 及 

體育服長褲。 

2. *中四地理科戶外考察活動(10:00pm-1:00pm) 10:30am-12:00pm MKP Oscar 

1/7 

（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公眾假期)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 

2/7 

(二) 

8:03am-10:00am S.4 English Film Show 
中四 

1. 中四級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2. 中四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非班服)及

體育服長褲。 

3. 中五級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非班服)

及體育服長褲，並 8:30am 前回校集合。 

10:30am-12:00pm 中四級：單純心外壓急救課程(COCPR) 

8:30am-1:15pm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課程體驗日 中五 

3/7

（三） 

8:03am-10:30am 
Apple Day 

(班際環校跑接力比賽) 
各級 1. 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班 T-shirt 及 

體育服長褲，參賽同學須帶備短褲，比賽前才更換。 

2. 中三女同學購買高中校服(新玻璃房 11:00am-12:00pm) 10:40am-11:00am 中三級對分 中三 

4/7 

(四) 

8:03am--12:00pm 

中 四 五：社際問答比賽 

中一二三：班主任節時間（1） 
各級 

1.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2. 中四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上衣(非班服)及

體育服長褲。 中 四 五：班主任時間（1） 

中一二三：社際問答比賽 

12:30pm-1:35pm 中三茨冠禮 中三 

1:30pm-3:30pm 中四：綜合職志分析評估活動 中四 

5/7 

(五) 

教職員會議（1）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1. *環保時裝比賽綵排（1）（12:00pm-3:00pm） 

2. 中六級放榜前學生及家長講座(6:30pm-9:00pm) 

8/7 

(一) 

教職員會議（2）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1. *環保時裝比賽總綵排（2）（12:00pm-3:00pm） 

9/7 

(二) 

家長日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並按預約時間與家長一同出席。） 
1. *職業探索系列~參觀廉政公署(1:30pm-5:00pm) 

10/7 

（三） 
10:00am-12:00pm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各級 

1. 中六 DSE 放榜日(201-205 室) 

2. *結業禮綵排（中一至中三得獎學生）12:15pm-1:30pm 

3. *結業禮綵排（中四至中五得獎學生）1:30pm-2:30pm 

11/7 

(四) 

中一新生註冊日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 

12/7 

(五) 

8:03am-10:00am 
中 四 五：班主任時間（2） 

中一 二 三：結業禮 
各級 1.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10:30am-12:00pm 
中 四 五：結業禮 

中一 二 三：班主任時間（2） 

其他注意事項： 

1.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平時上課時相同，維持不變；除了 2/7 中五級香港高等教育科

技學院及 10/7 環保時裝比賽，學生必須按上表時間回校參與有關活動。 

如有其他特別活動，將另函通知家長。 

2. 如 3/7 因天雨影響 Apple Day 環校跑比賽時，3/7 活動將與 4/7 對調(除了中四級的綜合職志分析活動)，放

學時間亦會有所變動；若兩日均受天雨影響下，而當天各級別活動改為班主任節，放學時間提早至

9:00am，而中四級同學須要下午回校繼續參與有關活動。由於上述情況影響下，3/7 的放學時間宜先預算

為 1:35pm 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