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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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本周日是母親節，希望藉這個機會預祝各位家長母親節快樂。各位爸爸和學生要多加支持媽媽，子
女們要自律自愛，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多在家中做家務，照顧長輩及弟妹。一如過往，學生可在今天或
明天（星期五）透過學校購買康乃馨送給媽媽、祖母和婆婆以表孝心。 

 

本學年尚餘不多的時間，希望同學都有長遠的眼光，放眼將來。暑假只是一個短暫的休止符，正如
有人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所以五月初更是一個讓自己檢視進度，為九月新學年新開始而付出努力
的一個關鍵時刻。若能急起直追或堅持到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叫你喜出望外。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我們是祂所造， 
我們屬於祂，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上的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來感謝祂；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祂的信實直到萬代，因為我們屬於祂。 

（詩篇第一百篇）。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  

下學期考試臨近，今天將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內容包括考試時間表、考試範圍、各級升班要求及
暑期補底班安排。家長請細閱有關文件，並督促子女努力溫習，爭取佳績。 
 

2. 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3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蒞臨致訓授憑。當天除中六畢業生、學生大使、學生領袖及中一
級學生外，其餘各級同學均毋須回校。同時，請中一級同學當天 2:00pm 前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並
請家長簽署回條交回班主任。學校誠邀各位家長出席觀禮，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妥今期《家書》回
條，並於下星期一或之前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以便安排座位。 

 

此外，5 月 11 日（三）Day E 為畢業禮綵排，當日會根據「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下午為綵排時
間，其他學生活動暫停。除出席綵排學生外，其他同學請盡早回家溫習，為下學期考試作準備，敬
請家長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第三十三期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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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暑期英語日營 2016 

本校與 The Appleton School 將於今年暑假舉辦一連兩天的暑期英語日營，屆時將有 20 位英國中學
生到本校作文化交流，是次機會難得，希望同學踴躍參與，藉此擴闊視野、提昇英語說話能力，並
多接觸英國文化。 
 
日期：8 月 2-3 日（星期二、三） 
時間：9:30a.m.-5:30p.m. 
費用：$150*（現階段毋須繳費，同學將於出席所有活動後獲得$50 的退款） 
對象：45 名中一至中三學生 
活動內容：屯門定向、文化交流工作坊、戶外探訪及活動、烹飪 
 
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 5 月 13 日（星期五前）填妥回條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本校將於 5 月中至
下旬為有意參加同學進行面試，以作甄選。同學將會在稍後收到通知。 
 
獲取錄同學將於 5 月 31 日前接獲通知，並於 6 月繳交有關費用。家長和同學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 本校會提供全額資助與經濟上有需要的同學參與是次活動。同學如有查詢可與社工或王志傑老師

聯絡。 
 

4. 職業探索活動（七）──從追夢到實踐，空中服務員初體驗（高中適用）  
從追夢到實踐，過程必須親自探索。電視劇中的空中服務員能翱翔天際、周遊列國，可能是很多人
自小的夢想。本活動透過現職空中服務員的分享，讓同學了解空中服務的工作與職責、飛行前後的
準備、箇中的樂趣及挑戰，並於模擬機艙進行活動等。詳情如下： 
 
日  期：2016 年 6 月 17 日（五） 
時  間：下午 2:30 – 4:30 
地  點：香港城市大學 SCOPE 金鐘教學中心（中環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8 樓） 
集合時間：下午 2:15 名額：20 人 
解散時間：下午 4:30 費用：$20（原價$120） 
集合及解散地點：金鐘港鐵站 D 出口 ＊準時出席者將全數退回 
服飾：整齊夏季校服 
備註：同學需自行乘車前往，請自備足夠車資，並帶備一支筆。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5 月 12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升
職輔領袖生優先。 
 

5. 職業探索活動（八）──從追夢到實踐，樂園裡的甜品師  
從追夢到實踐，過程必須親自探索。很多同學喜歡製作甜品，因為過程不但可以放鬆心情，若品嚐
的人報以開心滿足的表情，還能成為一股推動力，讓你精益求精。故此，你會否考慮把興趣發展成
為事業呢？本活動邀請了一位於主題樂園任職甜品師的舊生，她會一邊教大家做甜品，一邊分享她
成為甜品師的經歷。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三）  
時間：上午 9:30 - 12:30 
地點：本校家政室  
名額：20 人 
費用：$30（包括食材）  
服飾：整齊夏季校服並自備圍裙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5 月 19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升
職輔領袖生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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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書覓知音」活動報告  

圖書館為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及支持環保，15~16/4 在新玻璃房舉行「好書覓知音」圖書義賣
活動已完滿結束，此次一共收到 114 本書, 而兩天共售出 315 本書，共籌得$1,154，收入全數撥捐
本校學生慈惠基金。 
 

多謝各位老師及同學的踴躍參與，希望同學獲得好書，好好享受閱讀！ 
 

7. 聯課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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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中一級學生必須交回）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弟出席是次畢業典禮，本人亦會出席，共________位出席（不計敝子弟）。 

 知悉敝子弟出席是次畢業典禮，但本人未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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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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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暑期英語日營 2016（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暑期英語日營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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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_______日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4/4/2016 
3C 司徒明敏 

3C 戴潔瑩 

Hong Kong Scrabble 
Players Association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6 

Secondary (Novice)  
Gold Cup 

1st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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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或之前交往校務處 

 

編號：15/16 年度五月份（家書）第三十三期 

13/5 前交給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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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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本周日是母親節，希望藉這個機會預祝各位家長母親節快樂。各位爸爸和學生要多加支持媽媽，子
女們要自律自愛，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多在家中做家務，照顧長輩及弟妹。一如過往，學生可在今天或
明天（星期五）透過學校購買康乃馨送給媽媽、祖母和婆婆以表孝心。 

 

本學年尚餘不多的時間，希望同學都有長遠的眼光，放眼將來。暑假只是一個短暫的休止符，正如
有人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所以五月初更是一個讓自己檢視進度，為九月新學年新開始而付出努力
的一個關鍵時刻。若能急起直追或堅持到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叫你喜出望外。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 
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上帝，我們是祂所造， 
我們屬於祂，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上的羊。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來感謝祂；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應當稱頌祂的名！ 

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 
祂的信實直到萬代，因為我們屬於祂。 

（詩篇第一百篇）。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  

下學期考試臨近，今天將派發下學期考試通告，內容包括考試時間表、考試範圍、各級升班要求及
暑期補底班安排。家長請細閱有關文件，並督促子女努力溫習，爭取佳績。 
 

2. 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  
5 月 13 日（五）下午三時至五時四十五分為本校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我們邀請
到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莫家豪教授蒞臨致訓授憑。當天除中六畢業生、學生大使、學生領袖及中一
級學生外，其餘各級同學均毋須回校。學校亦誠邀各位家長出席觀禮，如有興趣參加，請填妥今期
《家書》，並於下星期一或之前由貴子弟交回班主任，以便安排座位。 

 

此外，5 月 11 日（三）Day E 為畢業禮綵排，當日會根據「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下午為綵排時
間，其他學生活動暫停，除出席綵排學生外，其他同學請盡早回家溫習，為下學期考試作準備，敬
請家長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第三十三期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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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暑期英語日營 2016 

本校與 The Appleton School 將於今年暑假舉辦一連兩天的暑期英語日營，屆時將有 20 位英國中學
生到本校作文化交流，是次機會難得，希望同學踴躍參與，藉此擴闊視野、提昇英語說話能力，並
多接觸英國文化。 
 
日期：8 月 2-3 日（星期二、三） 
時間：9:30a.m.-5:30p.m. 
費用：$150*（現階段毋須繳費，同學將於出席所有活動後獲得$50 的退款） 
對象：45 名中一至中三學生 
活動內容：屯門定向、文化交流工作坊、戶外探訪及活動、烹飪 
 
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 5 月 13 日（星期五前）填妥回條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本校將於 5 月中至
下旬為有意參加同學進行面試，以作甄選。同學將會在稍後收到通知。 
 
獲取錄同學將於 5 月 31 日前接獲通知，並於 6 月繳交有關費用。家長和同學如有任何查詢，歡迎
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 本校會提供全額資助與經濟上有需要的同學參與是次活動。同學如有查詢可與社工或王志傑老師

聯絡。 
 

4. 職業探索活動（七）──從追夢到實踐，空中服務員初體驗（高中適用）  
從追夢到實踐，過程必須親自探索。電視劇中的空中服務員能翱翔天際、周遊列國，可能是很多人
自小的夢想。本活動透過現職空中服務員的分享，讓同學了解空中服務的工作與職責、飛行前後的
準備、箇中的樂趣及挑戰，並於模擬機艙進行活動等。詳情如下： 
 
日  期：2016 年 6 月 17 日（五） 
時  間：下午 2:30 – 4:30 
地  點：香港城市大學 SCOPE 金鐘教學中心（中環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8 樓） 
集合時間：下午 2:15 名額：20 人 
解散時間：下午 4:30 費用：$20（原價$120） 
集合及解散地點：金鐘港鐵站 D 出口 ＊準時出席者將全數退回 
服飾：整齊夏季校服 
備註：同學需自行乘車前往，請自備足夠車資，並帶備一支筆。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5 月 12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升
職輔領袖生優先。 

 
5. 職業探索活動（八）──從追夢到實踐，樂園裡的甜品師  

從追夢到實踐，過程必須親自探索。很多同學喜歡製作甜品，因為過程不但可以放鬆心情，若品嚐
的人報以開心滿足的表情，還能成為一股推動力，讓你精益求精。故此，你會否考慮把興趣發展成
為事業呢？本活動邀請了一位於主題樂園任職甜品師的舊生，她會一邊教大家做甜品，一邊分享她
成為甜品師的經歷。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三）  
時間：上午 9:30 - 12:30 
地點：本校家政室  
名額：20 人 
費用：$30（包括食材）  
服飾：整齊夏季校服並自備圍裙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5 月 19 日或之前連同費用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升
職輔領袖生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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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好書覓知音」活動報告  

圖書館為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及支持環保，15~16/4 在新玻璃房舉行「好書覓知音」圖書義賣
活動已完滿結束，此次一共收到 114 本書, 而兩天共售出 315 本書，共籌得$1,154，收入全數撥捐
本校學生慈惠基金。 
 

多謝各位老師及同學的踴躍參與，希望同學獲得好書，好好享受閱讀！ 
 

7. 聯課活動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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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五屆中六畢業典禮暨周年步操檢閱（中二至中五級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事項，並會出席是次畢業典禮，人數共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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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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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暑期英語日營 2016（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暑期英語日營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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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六年五月_______日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4/4/2016 
3C 司徒明敏 

3C 戴潔瑩 

Hong Kong Scrabble 
Players Association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6 

Secondary (Novice)  
Gold Cup 

1st 
runn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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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前交給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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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或之前交往校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