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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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追求學問進步、投入聯課及服務經驗、塑造品格成長是我們同時看重的教育目標。它們三者並不

是次序的關係，反之是共生而互相支持、補足的智慧，就如一座三腳的鼎，缺一不可。在日新月異的
今天，學問、活動經驗及品格若不能互相補足，青少年的成長就有所欠缺，例如可能因欠生活體驗，
理解學科問題或理解能力上會欠缺靈活及應用觸覺，又或者因欠缺品格修養，未能在學問上更上一層
樓。 

十分感恩馬可賓學生在三者上均有令人欣慰的表現，各人都以升入大學，繼續學業而努力；他們
亦投入制服隊伍訓練及群體生活；更可喜的是社區人士十分欣賞學生在校外的行為舉止，在沒有師長
在場下，學生都十分自律有禮，希望家長都對子女加以讚許，鼓勵他們努力實踐馬可賓人特質：「積極
主動、忠心盡責、清潔有禮、正直勇敢、坦誠關懷」。 

當然要青少年堅持在以上三方面有長進並不容易，我們更要提醒他們節制使用電子產品，特別是
手提電話。中學階段只有六年，若因沉迷使用電腦或手提電話，必然會犧牲學習、閱讀課外書及群體
生活的時間，所以珍惜光陰是千古不變的智慧。希望各家長能配合我們的方向，時刻關心子女成長及
善用時間。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學生須保持樸素整潔儀容 

學校對學生校服儀容的要求向來以端莊、自然、樸素及整潔為原則，尤其頭髮須修剪妥當，萬莫標
奇立異。男生髮式須短，不可遮蓋眼眉或耳朵，耳鬢不可超過耳朵一半；女生髮長及肩者須束馬尾，
劉海與髮鬢亦須夾妥，前額頭髮不能蓋眉。 
 

近日髮型風潮崇尚奇型（男生兩邊極短而中間留長），學校一向希望同學保持樸素端莊形象，故提醒
同學切勿跟隨潮流，而同學到髮型屋剪髮時亦須向理髮師講明學校有關樸素髮式的要求，以免浪費
金錢換來怪異髮型，並且有損良好樸素學生的形象。 
 

此外，學校一直禁止學生配戴墨鏡回校。而最近市面推出漸變色眼鏡，由於此類眼鏡在紫外光下會
變成類似墨鏡的顏色，由於從室外到室內變回透明鏡需時，進入課室或禮堂，都並不適宜，故學校
同樣禁止學生配戴。如同學因眼疾須配戴特別眼鏡（墨鏡／漸變色鏡），須得眼科醫生文件証明，並
且請連同家長信向學校申請，學校將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豁免。 

 

2. 手提電話政策 

學校提醒同學，學生不可在平日上課日子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如有特別需要，可書面向訓導組申
請)。如同學需於週六、週日及公眾假期回校，請必須遵守以下規則︰(1)進入學校大門前，必須關
閉手提電話(不只是震動或靜音模式)；(2)學生在校園範圍內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手提電話(老師或制
服隊伍導師指示除外)。敬請同學留意。 

 

3. 善用儲物櫃 

為了培養同學的自律精神及保持課室的清潔，學校一直都要求同學善用儲物櫃及於放學後帶走所有
個人物品。老師會定期檢查班房，如發現同學留書在抽屜內，將會被扣減操行分或處分。請同學及
早養成自律習慣，並希望家長也在平日多加提點，令他們養成好習慣。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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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徒都
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萬化的世
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青少年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成人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周日上午 11:00-12:00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青少年團契(地點:馬可賓中學) 

神盾局(中一至中三學生) 周日上午 12:00-1:15 

高團(中四至大專生) 周日上午 12:00-1:15 

 
5. 家長糕點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能使參加者學習不同類型的糕點，例如：蛋撻、柚子蛋糕、Pizza
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10月7、14日，11月4、11、18、25日，12月2及16日，共8堂 
時間：下午2:00至3:30 
地點：家政室308室 
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名額：12人 
報名方法：填妥背頁回條並於9月26日（一）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6.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詳  情：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上午 9:00-10:00 
 10 月 5、6、12、13、19 及 20 日 

11 月 2、9、23、24 及 30 日 
12 月 1、7、8、14 及 15 日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填妥回條並於 26/9(一)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7. 有關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3 日(五)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取
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費
用，並於 10 月 12 日(星期三)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如以支
票付款，抬頭請寫『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
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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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牛津出版社邀請了曾鈺成太平紳士為全港中學生舉辦英語學習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  期：10 月 7 日（星期五） 
時  間：4：45pm – 6:15pm 
地  點：拔萃男書院中學部 
 
集合地點：本校小食部 
集合時間：3:45pm 
解散地點：本校閘口 
解散時間：約 7：30pm 
交  通：本校將提供旅遊巴接送同學往返活動場地。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名  額：40 人 
費  用：10 元 (學校已資助大部份交通費用) 
活動內容：曾鈺成太平紳士會分享他的英語學習心得 
服  飾：整齊夏季校服 
 
* 若同學有需要在拔萃男書院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的回條上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30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穎
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3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同學。如
有查詢，請聯絡王志傑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註：當天下午有基督徒團契，同學若出席基督徒團契，請勿報名參加此活動。 

 

9. QF 帶你進入印刷業-探知創意無限的出版世界（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將於本學年舉辦上述參觀活動，讓學生認識書籍出版的過程與出
版業的不同工作崗位。完成活動的同學可獲頒出席證書。 
 
活動目標：使同學認識到一本書誕生的全過程、書籍出版概念與編輯流程、書籍的設計及製作過程 
名  額：每場約 50 人（先到先得，費用全免） 
日  期：2016 年 10 月 29 日（六） 
時  間：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香港管理學院（北角英皇道 75 號聯合出版大廈 25 樓） 
活動內容：1. 認識書籍編輯出版、設計製作及流通過程（包括最新之電子出版） 

2. 與資深出版人對話 
3. 精品圖書展覽 

報  名：請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到
通知。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0/7/2016 5C 羅筠淳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新界少青團 
個人比賽 初級組家居護理比賽 

冠軍 

10/7/2016 3B 彭詠萱 季軍 

20/9/2016 5C 鄭善衡 — 香港青年妙詩卡鋼琴大賽 八級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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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4/9/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8/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12.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45pm – 5:00pm 
活動地點：葵青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葵青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葵青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身分錯配、一見鍾情、單戀相思、越愛越烈、求愛不得、自戀成狂……誇啦啦一新莎翁

名著《十二夜》面貌，換上香港 1900 年代殖民地背景，笑看愛的百態。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6 日（星期一）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
陳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
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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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長糕點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家長糕點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__日 

---------------------------------------------------------------------------------------------------------------------------------------- 
回  條 

讚美操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讚美操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__日 
---------------------------------------------------------------------------------------------------------------------------------------- 

 

回  條 

十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Twelfth Nigh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十二夜》(Twelfth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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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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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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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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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四期 

26/9 或之前交回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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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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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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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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追求學問進步、投入聯課及服務經驗、塑造品格成長是我們同時看重的教育目標。它們三者並不

是次序的關係，反之是共生而互相支持、補足的智慧，就如一座三腳的鼎，缺一不可。在日新月異的
今天，學問、活動經驗及品格若不能互相補足，青少年的成長就有所欠缺，例如可能因欠生活體驗，
理解學科問題或理解能力上會欠缺靈活及應用觸覺，又或者因欠缺品格修養，未能在學問上更上一層
樓。 

十分感恩馬可賓學生在三者上均有令人欣慰的表現，各人都以升入大學，繼續學業而努力；他們
亦投入制服隊伍訓練及群體生活；更可喜的是社區人士十分欣賞學生在校外的行為舉止，在沒有師長
在場下，學生都十分自律有禮，希望家長都對子女加以讚許，鼓勵他們努力實踐馬可賓人特質：「積極
主動、忠心盡責、清潔有禮、正直勇敢、坦誠關懷」。 

當然要青少年堅持在以上三方面有長進並不容易，我們更要提醒他們節制使用電子產品，特別是
手提電話。中學階段只有六年，若因沉迷使用電腦或手提電話，必然會犧牲學習、閱讀課外書及群體
生活的時間，所以珍惜光陰是千古不變的智慧。希望各家長能配合我們的方向，時刻關心子女成長及
善用時間。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六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六級家長晚會於 10 月 7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禮堂點名，家長請於 7:00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以下事項： 
 

 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及學習主題  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考好文憑試的支援措施 
 幫助子女處理壓力方法  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收生要求及報讀策略 
 如何運用文憑試成績預測以迎戰文憑試   
 

 

故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
有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回條上，於下星期一（26/9）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
的參與。 

 

2. 學生須保持樸素整潔儀容 

學校對學生校服儀容的要求向來以端莊、自然、樸素及整潔為原則，尤其頭髮須修剪妥當，萬莫標
奇立異。男生髮式須短，不可遮蓋眼眉或耳朵，耳鬢不可超過耳朵一半；女生髮長及肩者須束馬尾，
劉海與髮鬢亦須夾妥，前額頭髮不能蓋眉。 
 

近日髮型風潮崇尚奇型（男生兩邊極短而中間留長），學校一向希望同學保持樸素端莊形象，故提醒
同學切勿跟隨潮流，而同學到髮型屋剪髮時亦須向理髮師講明學校有關樸素髮式的要求，以免浪費
金錢換來怪異髮型，並且有損良好樸素學生的形象。 
 

此外，學校一直禁止學生配戴墨鏡回校。而最近市面推出漸變色眼鏡，由於此類眼鏡在紫外光下會
變成類似墨鏡的顏色，由於從室外到室內變回透明鏡需時，進入課室或禮堂，都並不適宜，故學校
同樣禁止學生配戴。如同學因眼疾須配戴特別眼鏡（墨鏡／漸變色鏡），須得眼科醫生文件証明，並
且請連同家長信向學校申請，學校將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豁免。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二日 



編號：16/17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3. 手提電話政策 

學校提醒同學，學生不可在平日上課日子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如有特別需要，可書面向訓導組申
請)。如同學需於週六、週日及公眾假期回校，請必須遵守以下規則︰(1)進入學校大門前，必須關
閉手提電話(不只是震動或靜音模式)；(2)學生在校園範圍內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手提電話(老師或制
服隊伍導師指示除外)。敬請同學留意。 
 

4. 善用儲物櫃 

為了培養同學的自律精神及保持課室的清潔，學校一直都要求同學善用儲物櫃及於放學後帶走所有
個人物品。老師會定期檢查班房，如發現同學留書在抽屜內，將會被扣減操行分或處分。請同學及
早養成自律習慣，並希望家長也在平日多加提點，令他們養成好習慣。 

 

5.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徒都
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萬化的世
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青少年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成人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周日上午 11:00-12:00 4)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5)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6)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青少年團契(地點:馬可賓中學) 

神盾局(中一至中三學生) 周日上午 12:00-1:15 

高團(中四至大專生) 周日上午 12:00-1:15 

 
6. 家長糕點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能使參加者學習不同類型的糕點，例如：蛋撻、柚子蛋糕、Pizza
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10月7、14日，11月4、11、18、25日，12月2及16日，共8堂 
時間：下午2:00至3:30 
地點：家政室308室 
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名額：12人 
報名方法：填妥背頁回條並於9月26日（一）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7.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詳  情：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上午 9:00-10:00 
 10 月 5、6、12、13、19 及 20 日 

11 月 2、9、23、24 及 30 日 
12 月 1、7、8、14 及 15 日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填妥回條並於 26/9(一)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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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3 日(五)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取
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費
用，並於 10 月 12 日(星期三)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如以支
票付款，抬頭請寫『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
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9.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牛津出版社邀請了曾鈺成太平紳士為全港中學生舉辦英語學習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  期：10 月 7 日（星期五） 
時  間：4：45pm – 6:15pm 
地  點：拔萃男書院中學部 
 
集合地點：本校小食部 
集合時間：3:45pm 
解散地點：本校閘口 
解散時間：約 7：30pm 
交  通：本校將提供旅遊巴接送同學往返活動場地。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名  額：40 人 
費  用：10 元 (學校已資助大部份交通費用) 
活動內容：曾鈺成太平紳士會分享他的英語學習心得 
服  飾：整齊夏季校服 
 
* 若同學有需要在拔萃男書院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的回條上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30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穎
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3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同學。如
有查詢，請聯絡王志傑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註：當天下午有基督徒團契，同學若出席基督徒團契，請勿報名參加此活動。 

 

10. QF 帶你進入印刷業-探知創意無限的出版世界（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將於本學年舉辦上述參觀活動，讓學生認識書籍出版的過程與出
版業的不同工作崗位。完成活動的同學可獲頒出席證書。 
 
活動目標：使同學認識到一本書誕生的全過程、書籍出版概念與編輯流程、書籍的設計及製作過程 
名  額：每場約 50 人（先到先得，費用全免） 
日  期：2016 年 10 月 29 日（六） 
時  間：早上 9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香港管理學院（北角英皇道 75 號聯合出版大廈 25 樓） 
活動內容：1. 認識書籍編輯出版、設計製作及流通過程（包括最新之電子出版） 

2. 與資深出版人對話 
3. 精品圖書展覽 

報  名：請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到
通知。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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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4/9/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8/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12.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45pm – 5:00pm 
活動地點：葵青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葵青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葵青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身分錯配、一見鍾情、單戀相思、越愛越烈、求愛不得、自戀成狂……誇啦啦一新莎翁

名著《十二夜》面貌，換上香港 1900 年代殖民地背景，笑看愛的百態。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6 日（星期一）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
陳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
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13.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0/7/2016 5C 羅筠淳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新界少青團 
個人比賽 初級組家居護理比賽 

冠軍 

10/7/2016 3B 彭詠萱 季軍 

20/9/2016 5C 鄭善衡 — 香港青年妙詩卡鋼琴大賽 八級組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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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長糕點班／讚美操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家長糕點班。 

 本人有意參加讚美操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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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Twelfth Nigh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十二夜》(Twelfth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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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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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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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 
回  條  

中六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並會出席是次家長晚會，若有任何意見／提問，歡迎填妥後頁之表格一

併交回。（家長出席人數為____位）

 

已明白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但因要事未能出席，因此會透過其他途徑聯絡班主任，瞭解子女在校情況。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六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六九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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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9 月 30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四期 

26/9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四期 

請於 26/9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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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前問卷 

 

請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寫下，以便在家長晚會或稍後回應。 
 

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 家長/學生的建議 

  

 
 

 



編號：15/16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五期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016／2017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 
 

感謝家長們對家校事務的支持，今年報名願意奉獻個人寶貴的時間成為家校委員的家長共有十二人，
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十二位家長的資料及他們對成為委員後的期望。
他們願意為了幫助學校更好地實踐教育使命，獻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實在使人感動。故此，我在此
向該十二位家長致以衷心感謝，願神祝福並賜他們平安，也感謝其他所有家長的關心和支持！（排名
不分先後） 

 
 
家長委員姓名：陳燕芬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鄭凱旻(F.2A)  
期望：靠着主的恩典，繼續為家校會效
力，願與各委員同心合意，協助校方推
行有關活動，讓老師及同學們樂在其
中，增添歸屬感。 

 
家長委員姓名：鄧淑儀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郭晉希(F.2B)  
期望：為各子女加深與校內聯繫，並加
以溝通和了解當中的問題和疑慮，並希
望創造一個令大家愉快和諧的校園。 

 
家長委員姓名：李欣歡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麥浩然(F.2B) 
期望：藉著參加家校會，能成為家長與
同學之間的一道橋樑，從而協助學校在
各方面的活動當中能盡自己一點綿力，
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家長委員姓名：李文菊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柯茵浠(F.2B) 
期望：加強學生、老師和家長的彼此尊
重，互相建立一個不斷學習的群體，以
身作則，為子女樹立良好的榜樣，並以
愛心服務學校，幫助學生。 

 
家長委員姓名：馮德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信僖(F.2C) 
期望：我參加家校會一年，對學校認識
加深了很多，了解子女在學校成長的生
活，了解家長與老師合作和溝通。期望
新學年為學校為學生付出一分力。 

 
家長委員姓名：蘇海婷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許浚傑(F.2C) 
期望：扶助子女成長，從來不是一件易
事，如果家長能與學校衷誠合作，自然
事半功倍。因此本人希望學校、老師與
家長之間能有更好的溝通，有更強的連
繫，幫助學生有更佳的發展。 

 
家長委員姓名：羅蘭香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沙佩欣(F.2D)  
期望：我希望通過參加家庭與學校協作
會活動，讓我對學校更深了解和溝通發
揮相互合作精神，藉此和其他家長分享
經驗。 

 
家長委員姓名：張德芝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梁雋禮(F.2D)  
期望：藉著參加家校會的工作和活
動，會對學校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
跟兒子有更多溝通的話題。同時亦很
高興貴校設有家校會，成為學校、老
師及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 

 
家長委員姓名：黃鳳鳴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梁頌筠(F. 3C) 
期望：可透過各種活動使家長對學校有
更多了解的機會，並加強家長與家長之
間的認識，提供一個健康校園環境，讓
同學健康地成長。 

 
家長委員姓名：龔蘭英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嘉儀(F.4A)  
期望：成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透過有效的溝通加深學校之間良好的
關係，為學校為學生出一分力。 

 
家長委員姓名：金雪梅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郭信賢(F.5C)  
期望：分享彼此面對的挑戰，並參與不
同活動，希望能夠互補不足，互相配
搭，建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 

 
家長委員姓名：何鳳英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余卓然(F.6C)   
期望：家校會是家庭與學校的協作橋
樑，參與家校會的工作和活動，有助
我們了解子女在學校生活及成長過
程，並希望在此盡自己的一點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