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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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閱讀是打好學問根基的不二方法，因為書本包含的知識和視野比一切的筆記和考試都要多，

沒有閱讀的習慣一定不能有紮實的學問。本星期我們安排了數個閱讀講座給同學，原來生活與文
化之間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例如著名烹飪書籍作家陳紀臨先生及太太蒞臨向中一及中二同學
分享了烹飪與中國文化，講解了很多有趣的知識，如「筷子文化」的演變、「炆和燜的煮法差異」
等等，原來中國各地的烹調方法也和當地文化有微妙的關係。 

下星期將舉行周年陸運會，各同學正積極準備參賽及啦啦隊活動，學生時代往往最寶貴的回
憶就是群體生活，希望各同學也能在當中投入及享受！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換季事宜  
11 月 18 日(星期五)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三)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12
月 1 日（星期四）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同學可先預備冬季校服，不合
身的校服請盡早更換。 
  
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 
  
此外，在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可在校服外加穿淨色羽絨褸，其他質料的外套則不可穿
著回校。而女生在寒冷天氣警告下，可穿著羊毛襪褲或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 
  
頸巾顏色以純白、純黑或純綠色為主。有關冬季校服指引，可參照中文版手冊第八頁（英文版第十
一及十二頁）。 

 註：「全套冬季體育服」指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包括外套)，如天氣寒冷可加穿
白色長袖內衣。 

 

2. 香港神託會「募捐/認捐  • 售賣慈善券  • 賣旗籌款」活動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
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
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故本會在今學年將推行一連串
籌款活動。在上學期將會進行全校性募捐/認捐，而下學期將會售賣慈善券及於 2 月 25 日舉行賣旗
籌款活動，是次籌款對神託會十分重要，懇請大家鼎力支持，詳情如下： 
 

i) 募捐/認捐 
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推廣復康人士服務的身心健康項目、為兒童/青少年及問題家庭提供輔導
服務、為準退休男士舉辦的適應退休生活活動，以加強他們的抗逆力及促進家庭和諧。凡捐款
港幣$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慈善捐款收據作扣稅之用。 

 

ii) 售賣慈善券 
學生發售慈善券日期由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6 日（由於中六學生需要準備文憑試，故發售
慈善券日期將會提前在 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 月 3 日進行） 

 

iii) 賣旗籌款 
我們全校師生（除中六學生需要準備文憑試）、工友、教職員和家長們將參與香港神託會賣旗籌
款活動，並於 2017 年 2 月 25 日(六)進行。 

 

所有善款將直接撥入香港神託會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展，本校不會收取任何行政費用。如
蒙家長鼎力襄助，不勝銘感。如有查詢，歡迎與本人或袁子鉅先生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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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十一月四日派發十二月及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十一月十一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
同學請到小食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有
查詢，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4.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酒店、旅遊及航空」升學及職業講座（中四至中六適用） 

 香港酒店、旅遊及航空行業發展蓬勃，對人才需求甚為殷切。為讓學生對該行業發展及就業出路有
更深的了解，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將舉行「酒店、旅遊及航空」升學及職業講座，費用全免，
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19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廳 LT-2 
內容：課程導師及業界人士講解進修途徑及行業前景、現正投身相關行業的畢業生作親身分享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11 月 14 日（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5. 「加拿大教育展 2016」  

加中文化教育協會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將於 2016 年 11 月下旬舉辦「加拿大教育展 2016」，詳情如下： 
日期：11 月 26 日及 27 日（六及日） 
地點：香港童軍中心 1109 室（港鐵佐敦站 C2 出口或柯士旬站 F 出口）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活動：（一）升學及院校資訊講座（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內容包括加拿大教育制度、學分轉移制度、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學校及課程等 
（二）院校展覽（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 

鼓勵有意到加拿大升學的同學出席是次活動，同學請於 11 月 14 日（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6. 2017 年華僑大學校長推薦計劃（中六級適用）  
福建省華僑大學已公佈 2017 年度之校長推薦計劃詳情，本屆中六級同學如欲申請華僑大學校長推
薦計劃，須留意以下事項： 

 
申請對象： 凡高中畢業，品行端正，身體健康，並持香港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的香港學生 
 

申請資格： 1. 學習成績優良及平時品行表現良好者 
2. 在科技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有突出表現者 
3. 在音樂、舞蹈、體育、美術方面有突出表現者 
 

申請與審批流程： 1. 學生填寫申請表，向本校提交相應申請資料 
2. 由校長審核及簽署；本校將向華僑大學提供學生成績與排名、在校表現  
  等資料 
3. 申請表及相關文件須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前遞交到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 
  （北角英皇道 367-373 號上潤中心 19 樓 D 室） 
4. 進行面試及通知錄取結果；符合條件的學生，保送錄取本科；不符合條 
  件的學生將作為推薦生，可根據文憑試成績申請免試 
 

華僑大學聯絡人：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康先生或李先生 
（電話：25645133  電郵：hquhk@yahoo.com.hk） 

 
有意遞交申請的中六級同學，須於 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填妥校長推薦信申請表格並交給本校升學
及職業輔導組鄭卓傑老師。詳情可參閱華僑大學招生資訊網（http://zsc.hqu.edu.cn/）及下載申請表
格，如有問題，可聯絡鄭卓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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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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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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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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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8.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11/2016 3D 梁馥而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女子乙組個人賽 殿軍 
3/11/2016 1B 江梓澄 女子丙組個人賽 殿軍 
3/11/2016 2A 吳易修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C 林信僖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D 程衍錕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D 張晉滔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1A 游啟之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1D 劉海信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15/10/2016 3B 黃千倖 深圳冰上運動 
輪滑協會 

2016 奧得賽杯深圳市 
青少年速度輪滑錦標賽 
暨首屆平地花式錦標賽 

女子少年甲組 冠軍 

17/10/2016 5E 周曉筠 

天水圍循道 
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小學
第十六屆陸運會暨遊戲日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5E 張悅熙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4B 黃紫珊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3D 趙紀淘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2016 首屆國際 

(佛山)蔡李佛功夫賽
籌委會 

2016 首屆國際(佛山) 
蔡李佛功夫賽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 亞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 亞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女子少年組拳術 亞軍 

8/10/2016 1A 游啟之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 
錦標賽 

男子 12 歲 50 米蝶泳 季軍 
男子 12 歲 50 米捷泳 殿軍 
男子 12 歲 50 米蛙泳 殿軍 

5/11/2016 5B 劉佳櫻 

元朗區議會、 
元朗區體育會 

全港花式跳繩校際賽 
太子珠寶鐘錶盃 

中學女子甲組 
30 秒單車步 冠軍 

5/11/2016 3C 文詩靈 中學女子甲組 
30 秒二重跳 亞軍 

5/11/2016 4A 方子希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個人花式 亞軍 

5/11/2016 4A 方子希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單車步 季軍 

5/11/2016 1A 文俊人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個人花式 季軍 

24/9/2016 5A 羅敏妍 香港紅十字會 2016 年度新界西總部 
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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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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閱讀是打好學問根基的不二方法，因為書本包含的知識和視野比一切的筆記和考試都要多，
沒有閱讀的習慣一定不能有紮實的學問。本星期我們安排了數個閱讀講座給同學，原來生活與文
化之間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例如著名烹飪書籍作家陳紀臨先生及太太蒞臨向中一及中二同學
分享了烹飪與中國文化，講解了很多有趣的知識，如「筷子文化」的演變、「炆和燜的煮法差異」
等等，原來中國各地的烹調方法也和當地文化有微妙的關係。 

下星期將舉行周年陸運會，各同學正積極準備參賽及啦啦隊活動，學生時代往往最寶貴的回
憶就是群體生活，希望各同學也能在當中投入及享受！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換季事宜  

11 月 18 日(星期五)至 11 月 30 日(星期三)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12
月 1 日（星期四）將會正式換季，請同學換上整齊冬季校服回校。同學可先預備冬季校服，不合
身的校服請盡早更換。 
  
換季緩衝期及換季後，如當天有體育課，同學可穿著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 
  
此外，在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可在校服外加穿淨色羽絨褸，其他質料的外套則不可穿
著回校。而女生在寒冷天氣警告下，可穿著羊毛襪褲或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 
  
頸巾顏色以純白、純黑或純綠色為主。有關冬季校服指引，可參照中文版手冊第八頁（英文版第十
一及十二頁）。 

 註：「全套冬季體育服」指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全套冬季體育服回校(包括外套)，如天氣寒冷可加穿
白色長袖內衣。 

 
2. 中二級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本校中二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25 日 7:00p.m.-9:15p.m.舉行，家長請於當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
任會面，瞭解班內情況，並領取 貴子弟統測成績單，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當晚我們十分
榮幸能邀請恩友堂主任牧師陳國平博士（臨床心理學家）與各位家長分享，題目為「家長應如何處
理子女在成長上的轉變」，例如：兩性關係、手機運用、親子關係等，敬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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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回條的背面上，於下星期一（14/11）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的參與。 
 

 

3.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十一月四日派發十二月及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十一月十一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
同學請到小食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有
查詢，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第十一期 
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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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神託會「募捐/認捐  • 售賣慈善券  • 賣旗籌款」活動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
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
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故本會在今學年將推行一連串
籌款活動。在上學期將會進行全校性募捐/認捐，而下學期將會售賣慈善券及於 2 月 25 日舉行賣旗
籌款活動，是次籌款對神託會十分重要，懇請大家鼎力支持，詳情如下： 
 

iv) 募捐/認捐 
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推廣復康人士服務的身心健康項目、為兒童/青少年及問題家庭提供輔導
服務、為準退休男士舉辦的適應退休生活活動，以加強他們的抗逆力及促進家庭和諧。凡捐款
港幣$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慈善捐款收據作扣稅之用。 

 

v) 售賣慈善券 
學生發售慈善券日期由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6 日（由於中六學生需要準備文憑試，故發售
慈善券日期將會提前在 2016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 月 3 日進行） 

 

vi) 賣旗籌款 
我們全校師生（除中六學生需要準備文憑試）、工友、教職員和家長們將參與香港神託會賣旗籌
款活動，並於 2017 年 2 月 25 日(六)進行。 

 

所有善款將直接撥入香港神託會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展，本校不會收取任何行政費用。如
蒙家長鼎力襄助，不勝銘感。如有查詢，歡迎與本人或袁子鉅先生聯絡。 
 

5.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酒店、旅遊及航空」升學及職業講座（中四至中六適用） 

 香港酒店、旅遊及航空行業發展蓬勃，對人才需求甚為殷切。為讓學生對該行業發展及就業出路有
更深的了解，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將舉行「酒店、旅遊及航空」升學及職業講座，費用全免，
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19 日（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九龍塘達之路香港城市大學演講廳 LT-2 
內容：課程導師及業界人士講解進修途徑及行業前景、現正投身相關行業的畢業生作親身分享 
 

同學如有興趣，請於 11 月 14 日（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6. 「加拿大教育展 2016」  

加中文化教育協會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將於 2016 年 11 月下旬舉辦「加拿大教育展 2016」，詳情如下： 
日期：11 月 26 日及 27 日（六及日） 
地點：香港童軍中心 1109 室（港鐵佐敦站 C2 出口或柯士旬站 F 出口）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5 時 
活動：（一）升學及院校資訊講座（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內容包括加拿大教育制度、學分轉移制度、以及如何選擇合適的學校及課程等 
（二）院校展覽（中午 12 時至下午 5 時） 

鼓勵有意到加拿大升學的同學出席是次活動，同學請於 11 月 14 日（一）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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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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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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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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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11/2016 3D 梁馥而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女子乙組個人賽 殿軍 
3/11/2016 1B 江梓澄 女子丙組個人賽 殿軍 
3/11/2016 2A 吳易修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C 林信僖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D 程衍錕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2D 張晉滔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1A 游啟之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3/11/2016 1D 劉海信 男子丙組團體賽 殿軍 

15/10/2016 3B 黃千倖 深圳冰上運動 
輪滑協會 

2016 奧得賽杯深圳市 
青少年速度輪滑錦標賽 
暨首屆平地花式錦標賽 

女子少年甲組 冠軍 

17/10/2016 5E 周曉筠 

天水圍循道 
衞理中學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小學
第十六屆陸運會暨遊戲日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5E 張悅熙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4B 黃紫珊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17/10/2016 3D 趙紀淘 女子友校 4x100 米接力 季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2016 首屆國際 

(佛山)蔡李佛功夫賽
籌委會 

2016 首屆國際(佛山) 
蔡李佛功夫賽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 亞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 亞軍 
22/10/2016 5E 鍾詠嵐 女子少年組拳術 亞軍 

8/10/2016 1A 游啟之 香港游泳協會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 
錦標賽 

男子 12 歲 50 米蝶泳 季軍 
男子 12 歲 50 米捷泳 殿軍 
男子 12 歲 50 米蛙泳 殿軍 

5/11/2016 5B 劉佳櫻 

元朗區議會、 
元朗區體育會 

全港花式跳繩校際賽 
太子珠寶鐘錶盃 

中學女子甲組 
30 秒單車步 冠軍 

5/11/2016 3C 文詩靈 中學女子甲組 
30 秒二重跳 亞軍 

5/11/2016 4A 方子希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個人花式 亞軍 

5/11/2016 4A 方子希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單車步 季軍 

5/11/2016 1A 文俊人 中學男子甲組 
30 秒個人花式 季軍 

24/9/2016 5A 羅敏妍 香港紅十字會 2016 年度新界西總部 
傑出紅十字會青年會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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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7 年華僑大學校長推薦計劃（中六級適用）  
福建省華僑大學已公佈 2017 年度之校長推薦計劃詳情，本屆中六級同學如欲申請華僑大學校長推
薦計劃，須留意以下事項： 

 
申請對象： 凡高中畢業，品行端正，身體健康，並持香港居民身份證和《港澳居民來往

內地通行證》的香港學生 
 

申請資格： 1. 學習成績優良及平時品行表現良好者 
2. 在科技創新、社會服務等方面有突出表現者 
3. 在音樂、舞蹈、體育、美術方面有突出表現者 
 

申請與審批流程： 1. 學生填寫申請表，向本校提交相應申請資料 
2. 由校長審核及簽署；本校將向華僑大學提供學生成績與排名、在校表現  
  等資料 
3. 申請表及相關文件須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前遞交到華僑大學香港辦事處 
  （北角英皇道 367-373 號上潤中心 19 樓 D 室） 
4. 進行面試及通知錄取結果；符合條件的學生，保送錄取本科；不符合條 
  件的學生將作為推薦生，可根據文憑試成績申請免試 
 

華僑大學聯絡人： 華僑大學董事會香港辦事處康先生或李先生 
（電話：25645133  電郵：hquhk@yahoo.com.hk） 

 
有意遞交申請的中六級同學，須於 2016 年 11 月 21 日前填妥校長推薦信申請表格並交給本校升學
及職業輔導組鄭卓傑老師。詳情可參閱華僑大學招生資訊網（http://zsc.hqu.edu.cn/）及下載申請表
格，如有問題，可聯絡鄭卓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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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中二級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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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已填妥下列表格一併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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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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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二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一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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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14/11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