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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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轉眼間又到復活節了。在這節日裡，但願你們能認識當中的意義：記念救主耶穌為我們眾人受死、
三天後從死裏復活，盼望各位家長得到主耶穌的安慰，也可趁假期多與家人相聚，彼此關心，共聚天
倫。 

 

下星期將舉行二十周年大露營，在此感謝籌委老師及各參與老師的辛勞，令同學有一個難得的機會
參與與別不同的大型活動。自然環境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啟迪，叫人知道造物主的愛，也令人明白很多
基本能力、知識及智慧也是從自然中孕育出來；而且懂自我照顧及負責任也是我們對學生的期望。馬
可賓能有如此難得的機會，實在是有賴各老師在不同崗位的專業及努力。希望已報名的同學下星期能
好好把握機會，全情投入，參與此盛會。 

 

此外，敬請各位家長督促子女假期在家用功自學，按時完成家課，勤做家務，照顧家中長幼，謙
卑服侍各人。我們在復活節期間舉行的活動均有預備家長信給相關家長，如有疑問，請致電本校校務
處查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馬灣、機場一天遊  

本年度的家校會旅行將於 4 月 8 日（星期六）舉行，活動詳情及參加者名單如下： 
報到及集合時間：上午 8 時 45 分(9 時正準時出發，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本校停車場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班別 班號 參加人數 
1B 4 2 2D 10 2 

1C 24 4 2D 15 1 

1D 5 3 2D 25 3 

2A 3 4 3C 8 4 

2A 8 2 3D 13 3 

2B 26 2 4A 9 1 

2C 8 4 5A 12 2 

2C 13 6 5B 14 1 

2C 18 3 5C 8 2 

2C 25 4 5C 24 1 

2C 29 3 6C 8 1 
 

參加家長如發現名單有遺漏，請於明天（7/4）與校務處陳小姐聯絡。如有任何查詢，請聯
絡李婉媚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   

第二十九期 
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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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火相傳」平台系列：敦煌、西安歷史文化及藝術探索之旅 2017 內地交流計劃  

今年本校將申請參加由教育局舉辦「薪火相傳」平台系列：敦煌、西安歷史文化及藝術探索之旅2017
內地交流計劃（下稱交流計劃），日期是2017年6月24日至6月29日，團費為每人港幣$7,400，參加者
須繳付港幣$2,200（即30%），餘款由教育局資助，費用包括跨境及內地交通、住宿、交流活動，以
及團體綜合旅遊保險等費用，名額20位，參加者必須是現正就讀中四或中五年級的同學，以往未曾
參加內地交流計劃的同學優先。歡迎家長鼓勵貴子弟報名參加是次交流活動。如有查詢，請與龎敏
媚老師聯絡。 
 

日程及學習重點： 

日期 日程 學習重點 

第一天 
下午 由香港乘飛機往西安 
晚上 由西安乘飛機往敦煌 

第二天 

上午 
參訪 
‧ 陽關遺址 
‧ 陽關博物館 

透過參訪陽關遺址和陽關博物館，讓學員認識漢唐邊塞關隘
的建築和功用，並了解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意義，以
及親身體會大漠的自然風光。 

下午 

參訪 
‧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

研究陳列中心 
‧ 莫高窟 

‧透過參訪研究中心，讓學員了解當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透過參訪莫高窟，讓學員認識洞窟建築和佛教文化，以及
了解歷代精湛的壁畫和彩塑藝術，體會燦爛的敦煌文明。 

傍晚 參訪鳴沙山和月牙泉 
透過參訪鳴沙山和月牙泉，讓學員認識其歷史和形成過程，
了解古代絲綢之路的自然環境，並體會古人興建莫高窟的困
難及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第三天 

上午及
下午 

參訪 
‧雅丹國家地質公園 
‧玉門關 

‧透過參訪雅丹國家地質公園，讓學員認識地貌的形成和演
變，了解古代絲綢之路的自然環境及其限制，體會古人面
對的困難與挑戰，以及文物保育的重要。 

‧ 透過參訪玉門關，讓學員認識漢唐邊塞關隘的建築和功
用，並了解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意義。 

晚上 參訪沙州夜市 
透過參訪沙州夜市，讓學員認識敦煌的商業發展和牌坊樓建
築，感受敦煌的民俗風情和文化。 

第四天 

上午 

參訪敦煌一所中學，並
與其學生交流 

透過參訪敦煌一所學校及與其學生交流，讓學員認識該校的
設施、重點學科和學生的校園生活，並了解年青人在內地的
發展空間。 

專題講座：古代絲綢之
路和現今「一帶一路」
的角色 

透過參與專題講座，讓學員認識古代絲綢之路和現今「一帶
一路」的角色和發展概況，以及思考香港在國家經濟上所遇
到的機遇和挑戰 

下午 由敦煌乘飛機往西安 

晚上 小組討論及分享 
讓學員與其組員交流學習心得，從多角度思考和探索國家的
歷史文化及藝術。 

第五天 

上午 參訪陝西歷史博物館 
透過參訪博物館，讓學員認識國家的歷史，並了解展品的藝
術文化氣息和蘊含的歷史意義，以及當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下午 
參訪秦始皇兵馬俑博
物館及文化體驗活動 

透過參訪博物院，讓學員認識秦朝的歷史，並了解兵馬俑與
銅車馬等的藝術文化氣息和蘊含的歷史意義，以及當地的文
物保育工作。 

傍晚 參訪鼓樓 透過參訪鼓樓，讓學員認識鼓樓的歷史和建築藝術。  
全體分享會 讓學員總結及分享是次行程的所得所感，並鞏固所學。 

第六天 上午 由西安乘飛機往香港 
 

備註： 
a.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必須於2017年4月7日填妥回條並交回校務處。所有已報名的同學必須出席

2017年4月10日午膳期間或放學後的面試，面試合格後才可推薦向教育局報名。 
b. 本校能否成功參與是次交流活動，教育局為最終決定者。 
c. 如獲取錄此交流活動的同學，將不能參與此段期間學校所安排的對卷日。請同學回港後主動聯

絡科任老師查詢有關考試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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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四月三日派發五月十五日至六月飯單，同學須於四月七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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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起動」暑期工作影子活動（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為了讓學生認識工作世界的實況，了解不同行業的運作，聖雅各福群會特別在暑假期間舉辦工作影
子活動，讓學生走進香港各行各業，包括：法律、商業、零售業、社會服務、藝術團體及旅遊業等，
跟隨行業從業員工作兩天，在選科擇業時更能符合個人興趣和能力。是次活動除了體驗工作實況外，
亦包括 4 節具啟發性的工作坊、起動儀式和閉幕禮，讓學生在體驗活動前了解各行業的工作性質及
內容，有助活動後鞏固及分享學習經驗。 
 
如有意報名，請先向邱淑嫺老師索取報名表，並於 4 月 10 日或之前交回。 
 

5. 科技大學暑假活動（中四及中五適用）  

香港科技大學將於 7 月 17 日至 8 月 12 日舉辦暑假活動，讓中學生有機會探索不同的大學課程，擴
闊視野及認清個人升學方向；同學亦可透過大學體驗課程及課後活動等，初步了解大學校園生活。
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4 月 30 日前自行到網上查閱詳情及報名（https://summer.ust.hk/）。如有問
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梁健儀老師查詢。 
 

6. 仁愛堂海上絲路探索之旅 2017－印尼蘇拉維西島  

自 2010 年開始，「仁愛堂極地之旅」環保教育系列在「仁愛堂蔡黃玲玲教育基金」的鼎力支持下，
先後帶領超過 120 名高中學生分別遠征南極、北極、珠穆朗瑪峰、東非肯亞、南美洲亞馬遜、新加
坡及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等地進行實地環保考察，親身體驗全球暖化對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和學習
如何達致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由全港 400 多間中學推薦的「環保大使」，經過甄選後將於 5 月至 7 月期間接受一連串由香港大學策
劃的環保訓練活動，表現卓越的學生將有機會成為「考察大使」，於 8 月初到訪印尼蘇拉維西島進
行考察。回港後，大使將進行巡迴講座及接受媒體訪問，與學生及市民分享學習成果，宣揚環保訊
息。 
 
參加費用全免，入圍參加者更將獲全數資助參加所有培訓活動。有關詳情，請參閱大會 Facebook 專
頁 yot.maritimesilkroad或向林玉蓮老師或鄧智強老師查詢，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7年 4月 17日 (星
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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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薪火相傳」平台系列：敦煌、西安歷史文化及藝術探索之旅 2017 內地交流計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薪火相傳」平台系列：敦煌、西安歷史文化及藝術探索之旅 2017 內地交流計劃，

並同意敝子弟申請參加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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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四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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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日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https://summer.ust.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