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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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四（23/11）將是一年一度的感恩節。一個值得每個人去慶祝的日子。感恩不是責任或指令，
而是對自己生命的醒覺。別人對自己的服務及貢獻都不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絕不
能以物質衡量。所以感恩能使我們有更廣闊的胸襟，更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更有福氣看見上帝
創造的美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換季事宜  

11 月 20 日(星期一)至 12 月 4 日(星期一)為換季緩衝期，同學可選擇穿著冬季或夏季校服， 

12 月 5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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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三級家長晚會於 12 月 1 日 7:00pm – 9:15pm 舉行，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禮堂
點名，家長請於當晚 7:00pm 前抵達所屬班房。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於統測後了解子女的學習現況； 
 讓家長及學生瞭解選科策略，以作好部署； 
 初中學院畢業要求及學生統測表現；  
 學校對中三學生的支援及對升中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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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多謝你們的參與。 
 

 

3. 校內音樂會（中一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  
為提升同學音樂修養及提供表演平台的機會，本年度的校內音樂會將於十二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 
時間：4:45p.m.-5:45p.m. 
地點：禮堂 
備註：中一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請於當天4:35p.m.在地下磚地集隊，簽妥背頁的回條，並於17/11

交回班主任。若同學因要事未能出席音樂會，需於明天（17/11）交家長信給譚綺雯老師申請。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二期 

十一月十六日 
 



編號：17/18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4.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已訂購冬季校服的同學，請帶同訂單及所需款項領取校服，詳情如下： 

領取日期：17/11/2017(星期五) 

領取時間：3:30pm-4:30pm 

領取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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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11/2017 
(五、六) 

職業訓練局 - 香港高等教育
科技學院資訊日 

24-25/11/2017 
(五、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5/11/2017（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6.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如何增加自己的快樂情緒？ 
日期：25/11/2017（第四個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校 301 室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 
形式：詩歌、專題、分享討論、茶水招待 
對象：歡迎本校初中學生家長參加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1 月 20 日交回校務處王小姐或致電郭姑娘查詢留位 2407 7440(學校)／

64461925(手提) 
 

7. 感動屯元天佈道大會暨頒獎典禮  
感動屯元天佈道大會暨頒獎典禮將於 11 月 18 日(六)晚上八時舉行，屆時將有資深臨床心理學博士
陳國平牧師擔任講員，溫拿樂隊成員陳友先生及夫人蒞臨分享。當晚亦為微電影製作比賽頒獎典
禮，現有十六隊參賽隊伍，於當晚競逐豐富的獎金，並由評審創世電視總監葉家寶先生、電影導演
劉偉恆先生及廣告「打波先嚟落雨」導演 Mr. Richard Au-yeung 蒞臨頒獎。歡迎大家邀請親友來出
席，欣賞他們所拍的感動鏡頭，以及陳友先生信主的見証！ 
 
各位家長如有興趣索取活動門票，歡迎即日起到恩友堂辦公室（馬可賓中學內）索取或致電宣道會
恩友堂 24684007 聯絡 謝玉媚（Joan) 行政幹事。 
 
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11 月 18 日（六） 
時間：8:00 p.m.  
地點：馬可賓中學禮堂 
對象：任何人士 

 

8. 第九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7  
香港出版業界一直致力提高香港整體的閱讀風氣，鼓勵市民培養閱讀習慣。自 2009 年起，香港書刊
業商會與屯門區議會攜手舉辦「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今年有近三十間書商展出書籍，內容豐富，
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活動詳情如下： 
 

【社區書展 - 閱讀在屯門】 
日期：2017 年 11 月 23 至 26 日(星期四至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1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晚上 7 時 (11 月 24-26 日) 
地點： 屯門文娛廣場（屯門大會堂對出） 
門票： 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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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派發上學期統測成績單  （中一級適用）  
今天會派發中一級的上學期統測成績單，請家長簽署後於明天由學生交回班主任檢查，成績單上設
有反思欄，請家長指導子女填寫。中二、中三及中五的成績單將於稍後的家長晚會派發。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5/11/2017 2D 游啟之 沙田各界 
慶委會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21/10/2017 2D 游啟之 榮華車行 開心盃游泳挑戰賽 男子精英接力邀請賽 季軍 

8/10/2017 1B 游啟滔 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新界會所 

第八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青少年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28/10/2017 2D 游啟之 泳濤會 泳濤匯聚龍城 
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12-13歲組 50米自由泳 亞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10/2017 

1D 梁展滔 

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新界會所 第八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 E 組 200 米個人四式 亞軍 

22/10/2017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12-13 歲組 
200 米個人四式 冠軍 

男子 12-13 歲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11/2017 沙田各界 
慶委會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 蛙泳 季軍 

男子 12-13 歲組 
200 米個人四式 季軍 

28/10/2017 泳濤會 泳濤匯聚龍城 
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蛙泳 冠軍 
男子 12-13 歲組 50 米蝶泳 亞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亞軍 

6/11/2017 3A 黃正熙、3D 郭文卓 
3D 姜韋翹 香港神託會 蕉夫@大埔  

競技慈善賽 中學組 季軍 

15/10/2017 

6B 劉佳櫻、6D 余素華 
4A 廖穎然、4A 黃心妍 
4B 文詩靈、3D 劉祉呈 
3D 黃芷姸、2A 楊絲琳 
2A 文俊人、2C 蔡沛殷 
2C 李佩霖、1C 林家聚 

1D 梁凱棋 

青年活動統籌委
員會 十八區跳繩大賽 中學組 優異獎 

 

每周鼓勵金句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詩篇 46:1)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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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中三級家長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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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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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 

 

 
 

回 條 

校內音樂會（中一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但本人未克出席。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本人將會出席校內音樂會，共________位出席(不包括敝子女)。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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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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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_______日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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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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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 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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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前交回校務處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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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20/11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