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7/18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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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下星期便是聖誕節，盼望家長與子女有更多時間共聚，數算上帝在我們生命裡大大小小的恩典。
聖誕節期間請督促子女不可狂歡，注意切勿結交損友，外出活動時要愛惜社區設施。假期後便是上學
期考試，請同學好好分配時間完成功課及溫習，爭取好成績。假期期間如須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
分區警署（電話：3661 1670）。 

 

全人教育是馬可賓的理念，因為人的成長是多方面的配合，而且群體相處更是社會的基礎，因此
「發掘生命色彩；燃點學習熱誠」是我們希望同學能明白及認同的價值觀。 

 

近年我們建立了一套「服務學習」的理念及架構，由低年級同學參與的責任感培養、清潔校園，
到高年級同學負責的長者共融活動及義賣，都教導同學動手、用心及關愛的價值觀，感謝負責老師一
直耐心組織及籌備活動，今年繼 2015 年後再次獲得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2016-17 屯門區最佳地區
活動獎項，而十二月二日的同樂日更招待了 298 位長者，令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體育活動不單是為了比賽，更是鍛鍊恆心、毅力及鬥志的途徑。很高興同學都能從中學習及投入，
沒有強健的體魄，其他的發展及學習必然會受到限制，正如健康是均衡生活的重要一環。今年除了籃
球隊有突出表現外、馬可賓的女子及男子田徑隊亦在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分別獲得全場總亞軍及全場
總季軍，在此恭賀負責老師、教練及同學的成就。流汗、經驗和投入往往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就如聖
經所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 126:5）。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聖誕節假期溫習室開放時間  

為鼓勵同學把握聖誕假期溫習，101 室將開放供同學自修之用，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22/12、23/12、30/12：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2.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7）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9:00a.m.–9:15a.m. 集隊、點名、安頓 
9:15a.m. –10:45a.m. 茶會 9:15a.m.–10:45a.m. 崇拜 
10:45a.m. –11:00a.m. 收拾清潔 10:45a.m. –11:00a.m. 小息 
11:00a.m. –11:15a.m. 小息 

11:00a.m. –12:30p.m. 茶會 
11:15a.m. –11:30a.m. 集隊 
11:30a.m. –1:00p.m. 崇拜 12:30a.m. –1:00 p.m. 收拾清潔 
1:00p.m. 放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期 

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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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 月聖誕活動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聖誕手作市集暨嘉年華  

日期：12 月 23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2:00p.m.-5:00p.m. 
活動地點：莊啟程第二小學（大興邨） 
對象：全校學生和家屬（特別是中一及中四級的同學和家長） 
活動內容：中四及中一學生精心設計八大遊戲攤位，另設有工作坊（繪本工作坊、乾花製作、日系
苔玉球製作、免費茶座）、手作市集（小食、手飾、乾花、潤唇膏、手工皂、皮革散子包、文具等）
及音樂表演（Busking、懷舊金曲、兒童獻唱），歡迎共慶歡騰。 
備註：無需報名，免費入場。 
主辦機構：基督徒信望愛堂屯門堂 

 
4. 聖誕愛家佈道會 -主愛大能  

本校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將舉行聖誕愛家佈道會，歡迎家長、老師和學生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24 日(日) 時間：下午 5:30-7:00 
地點：學校禮堂 
內容：聖誕頌歌、見證（勝過靈界的勢力-陳寶華弟兄／勝過疾病的煎熬-李佩蓮姊妹）、情深表達、

福音信息。 
 

5.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同學體驗不同行業，認識工作性質及前景發展，有助規劃升學前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將舉辦以下多元學習活動，活動詳情如下： 

主題 內容 日期及時間 地點 
1. 電影特效製

作揭秘 
特效的運用讓電影更扣人心弦。工作坊簡
介製作特效的常用軟體、藍幕綠幕的分
別、傳統和特效拍攝的差別。同學可以親
身使用學院的多媒體設施，一嘗製作電影
特效的樂趣。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尖沙咀東海 
教學中心 
311C 室 

2. 日本傳統服
飾文化體驗 

日本傳統服飾的穿著會因場合、身份和年
齡而大有不同。工作坊將介紹日本傳統服
飾的由來，現時日本人穿著傳統服飾的習
慣、規定等，讓同學更了解日本服飾傳統
和審美情趣，並學習簡單日語字詞。 
(活動將以普通話及日語進行)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或 
2018 年 1 月 23 日 
4:30p.m.-6:30p.m. 

將軍澳 
教學中心 
111 室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以上活動，請於 12 月 20 日或之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6. 韓國升學教育展  

為了讓中學生及家長對韓國大學本科課程有更多了解，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聯會將舉
辦「韓國升學教育展」，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並介紹修讀韓語課程，以及在
韓國升讀大學的途徑，詳情如下：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深入了解大學本科課程及透過修讀韓語課程升讀大學的途徑。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
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 
 

日期及時間：2018 年 1 月 5 日(2pm-6pm) 及 1 月 6 日(10am-5pm) 
地點：香港培正中學三樓（何文田培正道 20 號） 
詳情：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
欣老師查詢。 
 

每周鼓勵金句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 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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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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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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下星期便是聖誕節，盼望家長與子女有更多時間共聚，數算上帝在我們生命裡大大小小的恩典。
聖誕節期間請督促子女不可狂歡，注意切勿結交損友，外出活動時要愛惜社區設施。假期後便是上學
期考試，請同學好好分配時間完成功課及溫習，爭取好成績。假期期間如須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
分區警署（電話：3661 1670）。 

 

全人教育是馬可賓的理念，因為人的成長是多方面的配合，而且群體相處更是社會的基礎，因此
「發掘生命色彩；燃點學習熱誠」是我們希望同學能明白及認同的價值觀。 

 

近年我們建立了一套「服務學習」的理念及架構，由低年級同學參與的責任感培養、清潔校園，
到高年級同學負責的長者共融活動及義賣，都教導同學動手、用心及關愛的價值觀，感謝負責老師一
直耐心組織及籌備活動，今年繼 2015 年後再次獲得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2016-17 屯門區最佳地區
活動獎項，而十二月二日的同樂日更招待了 298 位長者，令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體育活動不單是為了比賽，更是鍛鍊恆心、毅力及鬥志的途徑。很高興同學都能從中學習及投入，
沒有強健的體魄，其他的發展及學習必然會受到限制，正如健康是均衡生活的重要一環。今年除了籃
球隊有突出表現外、馬可賓的女子及男子田徑隊亦在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分別獲得全場總亞軍及全場
總季軍，在此恭賀負責老師、教練及同學的成就。流汗、經驗和投入往往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就如聖
經所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 126:5）。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聖誕節假期溫習室開放時間  

為鼓勵同學把握聖誕假期溫習，101 室將開放供同學自修之用，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22/12、23/12、30/12：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2.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7）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9:00a.m.–9:15a.m. 集隊、點名、安頓 
9:15a.m. –10:45a.m. 茶會 9:15a.m.–10:45a.m. 水 
10:45a.m. –11:00a.m. 收拾清潔 10:45a.m. –11:00a.m. 小息 
11:00a.m. –11:15a.m. 小息 

11:00a.m. –12:30p.m. 茶會 
11:15a.m. –11:30a.m. 集隊 
11:30a.m. –1:00p.m. 崇拜 12:30a.m. –1:00 p.m. 收拾清潔 
1:00p.m. 放學 

 

3. 中五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更改事宜  

中五級 1 月 12 日（五）的英文科卷二考試由 1 小時 45 分更改為 2 小時，故當日該卷考試時間亦由
8:45 至 10:30 更改為 8:45 至 10:45，敬請中五級家長及同學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期 

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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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月聖誕活動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聖誕手作市集暨嘉年華  

日期：12 月 23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2:00p.m.-5:00p.m. 
活動地點：莊啟程第二小學（大興邨） 
對象：全校學生和家屬（特別是中一及中四級的同學和家長） 
活動內容：中四及中一學生精心設計八大遊戲攤位，另設有工作坊（繪本工作坊、乾花製作、日系
苔玉球製作、免費茶座）、手作市集（小食、手飾、乾花、潤唇膏、手工皂、皮革散子包、文具等）
及音樂表演（Busking、懷舊金曲、兒童獻唱），歡迎共慶歡騰。 
備註：無需報名，免費入場。 
主辦機構：基督徒信望愛堂屯門堂 

 
5. 聖誕愛家佈道會 -主愛大能  

本校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將舉行聖誕愛家佈道會，歡迎家長、老師和學生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24 日(日) 時間：下午 5:30-7:00 
地點：學校禮堂 
內容：聖誕頌歌、見證（勝過靈界的勢力-陳寶華弟兄／勝過疾病的煎熬-李佩蓮姊妹）、情深表達、

福音信息。 
 

6.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同學體驗不同行業，認識工作性質及前景發展，有助規劃升學前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將舉辦以下多元學習活動，活動詳情如下： 

主題 內容 日期及時間 地點 
1. 電影特效製

作揭秘 
特效的運用讓電影更扣人心弦。工作坊簡
介製作特效的常用軟體、藍幕綠幕的分
別、傳統和特效拍攝的差別。同學可以親
身使用學院的多媒體設施，一嘗製作電影
特效的樂趣。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尖沙咀東海 
教學中心 
311C 室 

2. 日本傳統服
飾文化體驗 

日本傳統服飾的穿著會因場合、身份和年
齡而大有不同。工作坊將介紹日本傳統服
飾的由來，現時日本人穿著傳統服飾的習
慣、規定等，讓同學更了解日本服飾傳統
和審美情趣，並學習簡單日語字詞。 
(活動將以普通話及日語進行)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或 
2018 年 1 月 23 日 
4:30p.m.-6:30p.m. 

將軍澳 
教學中心 
111 室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以上活動，請於 12 月 20 日或之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7. 韓國升學教育展  

為了讓中學生及家長對韓國大學本科課程有更多了解，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聯會將舉
辦「韓國升學教育展」，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並介紹修讀韓語課程，以及在
韓國升讀大學的途徑，詳情如下：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深入了解大學本科課程及透過修讀韓語課程升讀大學的途徑。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
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 
 

日期及時間：2018 年 1 月 5 日(2pm-6pm) 及 1 月 6 日(10am-5pm) 
地點：香港培正中學三樓（何文田培正道 20 號） 
詳情：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
欣老師查詢。 
 

每周鼓勵金句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 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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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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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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便是聖誕節，盼望家長與子女有更多時間共聚，數算上帝在我們生命裡大大小小的恩典。
聖誕節期間請督促子女不可狂歡，注意切勿結交損友，外出活動時要愛惜社區設施。假期後便是上學
期考試，請同學好好分配時間完成功課及溫習，爭取好成績。假期期間如須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
分區警署（電話：3661 1670）。 

 

全人教育是馬可賓的理念，因為人的成長是多方面的配合，而且群體相處更是社會的基礎，因此
「發掘生命色彩；燃點學習熱誠」是我們希望同學能明白及認同的價值觀。 

 

近年我們建立了一套「服務學習」的理念及架構，由低年級同學參與的責任感培養、清潔校園，
到高年級同學負責的長者共融活動及義賣，都教導同學動手、用心及關愛的價值觀，感謝負責老師一
直耐心組織及籌備活動，今年繼 2015 年後再次獲得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2016-17 屯門區最佳地區
活動獎項，而十二月二日的同樂日更招待了 298 位長者，令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體育活動不單是為了比賽，更是鍛鍊恆心、毅力及鬥志的途徑。很高興同學都能從中學習及投入，
沒有強健的體魄，其他的發展及學習必然會受到限制，正如健康是均衡生活的重要一環。今年除了籃
球隊有突出表現外、馬可賓的女子及男子田徑隊亦在屯門區校際田徑比賽分別獲得全場總亞軍及全場
總季軍，在此恭賀負責老師、教練及同學的成就。流汗、經驗和投入往往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就如聖
經所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 126:5）。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聖誕節假期溫習室開放時間  

為鼓勵同學把握聖誕假期溫習，101 室將開放供同學自修之用，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22/12、23/12、30/12：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 
 

2.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7）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9:00a.m.–9:15a.m. 集隊、點名、安頓 
9:15a.m. –10:45a.m. 茶會 9:15a.m.–10:45a.m. 崇拜 
10:45a.m. –11:00a.m. 收拾清潔 10:45a.m. –11:00a.m. 小息 
11:00a.m. –11:15a.m. 小息 

11:00a.m. –12:30p.m. 茶會 
11:15a.m. –11:30a.m. 集隊 
11:30a.m. –1:00p.m. 崇拜 12:30a.m. –1:00 p.m. 收拾清潔 
1:00p.m. 放學 

 

3. 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更改事宜  

中六級化學科考試由 1 月 25 日（四）更改為 1 月 24 日（三），而該卷考試時間不變（卷一為 8:45
至 11:15 及卷二為 12:00 至 1:00），敬請中六級家長及同學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六期 

十二月十四日 
 



編號：17/18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六期 

4. 12 月聖誕活動 -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 聖誕手作市集暨嘉年華  

日期：12 月 23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2:00p.m.-5:00p.m. 
活動地點：莊啟程第二小學（大興邨） 
對象：全校學生和家屬（特別是中一及中四級的同學和家長） 
活動內容：中四及中一學生精心設計八大遊戲攤位，另設有工作坊（繪本工作坊、乾花製作、日系
苔玉球製作、免費茶座）、手作市集（小食、手飾、乾花、潤唇膏、手工皂、皮革散子包、文具等）
及音樂表演（Busking、懷舊金曲、兒童獻唱），歡迎共慶歡騰。 
備註：無需報名，免費入場。 
主辦機構：基督徒信望愛堂屯門堂 

 
5. 聖誕愛家佈道會 -主愛大能  

本校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將舉行聖誕愛家佈道會，歡迎家長、老師和學生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24 日(日) 時間：下午 5:30-7:00 
地點：學校禮堂 
內容：聖誕頌歌、見證（勝過靈界的勢力-陳寶華弟兄／勝過疾病的煎熬-李佩蓮姊妹）、情深表達、

福音信息。 
 

6.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同學體驗不同行業，認識工作性質及前景發展，有助規劃升學前路，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
學院將舉辦以下多元學習活動，活動詳情如下： 

主題 內容 日期及時間 地點 
1. 電影特效製

作揭秘 
特效的運用讓電影更扣人心弦。工作坊簡
介製作特效的常用軟體、藍幕綠幕的分
別、傳統和特效拍攝的差別。同學可以親
身使用學院的多媒體設施，一嘗製作電影
特效的樂趣。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尖沙咀東海 
教學中心 
311C 室 

2. 日本傳統服
飾文化體驗 

日本傳統服飾的穿著會因場合、身份和年
齡而大有不同。工作坊將介紹日本傳統服
飾的由來，現時日本人穿著傳統服飾的習
慣、規定等，讓同學更了解日本服飾傳統
和審美情趣，並學習簡單日語字詞。 
(活動將以普通話及日語進行) 

2018 年 1 月 22 日 
4:30p.m.-6:30p.m. 

或 
2018 年 1 月 23 日 
4:30p.m.-6:30p.m. 

將軍澳 
教學中心 
111 室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以上活動，請於 12 月 20 日或之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7. 韓國升學教育展  

為了讓中學生及家長對韓國大學本科課程有更多了解，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聯會將舉
辦「韓國升學教育展」，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並介紹修讀韓語課程，以及在
韓國升讀大學的途徑，詳情如下：屆時將有八所南韓知名大學代表參與展覽，讓老師、同學及家長
深入了解大學本科課程及透過修讀韓語課程升讀大學的途徑。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
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 
 

日期及時間：2018 年 1 月 5 日(2pm-6pm) 及 1 月 6 日(10am-5pm) 
地點：香港培正中學三樓（何文田培正道 20 號） 
詳情：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教育展免費入場，鼓勵有意到韓國升學的學生及家長前往參觀。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
欣老師查詢。 
 

每周鼓勵金句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裏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 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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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hkacmgm.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Korea-Study-Mini-Expo-2018_invitatio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