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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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在此先向大家說句新年快樂！這是 2018 年的第一封《家訊‧家書》，謹祝各位在新
一年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各級於本星期或下星期陸續開始上學期考試，請家長關心同學的起居飲食及溫習時間，共同分擔
同學壓力。同時，亦請家長與子女為新一年訂下目標和大計，彼此繼續努力學習，迎接新的挑戰。 

 

假期中我在看一本書，其中提及人生要有「做」與「不做」的清單（To Do and Not To Do Lists），
因為「做」的清單幫助的們釐定目標，認定優次；但很多人卻忽略「不做」的清單，因為拒絕像很負
面，而且也沒有實際需要，但作者認為「不做」的清單卻是價值觀的基礎，更重要是排除一些不合適
的選擇，讓自己集中能力去處理應「做」的事情。相信大家在測驗中做選擇題時也有類似的經驗，在
刪去一些必然錯誤的選擇後，便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其他的選擇。因此「不做」的清單也是對人生的一
個提醒。聖經中的詩篇第一篇也以這主題作主線。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
糠粃被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
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希望家長和同學交流，在新一年訂立「做」與「不做」的清單，尤其是對電子產品使用的自律性，
令成長更充實及健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香港理工大學邀請參與「年青人生活質素研究」 (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 

本校獲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邀請參與「年青人生活質素研究」，希望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在
一月內班主任節進行約二十分鐘問卷調查。現附上邀請信及家長回條，請家長細閱，並請簽署回條
交回班主任。 

 

2. 家長實用日本語會話班 
主  辦：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學習日文，增進家長之間的友誼，並作子女終生學習的好榜樣。 
導  師：本校家長委員張德芝女士 
日  期：25/1, 1/2, 8/2, 8/3, 15/3, 12/4, 26/4,及 3/5，共 8 堂 
時  間：星期四 10:30-11:30a.m. 
地  點：家長資源中心 
費  用：全免 
名  額：12 位，先報先得 
報名方法：家長可填妥回條，並於 1 月 15 日（一）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八期 
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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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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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皇月餅、檸檬批、
什果撻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9/2，2/3，16/3，13/4，20/4，27/4，4/5及11/5，共8堂 
時間：2:00-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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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一）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4. 有關防禦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呼吸道傳染病事宜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本港流行性感冒的活躍程度在過去數周持續上升，顯示香港的冬季流感季
節已經來臨。現時學校每天放學後也會清潔及消毒全校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
及學校環境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貴子弟時
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同學及家長應注意以下各點： 

 

 建議家長每天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狀，必須
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
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本校紅十字會隊員每天為學生量度體溫，以確保全校學生/教職員健康。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

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雙手一旦染污，應使用 液和清水以正確方法洗手；當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用含 70%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勤潔手，特別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或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及進食或處理食物前、

如廁後洗手。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在流感流行期間，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時

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
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的
預防措施。 

 

5. 閱出好境界  屯門閱讀節「與作家會面」活動  
嘉賓作家 : 何靜瑩 

何靜瑩現為初創科網公司 Paxxioneer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並為多國企業、公營、非牟
利機構及學校提供領袖培訓課程，兼任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在 2009 年創立社會企
業 L plus H Fashion，為低學歷中年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及重塑尊嚴，並培育新一代的設
計師及技術人員。 
2013 年共同創辦非牟利機構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透過嚴謹、專業的藝術
演出，幫助青少年培養自信、團隊精神、正面價值觀。音樂劇《震動心弦》和《逆風》、
及記錄片《爭氣》 
著作包括《鋒芒筆露》、《自我演逆》、《敢動人生》、《走出曠野》和《哈佛十六
位學人的中國夢》。 

日期：2018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半至 5 時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屯門屯喜路 1 號） 
門票：免費入場 
內容：分享她如何走過逆境，與青少年交流進入職場的心態和準備，創造人生各種可能性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請到圖書館登記安排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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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科主辦：海防博物館參觀  
日期：27/1/2018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15 分 
地點：海防博物館（香港筲箕灣東喜道 175 號） 
費用：車費 35 元 
博物館簡介：海防博物館的前身是舊鯉魚門炮台，是百多年前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也是 1941 年

香港保衛戰的重要戰場之一。炮台現已活化成博物館，展示香港六百多年來的海防歷史。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1 月 9 日（下周二前）聯絡歷史科的科任老師。 
 
7. 香港研究體驗課程 : 香港作為全球華人網絡中心的歷史、挑戰和機遇（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香港逐步發展成為全球華人的網絡中心，亦因獨特的歷史背景，成就其融合東西方文化之全球城市
的地位。經濟全球化、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南中國區域發展又會給香港帶來什麼機遇及挑戰? 本
活動會透過體驗課程和公眾研討會，從不同的向度探討香港發展。同學完成整個課程後，可獲發香
港教育大學的聽講證書。 

 
活動詳情如下： 
第一部分:日營學習 
日期: 2018 年 2 月至 3 月 
時間: 10:15 – 18:00 (主題講座與導賞團) 
地點: 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 

 
第二部分:公眾研討會 
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時間: 11:00 – 16:00  
地點: 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D1-LP-02 

 
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查詢及報名(1 月 19 日前)，請同學踴躍參加！ 

 
8.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1/2018 2B 江梓澄 合力體育會 長洲元旦長跑暨 
社區親子歡樂跑 女子 5 公里少年組 冠軍 

26/12/2018 2B 朱卓琳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少青團 

少青團全運會分區 
挑戰賽 2017 

女子丙組跳高 冠軍 

26/12/2018 

2D 李曉穎 
女子丙組 800 米 冠軍 

女子丙組 1500 米 冠軍 

2B 朱卓琳 男女子混合組聯隊  
20 X 200 米接力賽 季軍 

2D 李曉穎 
男女子混合組聯隊  
20 X 200 米接力賽 季軍 

 
 

每周鼓勵金句 

(保羅說：)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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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實用日本語會話班／糕點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實用日本語會話班。 

 本人有意參加糕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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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一月_______日 

 

請於 1 月 5 日（五）交回班主任轉交

校務處莫小姐 

編號：17/18 年度一月份（家書）第一期 

15/1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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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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在此先向大家說句新年快樂！這是 2018 年的第一封《家訊‧家書》，謹祝各位在新
一年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各級於本星期或下星期陸續開始上學期考試，請家長關心同學的起居飲食及溫習時間，共同分擔
同學壓力。同時，亦請家長與子女為新一年訂下目標和大計，彼此繼續努力學習，迎接新的挑戰。 

 

假期中我在看一本書，其中提及人生要有「做」與「不做」的清單（To Do and Not To Do Lists），
因為「做」的清單幫助的們釐定目標，認定優次；但很多人卻忽略「不做」的清單，因為拒絕像很負
面，而且也沒有實際需要，但作者認為「不做」的清單卻是價值觀的基礎，更重要是排除一些不合適
的選擇，讓自己集中能力去處理應「做」的事情。相信大家在測驗中做選擇題時也有類似的經驗，在
刪去一些必然錯誤的選擇後，便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其他的選擇。因此「不做」的清單也是對人生的一
個提醒。聖經中的詩篇第一篇也以這主題作主線。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
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
糠粃被風吹散。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中也是如此。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
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希望家長和同學交流，在新一年訂立「做」與「不做」的清單，尤其是對電子產品使用的自律性，
令成長更充實及健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實用日本語會話班 
主  辦：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學習日文，增進家長之間的友誼，並作子女終生學習的好榜樣。 
導  師：本校家長委員張德芝女士 
日  期：25/1, 1/2, 8/2, 8/3, 15/3, 12/4, 26/4,及 3/5，共 8 堂 
時  間：星期四 10:30-11:30a.m. 
地  點：家長資源中心 
費  用：全免 
名  額：12 位，先報先得 
報名方法：家長可填妥回條，並於 1 月 15 日（一）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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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皇月餅、檸檬批、
什果撻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9/2，2/3，16/3，13/4，20/4，27/4，4/5及11/5，共8堂 
時間：2:00-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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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一）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八期 
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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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防禦流行性感冒及其他呼吸道傳染病事宜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本港流行性感冒的活躍程度在過去數周持續上升，顯示香港的冬季流感季
節已經來臨。現時學校每天放學後也會清潔及消毒全校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
及學校環境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貴子弟時
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同學及家長應注意以下各點： 

 

 建議家長每天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狀，必須
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
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本校紅十字會隊員每天為學生量度體溫，以確保全校學生/教職員健康。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

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雙手一旦染污，應使用 液和清水以正確方法洗手；當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用含 70%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 
 勤潔手，特別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或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及進食或處理食物前、

如廁後洗手。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在流感流行期間，避免前往人多擠逼或空氣流通欠佳的公眾地方；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時

可考慮佩戴外科口罩；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
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的
預防措施。 

 

4. 閱出好境界  屯門閱讀節「與作家會面」活動  
嘉賓作家 : 何靜瑩 

何靜瑩現為初創科網公司 Paxxioneer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並為多國企業、公營、非牟
利機構及學校提供領袖培訓課程，兼任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在 2009 年創立社會企
業 L plus H Fashion，為低學歷中年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及重塑尊嚴，並培育新一代的設
計師及技術人員。 
2013 年共同創辦非牟利機構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透過嚴謹、專業的藝術
演出，幫助青少年培養自信、團隊精神、正面價值觀。音樂劇《震動心弦》和《逆風》、
及記錄片《爭氣》 
著作包括《鋒芒筆露》、《自我演逆》、《敢動人生》、《走出曠野》和《哈佛十六
位學人的中國夢》。 

日期：2018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3 時半至 5 時 
地點：屯門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屯門屯喜路 1 號） 
門票：免費入場 
內容：分享她如何走過逆境，與青少年交流進入職場的心態和準備，創造人生各種可能性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請到圖書館登記安排留座。 
 

5. 歷史科主辦：海防博物館參觀  
日期：27/1/2018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 15 分 
地點：海防博物館（香港筲箕灣東喜道 175 號） 
費用：車費 35 元 
博物館簡介：海防博物館的前身是舊鯉魚門炮台，是百多年前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也是 1941 年

香港保衛戰的重要戰場之一。炮台現已活化成博物館，展示香港六百多年來的海防歷史。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1 月 9 日（下周二前）聯絡歷史科的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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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研究體驗課程 : 香港作為全球華人網絡中心的歷史、挑戰和機遇（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香港逐步發展成為全球華人的網絡中心，亦因獨特的歷史背景，成就其融合東西方文化之全球城市
的地位。經濟全球化、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南中國區域發展又會給香港帶來什麼機遇及挑戰? 本
活動會透過體驗課程和公眾研討會，從不同的向度探討香港發展。同學完成整個課程後，可獲發香
港教育大學的聽講證書。 

 
活動詳情如下： 
第一部分:日營學習 
日期: 2018 年 2 月至 3 月 
時間: 10:15 – 18:00 (主題講座與導賞團) 
地點: 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 

 
第二部分:公眾研討會 
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時間: 11:00 – 16:00  
地點: 香港教育大學(大埔校園)D1-LP-02 

 
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查詢及報名(1 月 19 日前)，請同學踴躍參加！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1/2018 2B 江梓澄 合力體育會 長洲元旦長跑暨 
社區親子歡樂跑 女子 5 公里少年組 冠軍 

26/12/2018 2B 朱卓琳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少青團 

少青團全運會分區 
挑戰賽 2017 

女子丙組跳高 冠軍 

26/12/2018 

2D 李曉穎 
女子丙組 800 米 冠軍 

女子丙組 1500 米 冠軍 

2B 朱卓琳 
男女子混合組聯隊  
20 X 200 米接力賽 季軍 

2D 李曉穎 男女子混合組聯隊  
20 X 200 米接力賽 季軍 

 

每周鼓勵金句 

(保羅說：)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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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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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實用日本語會話班／糕點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實用日本語會話班。 

 本人有意參加糕點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一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編號：17/18 年度一月份（家書）第一期 

15/1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