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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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陰荏苒，本學年已經來到尾聲。回望過去一年，相信大家必定有許多經歷及得著，但
願各位同學也能在本年度的學習主題「發掘生命色彩，燃點學習熱誠」實踐更多。各級大考
亦已經在本周開始，盼望家長及子女一同經歷這次考試，互相鼓勵，為本學年的學習回顧，
以鞏固學習成果。  

 

雖然今年的畢業禮已順利完成，但有一件令我不住感恩的事，就是家長的支持及對子女
的愛護。主禮嘉賓黃岳順教授向我提及中學的畢業禮在星期五下午舉行還有這麼多家長參
與真是難得。我也看見一些家長預備了花束或布偶給子女作禮物，場面十分溫馨。教育不單
是培養青少年有知識、技能及態度，更是關係的建立及扶持，尤其在這複雜的世代仍能互相
表達愛護及支持，相信畢業生感受及體會的「愛」比一切理念上的更有意思及來得深刻。  

 

在星期一亦舉行了學界體育比賽屯門區 2017-18 學年的周年頒獎典禮。本校今屆取得
優異成績，特別女同學在全年總錦標奪得亞軍及最佳進步學校獎，在此謹恭賀各領隊老師、
教練及男、女運動員，為目標而不斷努力，經歷了豐富的一年。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第十五屆聯課活動之星選舉 2018 投票結果  

得獎名單（初級組） 
「星中之星」獎：2B 江梓澄 
優異獎：1C 葉劻霖、1A 梁旭豐、1D 梁展滔、2D 游啟之 
 

得獎名單（高級組） 
「星中之星」獎：5B 黃紫珊 
優異獎：4A 梁馥而、4C 黃千倖、4C 李天欣、5B 朱卓然 

 

恭喜以上得獎同學，各同學在本學年中，在聯課活動的表現甚為突出，其中部份亦多次代表香港出
戰國際賽事，亦有在全港比賽中屢獲殊榮。於第十五屆聯課活動之星的投票中，全校共 344 位老師
及同學投票，學生投票率高達 56%，同學們以選票支持他們過去的貢獻及成就。在此，再一次恭喜所
有得獎及參與的同學。 
 

2. 本年度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工嘉許狀名單  
為推廣義工服務，每年社會福利署會按義工每年累積的服務時數為標準，頒發金(200 小時)、銀
(100 小時)、銅(50 小時)三個獎狀。今年本校共有 22 名同學獲頒「銅狀」。 

 

1D 何汶珈、2B 吳凱琳、2B 聶澄晞、2B 黃煒棋、2B 英靜雯、3D 李佩霖、4B 黃政鎬、4B 何詠茵 

4B 鄧思行、 4D 吳家良、5A 蕭穎琪、5A 許文睿、5A 潘嘉怡、5A 曾維揚、5B 江悠祺、5B 阮如群 
5B 黃奕琛、 5B 謝仲軒、5B 余基立、5B 陳希雅、5B 盧綺彤、5C 陳澤霖 

 

此外，本校義工隊之一的關懷長者大使，獲「義務工作嘉許狀（小組）金狀」，以表揚在過去一年
成員的總服務時數達到一千小時。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三十五期 
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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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歐陽啟廸校友（2017 年中六畢業）因學術成績、聯課活動及義工服務有出色表現，經遴選
後，獲葛量洪獎學金委員會頒發獎學金，恭賀歐陽啟廸校友。 
 

4. 火星媒體夏令營（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將於 7 月舉行火星媒體夏令營，是次夏令營以提升媒介素養為目標，
透過「火星小王子」在地球的歷險，帶領參加者重新認識主要媒體，並在創新的遊戲和有趣的處境
中，反思媒介的影響和限制，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7 月 8-10 日（星期日至二）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費用：$800 
 

報名：1.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http://goo.gl/forms/ixQJqrnkYE)，並 

2. 將報名表格列印連同抬頭註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火星媒體 收】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6 月 22 日 

網址：http://marsmedia.com.cuhk.edu.hk 

備註：完成活動後同學可獲「出席證書」 

 

5. 2018 中醫藥生活體驗日營（中四至中五同學適用）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將舉辦「生活體驗日營」，內容如下： 
 

目的：幫助學生了解中醫藥學院課程及體驗大學生活 
活動：模擬課堂及實驗、校園參觀及遊戲等 
日期：7 月 19 日（四）或 7 月 25 日（三）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 
名額：每次 60 位 
費用：$180（包括教學材料、午膳及晚膳） 
詳情及報名：http://scm.hkbu.edu.hk/summercamp 

截止報名日期：6 月 17 日 
 

如有問題，可聯絡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 

 

6. 學界體育聯會年終獎  
本年度本校參與屯門區學界體育聯會賽事學生共二百多位，在各個賽事中成績表現優異，包括田
徑、游泳及籃球等項目，獲得屯門區全年女子組成績亞軍及屯門區女子組最佳進步學校獎，在表
揚各同學在體育範疇的傑出表現。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7/5/2018 
2A 張詠斯 

香港拯溺總會 
第二十一屆全港拯溺隊沙灘

大會暨沙灘競技賽 

女子沙灘跑
接力賽 亞軍 

2A 張詠斯 女子沙灘 
奪標賽 亞軍 

 
 

每周鼓勵金句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 約翰福音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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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晨更祈禱會於逢星期五早上 7:30-8:00 於 G11 室舉行，歡迎同學及家長抽空參與。 

 

http://marsmedia.com.cuhk.edu.hk/
http://scm.hkbu.edu.hk/summer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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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職業探索活動（中一至中五同學適用）  
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舉辦以下職業探索活動，屆時將有工作或訓練場所實地考察、行內人士分享心
得與點滴，以幫助同學更了解各行業的入職要求、工作性質及前景發展等，為升學出路作更好的準
備，各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 （五）參觀動漫基地 （六）參觀國泰城 （七）與律師對話 
日期： 7 月 3 日（二） 7 月 4 日（三） 7 月 13 日（五） 
地點： 灣仔 香港國際機場觀景路 學校 

集合時間及
地點： 

下午 2 時 
學校新玻璃房 

下午 1 時 30 分 
學校新玻璃房 

待定 
（暫定於結業禮完結後
進行；約 1 小時） 

解散時間及
地點： 

下午 5 時 
學校新玻璃房 

下午 5 時 
學校新玻璃房 

交通安排： 學校將安排旅遊巴往返 不適用 
名額： 30 人 30 人（尚餘少量名額） 10 人 
費用： 每項活動 20 元（準時出席活動者可獲全數退還款項） 

 

如報名人數多於活動名額，曾填寫「行業興趣問卷」的同學及升學職業領袖生可優先參加。請有興
趣的同學於 6 月 7 日（四）午膳前帶同活動費用及回條交回校務處蕭小姐。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
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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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職業探索活動（費用：每項活動二十元）  

敬覆者： 
 

活動： （五）參觀動漫基地 （六）參觀國泰城 （七）與律師對話 

日期： 7 月 3 日（二） 7 月 4 日（三） 7 月 13 日（五） 

地點： 灣仔 香港國際機場觀景路 學校 

集合時間及
地點： 

下午 2 時 
學校新玻璃房 

下午 1 時 30 分 
學校新玻璃房 

待定 

（暫定於結業禮完結後

進行；約 1 小時） 解散時間及
地點： 

下午 5 時 
學校新玻璃房 

下午 5 時 
學校新玻璃房 

參加： □ □ □ 
 

總共報名＿＿＿項活動，需繳交費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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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五月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職業探索活動日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繳交職業探索活動費用$______。 

 
 

 

二零一八年五月______日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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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前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