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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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很多企業都十分關注異象、使命及價值觀 (Vision, Mission 及 Values, 簡稱 VMV)，
其實學校也不例外， VMV 是辦學的基石，讓我們再看看馬可賓的 VMV。 

本校校訓：作鹽作光 
經文出處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 13-15 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去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
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
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校訓意思 
「鹽」有潔淨的力量，又能增添食物的滋味，盼望我們的學生在生活上有正直的人格，在社
會上扮演鹽的角色，起潔淨社群的作用；同時又可培養高尚情操，為群體帶來友和融洽的生
活，鹽若失去味道便成廢物，所以我們強調學生應以服務人群為己任，才不致變成無用的人。
而城造在山上容易被人看見，所以我們應勇敢作見證，與人分享天父的偉大作為。  

我們的辦學信念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是神的傑作，有神的形象，擁有上帝所賜的才幹和潛能。人類應各盡所長
以完成神的美意（計劃），因此大家當互相尊重，彼此幫助以建立神所喜悅的世界。  

我們的辦學異象 
效法基督    慈憐正直   作鹽作光   貢獻社群  

我們的辦學使命 
以基督信仰為本，悉心為學生提供靈、德、智、體、群、美兼備的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發揮
潛能，懂得批判思考，能夠終身不斷學習；啟發學生認識真理，追求美善，具備高尚的品格，
並樂意為神為人貢獻所長。  

我們對馬可賓人（學生）的期望 
積極主動   忠心盡責  清潔有禮 

正直勇敢  坦誠關懷  
 

2017 – 2018 年度關注事項  
今年度學習主題為 「發掘生命色彩 燃點學習熱誠」  

關注事項包括：  
1.  綻放生命色彩，活出豐盛人生  
2. 燃點學習熱誠，提升學習效能，成為主動學習者  

因此，全人教育是我們的信念，品格、學業及領導能力缺一不可，學期終結前謹藉此
感謝各老師、校務處同工及工友一直努力不懈，在各方面付出百分百努力，令同學在三方
面有均衡成長，  

但願天父繼續保守及帶領我們。  
願你們身心健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今期家書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三十七期 
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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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高中女生校服  

本校新高中女生的校服與初中不同，故學校安排了添記校服公司到校售賣新高中女生校服，本年度
所有中三女生必須購買，以便在新學年上學時穿著。請同學屆時帶備所需款項到新玻璃房購買，購
買校服回條將另行派發予中三同學。另外，由於社會上風化案件時有發生，為保護女同學安全，學
校會請校服供應商為同學度身時以裙長完全蓋膝為起碼標準，敬請家長注意。 
  

售賣日期：4/7/2017 (星期三)  
售賣時間：11:00am-12:00nn  
售賣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高中女生校服公司資料：添記校服（地址：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 9 號 B 地下） 
（電話：2467 7833） 

   高中女生校服價錢： 

高中女生短袖恤衫 $ 92 高中女生半截裙 (冬夏同款) 
領帶 

$ 136 
$ 14 

 

2. 樹仁大學資訊日（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樹仁大學將舉辦資訊日，讓高中學生更了解該院校的課程及校園生活，詳情如下： 
 

日期： 6 月 30 日及 7 月 7 日(六)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 
地點： 樹仁大學研究院綜合大樓論壇劇院 RLG208  
語言： 廣東話 
內容： 大學互動教學體驗、大學生活的經驗分享、與講師對話及校園參觀 

 
請有興趣的家長及同學自行前往參觀；如有問題，可向關家欣老師或陳豪軒老師查詢。 

 
3. 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新聞教育基金將舉辦中學生傳媒教育工作坊，以提高本港新聞專業水平，擴展視野，加強學生對
新聞傳媒的認識。 
 
日期：2018 年 7 月 7 日（星期六）或 7 月 8 日（星期日）（確實日期待定） 
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九龍塘達康路 18 號） 
費用：每位學生需繳付$30，費用包括午膳及其他開支 
內容：授課 — 傳媒基金概念 

小組實習 — 新聞個案分析 
參觀 — 無綫電視新聞部：新聞製作及流程 

名額：10 位 
備註：凡參加及完成工作坊的學生均獲發證書 
 
請有興趣的同學，於 6 月 20 前帶備報名費用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每周鼓勵金句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

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後書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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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7/18年度六月份（家訊）第三十七期 

4. 七月份英語戶外活動－英語音樂劇製作 Hyenas 
日    期：2018 年 7 月 4 日(星期三)  
集合時間：7:10 p.m.        
活動時間：7:30 p.m. – 8:45 p.m. 
活動地點：屯門天主教中學 
集合及解散地點：屯門天主教中學       
解散時間：約 9:00 p.m.  
負責老師：王志傑老師 
人    數：20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全免 (同學須自付車資) 
對    象：全校學生 

活動內容：Hyenas 是一齣關於友誼，欺凌及爭奪同儕的認同的音樂劇。故事是一群渴望改變現況及
尋找在世界上屬於他們地方的學生們。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夏季校服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6 月 27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沅玲小姐；如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老師 
 

＊ 校務處將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下於當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個上課天 2018 年 7
月 5 日(星期四)交家長請假信給王志傑老師。 

 
5.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5/2018 5B 盧綺彤 青苗基金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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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沙灘奪標賽 亞軍 

7/6/2018 1A 陳康喬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讀後感寫作比賽 初級組 推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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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七月份英語戶外活動－英語音樂劇製作 Hyenas（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英語音樂劇製作 Hyenas，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八年六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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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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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27/6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