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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香港神託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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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我很喜歡一幅有趣的圖畫，描述兩個跑馬拉松的人，一個是古代的羅馬人，代表馬拉松開始時代
的衣著，手執長矛，腳穿草鞋，另一個是現代人，戴上太陽眼鏡、電子手錶、音樂耳筒及護膝等運動
裝備，身上配件共十多件。但裝備如何，跑馬拉松的核心仍是跑，裝備多和先進不代表會跑得完、跑
得快！這圖畫對學習是一個提醒，甚麼才是學習的核心呢？先進設備及資訊網絡？各種的技巧和策
略？還是有更重要的東西？ 
 

“綻放生命色彩”是主動投入，以《聖經》及基督教品格明白世情及追尋夢想；而”提升學習效能”

是當中的過程，鼓勵同學在生活上反思及提問，將學科知識應用在其中。懇請家長與我們一起緊密合
作，按著他們的才幹，循循善誘，一同培養品學並重的未來領袖。 

 

＊＊＊ 
 

Greetings! 

 

I was always amused by an interesting picture, illustrating two athletes in a marathon. One is an ancient 

Roman, appearing in an early outlook, while another is a modern runner with several equipment, such as GPS 

watch, sunglasses and professional sportswear, facilitating him to run. But no matter what apparatus a person 

holds, the core value for marathon is running. Even though you have more apparatus, there is no guarantee for 

finishing the game. The picture reminds us to discern the core value for learning carefully, i.e.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or other more important elements, in modern education. 

  

“Blooming Life’s Colours” is to engage in life,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pursue our dreams based on the 

Holy Bible and Christian values; “Enhancing Learning Capabilities” is the process with which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flect on 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ask relevant questions, applying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in different subjects. Besid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operating with parents to nurture our 

future leaders with both good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Christian integrity!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 9 月 7 日派發十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9 月 14 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同學請到小食
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有查詢，請致電
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 

第二期 
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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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須保持樸素整潔儀容 

學校對學生校服儀容的要求向來以端莊、自然、樸素及整潔為原則，尤其頭髮須修剪妥當，萬莫標
奇立異。男生髮式須短，不可遮蓋眼眉或耳朵，耳鬢不可超過耳朵一半；女生髮長及肩者須束馬尾，
劉海與髮鬢亦須夾妥，前額頭髮不能蓋眉。 
 

近日髮型風潮崇尚奇型（男生兩邊極短而中間留長），學校一向希望同學保持樸素端莊形象，故提
醒同學切勿跟隨潮流，而同學到髮型屋剪髮時亦須向理髮師講明學校有關樸素髮式的要求，以免浪
費金錢換來怪異髮型，並且有損良好樸素學生的形象。 
 

此外，學校一直禁止學生配戴墨鏡回校。而最近市面推出漸變色眼鏡，由於此類眼鏡在紫外光下會
變成類似墨鏡的顏色，由於從室外到室內變回透明鏡需時，進入課室或禮堂，都並不適宜，故學校
同樣禁止學生配戴。如同學因眼疾須配戴特別眼鏡（墨鏡／漸變色鏡），須得眼科醫生文件証明，
並且請連同家長信向學校申請，學校將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豁免。 
 

3. 第十六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委員  

家校會現正招募第十六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敬請家長踴躍參與，填妥後頁的提名表格並
於 13/9（四）下午五時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袁子鉅先生。 
 

4. 家長小組活動  

 信仰研討班 
主題：認識聖經中的婦女 
日期：由 9 月 18 日起逢星期二（除公眾假期之外）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本校 G13 室（組合屋，大茶壼隔壁） 
內容：詩歌、查經、分享、祈禱等 
導師：校牧郭英琪姑娘 
對象：歡迎任何有興趣之家長參加 
 

 家長加油站 
主題：尋找生活的樂趣 
日期：由 9 月 18 日起逢星期二（除公眾假期之外） 
時間：下午 2:00-3:30 
內容：詩歌、遊戲、專題、分享及討論、戶外活動等 
地點：本校 G13 室（組合屋、大茶壼隔壁） 
導師：校牧郭英琪姑娘、溫寶儀牧師（恩友堂） 
對象：歡迎全職家庭主婦參加 
 
以上活動費用全免，歡迎家長直接致電本校聯絡郭姑娘報名或查詢。 
學校電話：2407 7440／手機：6446 1925（郭姑娘） 
 

 

5. 展示學生照片及其相關的作品  

為了展現學生的努力學習成果並校園生活的姿采，本校現徵求家長的同意，在校園、學校網頁或學
校刊物展示學生照片及其相關的作品、照片及錄像。這一般包括學生的習作如作文、專題研習、模
型、活動照片、得獎照片等，希望此舉有助鼓勵學生，具積極學習作用。此外，這做法亦能讓家長
並社會大眾更了解學生的學習生活。故懇請家長同意讓本校展示、上載或刊登  貴子女的學習成果
照片及錄像。本校將確保上述物品恰當地展示。如家長不同意所述安排，請另以書面列明原因，於
九月十四日前通知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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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詳  情：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上午 9:00-10:00 
 9 月 12、13、19、20 及 27 日 

10 月 3、10、11、25 及 31 日  
11 月 7、8、14、15、21、22 及 28 日 
12 月 5、6、12、19 及 20 日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填妥回條並於 11/9（二）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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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9/11，16/11，30/11，7/12，14/12，共6堂 
時間：11:30a.m.-1:00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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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二）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8.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暴風雨  (The Tempest) 

日期：十月六日（星期六） 
主辦單位：香港小莎翁 (Shakespeare4All) 
時間：2：30pm – 4：45pm 
活動地點：屯門大會堂演奏廳 
集合時間 2：15pm 
解散時間：4：50pm 
集合及解散地點：屯門大會堂 
費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門票費用） 
對象：全校學生 
 
故事大綱：一同探索這個冒險之旅，莎士比亞名著“暴風雨”發生於 1850 年暹羅，這將會是一個全
新的世界。女巫 Prospero 運用自身的力量克服面對敵人之折耗。饒恕會否是最終統治的鑰匙？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飾：校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17 日（星期一） 
人數：20 人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在當天下午 1 時 15 分後需要

參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17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
沅玲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9 月 17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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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報名事宜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粵語或普通話項目，請於九月七日（星期五）前向科任老師報名並索取報名表。 
報名費：個人項目$120，二人朗誦$225 
如有疑問請聯絡梁寶珍老師（粵語）或周笑霞老師（普通話）。 
 

10. 特殊需要學生校內考試及統測安排申請  

本校一向配合教育局的融合教育政策，凡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例如：肢體活動能力障礙、視障、聽 
障、語障、特殊學習障礙及其他障礙的學生）可向學校申請額外支援。學校會因應學生的個別情況，
為他們提供特別的考試安排，一方面讓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考，得到相對公平的評核，同時亦確
保這些安排不會對其他學生造成不公平。 
 
如家長欲替子女申請校內特別考試及統測安排，請於 18/9（二）或以前遞交家長申請信及有關醫
生／專家證明文件給班主任。如有查詢，可聯絡梁俊傑老師或張冠康副校長。 
 

11.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義工 

本校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校會）歡迎所有家長参與家長義工行列，詳情請於家長資源中
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致電 2465 0312
聯絡家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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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讚美操班／糕點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讚美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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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九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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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話劇欣賞暴風雨 (The Tempes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暴風雨 (The Temp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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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編號：18/19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二期 

9 月 17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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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