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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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在生活中因不同的原因慶祝本是一件快樂的事，因為生活中有苦有樂，能相聚本身已是恩典，
加上看見生命成長，實在值得感恩，例如我每早晨都看見同學笑臉迎人及充滿喜悅地回校上課，心
中不禁感恩及快樂。但有一些事情總要提防它的性質是否合宜作為慶祝的原因。 

 

萬聖節近年被包裝成一個歡樂的節日，可是追溯萬聖節的來源，其實內裏卻沒有歡樂，只有詛
咒、恐懼和災難。大約 2500 年前，愛爾蘭的凱爾特人（Celts）以 10 月 31 日為一年的最後一日，
傳說在當天晚上，死亡之神和鬼魂會一起重返人間，尋找替身。人們因為害怕，便對死亡之神獻祭，
期望能避過災難。中國也在農曆七月有傳統的鬼節，或稱為「盂蘭節」。為避免因「鬼門關大開」受
到鬼魂騷擾，中國人同樣有些祭祀儀式確保家宅平安。 

 

在萬聖節人們總以為只是扮小鬼要糖果，以為無傷大雅，但事實上，萬聖節是巫術教派兩個最
崇高的聖日之一，我們參與慶祝，就是跟巫師祭司敬拜邪靈、敬拜死亡之神的事有份！故此，我們
呼籲家長們盡量不要與子女共同參與任何形式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另一方面，感恩和與他人分享快樂是重要的，讓我們經常感恩及微笑，比物質或世俗消費活動
更有意義。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小食部退回 (17/9)午膳款項事宜  

上月因颱風的關係，學校於 9 月 17 日及 18 日停課，小食部已於 10 月 16 日開始退回 9 月 17
日的款項予有關同學，而 9 月 18 日為半日課，故不涉及退款，敬請各家長留意。 
 

2.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如何增強孩子的自信心？ 
日期：27/10/2018（第四個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5:30 
地點：本校 301 室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 
形式：詩歌、專題、分享討論、茶水招待 
對象：歡迎本校初中學生家長參加 
報名：歡迎家長直接致電本校聯絡郭姑娘報名或查詢，2407 7440(學校)／64461925(手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九期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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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訂購文憑試試題事宜（中四至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將於下周二及周三（30/10, 31/10）午膳及放學後（至 4:30p.m.）邀請商務印書館職員到本
校新玻璃房收集訂購表格、回條、銀行入數紙或 7-Eleven 收據，而訂購表格已派發給各中四至
中六同學，如欲訂購者必須於該天內交回相關資料，敬請留意。 
 

註： 請同學於銀行入數紙／7-Eleven 收據（利用右上角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 便利
店繳付款項）背面，填妥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入數紙須為恒生銀行：374 138881 001,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4.  一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 
 

日  期：2019 年 1 月 26 日(星期六) 時  間：10:00 a.m.-1:00 p.m.  
集合時間：9:45 a.m. 集合地點：香港十字路會閘口 
人  數：20 人 負責老師：黎倩彤老師 
活動及解散地點：香港十字路會 Hong Kong Crossroads (屯門黃金海岸對面) 
費  用：$20 (學校已津貼$80) 
交  通：自行前往，同學請自行支付交通費用 
對  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如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

申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活動內容：參加者將體驗第三世界國家愛滋病患者的生活，處於戰爭、貧困、缺乏醫療及被

虐待的環境下如何掙扎求存。 
參加者將置身於完全黑暗的模擬非洲村落中，由導師帶領使聽覺、觸覺和味覺去
經歷失明者的生活。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PE 衫(如天氣轉冷可穿學校 PE 風褸或校褸)及黑或藍色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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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前需要參
加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如
有查詢可聯絡黎倩彤老師。 

 

＊ 校務處將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或以前發出取錄通知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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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5. 香港演藝學院學士學位及大專課程報名（中六級適用）  

香港演藝學院現已接受 2018/19學士學位及大專課程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8年 10月 29日，
申請程序、課程內容、申請表格可見於學院網頁（http://www.hkapa.edu/tch/）。 
 
若同學有意報讀課程，請於邱淑嫺老師聯絡。 
 

6. 職業資訊網站  

為進一步加強支援學校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服務，教育局現已建立一個職業資訊
網站（http://lpecareerinformation.com/），以全面及綜合的模式為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有關生
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資訊，協助學生做好生涯規劃。 
 
網站的資訊類型多樣化，包括影片、圖像、照片、個案分享、學生個人檔案及網頁連結等，以
方便使用者閱覽及搜尋。網站分為九個專區：職業資訊專區、行業動態專區、求職技巧專區、
創業專區、升學專區、家長專區、個人檔案專區、影片專區及有用連結專區。歡迎家長及同學
瀏覽。 
 

http://www.hkapa.edu/tch/
http://lpecareerinfor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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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恒生管理學院「 2019 校長推薦入學計劃」（中六級適用）  

恒生管理學院（「恒管」）現推行「校長推薦入學計劃」，目的在於肯定學生於學術和/或非學術範
疇上（如體育、音樂等）的卓越表現、對社區服務的貢獻，或其領袖才能。恒管在香港中學文
憑試成績公佈前，會派發有條件取錄予合資格的受薦學生。 
 
凡有意報讀恒管學士學位課程，並想申請是次校長推薦計劃的同學（本校最多可
推薦 10 位學生），請到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網頁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index.html）下載及填妥申請表後，
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三）前交回邱淑嫺老師。 

 
8. 恒生管理學院課程資訊日及即場報名（中六級適用）  

恒生管理學院將於 11 月 17 日（六）舉辦課程資訊日，讓中六同學了解該校課程收生要求及體
驗校園生活，屆時將有大學選科及入學講座、課堂體驗和校園及住宿書院導覽。 
 
另外，中六同學可於資訊日當天即場進行網上報名及考核，於資訊日完成報名手
續及合資格的申請人，有機會可於 12 月獲發首輪有條件取錄。請有意報讀恒生管
理學院的同學，自行到本校「升學及職業資訊」網頁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index.html）查看「即場報名及考核
安排」。如有問題，可聯絡邱淑嫺老師。 

 
9. 校友傑出成績  

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14-15 

陳佩敏 

香港浸會大學 

社會科學學士 (地理)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周嘉晞 

中國研究社會科學學士 
(地理專修) 

2015-16 馮苑瑤 傳理學學士（公關及廣告）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10. 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課程體驗日（中六級適用）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舉行「本科課程體驗日」，幫助中六同學了解該學系課程內容，詳
情如下： 

日期 地點 時間 內容 

17/11/2018

（六） 

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體育中心 104 室 

9:00 - 9:15 登記 
9:15 - 9:45 體育運動科學系課程簡介 
9:45 - 11:15 體育鍛鍊操一操/參觀學系 
11:15 - 11:30 茶歇 
11:30 - 12:05 運動科學大講堂 
12:05 - 1:00 與傑出本科生對話 

有興趣報讀本系的中六學生，本校名額只有 5 人，請於 10 月 30 日（二）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11. 嶺南大學經濟學系資訊日講座（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嶺南大學經濟學系將於資訊日當天舉辦學科講座，講題為「香港高地價政策的迷思」，以經濟學
角度探討樓價在過去數十年的變化、房屋市場的特點、樓價與地價的關係等，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 
地點：嶺南大學李運強教學大樓地下林逸民演講廳（MBG01） 
  
是次講座以廣東話進行，費用全免，請有興趣的同學及家長自行前往參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問題，可聯絡陳豪軒老師。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index.html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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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
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27/10/2018（六）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李惠利、黃克競、 
摩理臣山、沙田、青衣) 

23-24/11/2018 
(五、六) 

香港大學 3/11/2018（六） 

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 
廚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 

(薄扶林) 

1-2/11/2018
（四、五）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柴灣、葵涌、觀塘、屯門) 

30/11-1/12/2018 
(五、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13. 《育醫造才：探索醫學世界》 2018 公開講座  （中三至中六級適用）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為讓公眾了解香港醫學科技的最新發展和卓越成就，以及加強市民對各種
健康問題的認知和疾病的防治意識，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與香港公共圖書館合作舉辦《育醫
造才：探索醫學世界》2018 公開講座系列，費用全免，講座詳情如下： 

 

 講座一：小孩下肢問題及小兒推拿 講座二：認識上消化道疾病的治療 

日期： 11 月 10 日（六） 12 月 15 日（六） 

時間：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地點： 尖沙咀東部香港科學館演講廳 

講題： 1. 小孩下肢常見的疑問 
2. 小兒推拿：為你的 BB 知多一點（以

普通話主講） 

1. 飲食，胃酸，幽門螺旋桿菌與胃癌 
2. 上消化道手術的最新發展 

 

請有興趣參加的同學於 11 月 1 日（四）午膳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每場講座本校名額只有 8
個，先到先得。如有問題，可聯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陳豪軒老師。 
 

 

1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10/2018 5C 黃千倖 屯門體育會 屯門區立划板繞標賽 女子少年組 冠軍  

30/9/2018 1D 陳泓熹 

康樂及文化 
事務處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11-12 歲組 
100 米背泳 冠軍 

  

男子青少年 9-12 歲組 200 米
個人四式混合泳 亞軍 

  

30/9/2018 

2A 游啟滔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 子 青 少 年  12 或以 下 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男子青少年 12 或以下組 
200 米蝶泳 亞軍 

  

1/10/2018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H I J 組 4x50 米 
自由接力 亞車   

男子青少年 H 組 100 米背泳 殿軍   

23/9/2018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B 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男子青少年 B 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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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3/8/2018 

2B 周芯悅 

國際舞蹈協會 韓國舞蹈世界盃 群體舞 金獎  

20/7/2018 
Inspired Dance 

Company 

香港舞林盛會暨 

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兩岸四地群體舞 金獎  

國際賽獨舞 銅獎  

13/8/2018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籌備委員會 

第四十六屆全港 

公開舞蹈比賽 
公開組獨舞 銀獎 

 

21/10/2018 5C 黃千倖 廣東省體育局 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500 米 冠軍  

女子青年組 1000 米計時賽 亞軍  

女子青年組 200 米 
個人單圈計時賽 亞軍 

 

女子青年組 10000 米 
積分淘汰賽 亞軍 

 

14/10/2018 1D 陳泓熹 新界區體育總會 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男子 D 組 50 米背泳 亞軍  

男子 D 組 100 米背泳 亞軍  

17/10/2018 5B 文詩靈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女子 15-17 歲 
3 分鐘速度耐力跳比賽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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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AIDS X-PERIENCE AND BLIND X-PERIENCE 
（香港十字路會－第三世界愛滋病患者及失明者體驗之旅）（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女已是英文學會會員，現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敝子女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考慮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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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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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2018 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