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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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我們舉行了班際旅行，當天天氣不太理想，但感恩各老師及同學仍高興暢懷地出發、
應變及完成旅程，我相信群體生活是另一種深度的學習，藉著相處及互勉，大家有更大的決心及
信心面對各式各樣的處境。天氣、經歷、際遇都是不可測及多變的，惟有上帝的恩典及家人朋輩
互相支持才能享受真正的豐富及人生。 

 

上星期今天我們一起與學生以切火豬及寫感恩卡共渡感恩節，希望學生也能將感恩的心帶回
家。感恩對於我們實在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感恩讓我們察覺自己的有限及天父、家人、師長和朋
友的扶持，而且感恩和知足有莫大的關係：先知足而後感恩；先關愛而後富足。但願我們可再檢
視現況，追求卓越，生命便能成為更大的祝福，作鹽作光。 

 

感謝各家長的支持，我們已完成了中一、中四、中五及中六的家長晚會；當中我深深感受到
各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因為我們都有同一個心志，就是栽培出有學識、有良好品格、更有承擔的
年青人，這是在現今世代中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價值觀衝擊擴大，社會資訊流動迅速，物質生
活比以往豐富，表面上對栽培青少年更有利，但卻造成隱而未見的陷阱，例如以往我們可能要自
己製造玩具及創作遊戲，現今卻有不同選擇唾手可得。但人的一些能力，如解難、創意、執行等
等，卻不能到需要時突然出現；價值觀和品格更是如此，所以我們栽培學生不單只要有學習能力，
更要有生活能力及正面態度，加上自律守規。我相信馬可賓同學一定是令人期待及欣賞的!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8 
本校中四級學生將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升中校園遊時段內，舉辦「『共』創『賓』紛同
樂日」的跨代共融成長活動，由他們設計有獎攤位遊戲及具創意的手工藝工作坊，帶出跨代共融
的信息。詳情如下：  
 

日  期：12 月 1 日（星期六） 
時  間：上午 10 時至正午 12 時、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  點：本校磚地 
負責老師：林珏怡老師、鄧智強老師 
活動內容請參閱後頁的宣傳單張。 
 

歡迎所有同學帶同家中長者和家人一起出席是次活動，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負責老師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十四期 
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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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內音樂會（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  

為提升同學音樂修養及提供表演平台的機會，本年度的校內音樂會將於十二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時間：4:35p.m.-5:45p.m. 
地點：禮堂 
備註：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請於當天4:35p.m.在地下磚地集隊，簽妥背頁的回條，

並於30/11交回班主任。若同學因要事未能出席音樂會，需於明天（30/11）交家長信給譚
綺雯老師申請。 

 

3.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開放日（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了讓本地中學生能得到更多關於創意藝術、設計的升學及就業資訊，和加深對薩凡納藝術設
計學院的認識，讓院校將舉辦開放日及設計工作坊，參加者能把工作坊所完成的作品儲存，作
為自己的作品。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2:00-5:00p.m. 
地點：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 292 號 
工作坊主題： 
1. Action Photography Demo  

2. Stop Motion Demonstration  

3. Video Game Arcade  

4. Virtual Reality Painting Demo  

5. Advertising/VSFX/Social Media Campaign  

6. Fashion/Marketing Panel  

7. Illustration Demonstration  

8. SBA assignments inspiration (for S5 & S6 students) 

9. Painting Demonstration  

10. SCAD Talks with our advisor 

 

11. Action Photography Demo 

12. Stop Motion Demonstration  

13. Video Game Arcade  

14. Virtual Reality Painting Demo  

15. Advertising/ VSFX/Social Media Campaign  

16. Fashion/Fashion Marketing Panel  

17. Illustraion Demonstration 

18. SBA assignments inspiration (for S5 & S6 students)  

19. Painting Demonstration  

20. SCAD Talks with our advisor      21. Animation 

 

如有興趣，請於明天（30/11）午膳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4.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體驗活動（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將舉辦體驗活動，讓有興趣研讀法律的高中學生對該學院有更多了解，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2 月 8 日 (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15 分 
地點：香港大學鄭裕彤教學樓 
內容：法律學院課程介紹、課堂及大學生活體驗 
 
費用全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以上活動的同學，請於 12 月 6 日（四）前自行於網
上報名(http://www.law.hku.hk/register/)。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查詢。 
 

5. 四價流感疫苗供貨資訊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UCN）轄下之所有診所及外展 2018-19 流感疫苗預防注射服務，一
直採用的疫苗與衞生署近日公佈懷疑有問題的疫苗完全不同，故此各位毋須過份緊張。如有查
詢，請致電 23574008。 
 
疫苗資料如下： 
產品名稱：Fluarix Tetra Quadrivalent 2018-19 0.5ml 
製造商：葛蘭素史克藥廠（GSK） 

原產地：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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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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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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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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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Pizza Express Visit (參觀 Pizza Express)  

日期：2019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二） 
集合時間︰9:10am      活動時間︰9:30am – 11:00am 
集合地點︰尖沙咀地鐵站 D2 出口  活動地點︰尖沙咀 K11 廣場 1 樓 Pizza Express 
解散地點：尖沙咀地鐵站    解散時間︰11:05am 
人數︰25 人 費用︰全免 
(若報名人數過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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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活動內容︰同學將會參觀 Pizza Express 尖沙咀 K11 分店，並由分店職員帶領及教導下製作薄
餅。活動完成後，同學可將其製成品帶回家中享用。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當天下午 12 時 30 分前需
要參加制服團隊活動，將不能請假參與此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2018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二)或之前填妥回條，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如
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老師。 
 
校務處將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或之前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於
當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個上課天 201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何智欣老師。 

 
8. 各大專資訊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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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專院校名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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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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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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2 月 1 日（星期六），本校除
了有校園參觀、學科介紹及講座
外，更為屯門區長者和小學學生準
備了攤位遊戲及工作坊，讓大家進
一步認識和體驗馬可賓獨特的文
化。歡迎同學帶同家中長者和兄弟
姊妹參加！自己嚟都得㗎！ 

 

同場加映： 

同場設有身體彩繪，還有紅十

字會健康資料話你知。 

活動目的： 

 透過由本校學生創作的攤位遊戲和工
作坊，宣揚跨代共融訊息 

 讓學生實踐僕人領袖精神 
 

活動詳情： 

日期：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下午 2 時至 4 時 

 

地點：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屯門石排頭路 17 號 
 

對象：長者及中小學生 

 
 

 
 

內容：設有多個帶出長幼共融信

息的有獎攤位遊戲。 

 
 

（活動內容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內容：設有多個手工藝工作坊，

學生將成為小導師與參加

者一同製作手工藝品。 

設有 STEM 研究室，讓小

朋友齊來研究一番！ 

歡迎參加者當日即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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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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八年___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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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二月份英文校外活動—參觀 K11 Pizza Exp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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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聯絡電郵：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八年____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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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校內音樂會（中一、中三及中五級同學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但本人未克出席。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本人將會出席校內音樂會，共________位出席(不包括敝子女)。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日 

 

編號：17/18 年度十一月份（家訊）第十二期 

20/11 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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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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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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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