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8/19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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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上星期六是本校的中一資訊日暨共創「賓」紛同樂日，感謝老師、同學及家長的努力，我們
共接待了數千人次，包括各長者院舍及長者中心的朋友，希望不同年代的人士也能共融相處，同
學更能從服務中領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當天我們亦舉辦了兩場講座，分享了教育理念及辦學方針，共有約二千人出席。無論家長同
學最終是否選擇報名，這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交流機會，因為現今大家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但
更需體會到全人發展及均衡教育才能持久及令人快樂，所以馬可賓的辦學方針仍是對品格、學問
及僕人領袖三方面 ，我們相信一個全面發展的青少年才是未來的真正領袖，家長和學校的合作更
是教育的基石。各家長可稍後瀏覽本校網頁回顧當天活動。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上學期考試通告  

昨天已派發上學期考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2.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8）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8:45a.m.–9:00a.m. 集隊、點名、安頓 

9:00a.m.–10:30a.m. 茶會 9:00a.m–10:30a.m. 崇拜 

10:30a.m.–10:45a.m. 收拾清潔 10:30a.m.–10:45a.m. 小息 

10:45a.m.–11:00a.m. 小息 
10:45a.m.–12:15p.m. 茶會 

11:00a.m.–11:15a.m. 集隊 

11:15a.m.–12:30p.m. 崇拜 12:15a.m.–12:30p.m. 收拾清潔 

12:30p.m. 放學 
 
3.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幫助子女實踐情緒管理及增強專注以達成良好學習目標 
日期：15/12/2019（第三個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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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五期 
十二月六日 



編號：18/19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五期 
 

4.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明天（7/12）派發十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2 月 14 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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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8 圓滿結束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8」，已於 12 月 1 至 2 日順利完成，反應熱烈，兩天合共 1112
位參加者，分別為 320 名長者，以及 792 名中小學生參與。非常感謝參與是次活動的長者服務機
構，包括：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宣教會白普理老人中心 
 萬國宣道浸信會田裕浸信會長者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健頤會 
 思賢長者學苑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建生堂耆年中心 

過程中參加者都非常投入玩攤位遊戲和參與手工藝工作坊，加強了長者和學生的合作和溝通，達
致跨代共融的目標，一同渡過了愉快的週末。 
 
此外，本校學生的表現亦得到參加者的充分肯定及讚賞，相信他們在是次活動定必有所裨益。他
們不但能透過服務學習發揮個人所長及體現僕人領袖的特質，而且在活動過程中，他們學會了明
白及接納不同社區人士的需要，從而設計合適的攤位及工作坊來燃亮自己及他人，為生命添上豐
富的色彩，這正是回應了本年度其中一個學習主題「綻放生命色彩」吧!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7/11/2018 

2B 陳文熙、2B 梁旭豐 
1B 江祉進 

香港神託會 蕉夫大埔嘉年華慈善競技賽 青年組 
冠軍 

 

4B 黃正熙、4D 姜韋翹 
3B 曾浩賢 季軍 

 

11/11/2018 

6A 羅治宏、6A 梁棹滔 
6A 黃文彥、6A 卓彥 

6C 吳國熙、5A 歐陽聰 
5A 李俊輝、5B 祝家泓 
5C 葉俊宏、5D 洪健堯 屯門區少年警訊 「屯結抗毒無界限」 

五人籃球賽 

男子組 亞軍 

 

6A 司徒明敏、6A 張心妍 
6A 蔡芷晴、5D 李詩怡 
5B 鄧心然、5C 方樂怡 
5B 鄧詠詩、5B 陳海琳 
2D 廖梓伊、3D 饒紫洋 

女子組 季軍 

 

25/11/2018 

6A 蔡芷晴 

康樂及文化 
事務處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C 組跳高 冠軍 

 

5C 李天欣 女子青少年  
C 組鉛球 冠軍 

 

1D 李浩翔 男子青少年  
E 組 400 米 冠軍 

 

5D 洪健堯 男子青少年  
C 組 100 米欄 亞軍 

 

6A 司徒明敏 女子青少年  
C 組 100 米欄 季軍 

 

 

 



編號：18/19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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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上星期六是本校的中一資訊日暨共創「賓」紛同樂日，感謝老師、同學及家長的努力，我們
共接待了數千人次，包括各長者院舍及長者中心的朋友，希望不同年代的人士也能共融相處，同
學更能從服務中領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當天我們亦舉辦了兩場講座，分享了教育理念及辦學方針，共有約二千人出席。無論家長同
學最終是否選擇報名，這也是一個十分難得的交流機會，因為現今大家都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但
更需體會到全人發展及均衡教育才能持久及令人快樂，所以馬可賓的辦學方針仍是對品格、學問
及僕人領袖三方面 ，我們相信一個全面發展的青少年才是未來的真正領袖，家長和學校的合作更
是教育的基石。各家長可稍後瀏覽本校網頁回顧當天活動。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派發上學期考試通告  

昨天已派發上學期考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此外，因手民
之誤，中六級地理科考試日期應為 31/1，卷一完卷時間為 11:30 a.m.，敬請留意。 

  
2.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8）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8:45a.m.–9:00a.m. 集隊、點名、安頓 

9:00a.m.–10:30a.m. 茶會 9:00a.m–10:30a.m. 崇拜 

10:30a.m.–10:45a.m. 收拾清潔 10:30a.m.–10:45a.m. 小息 

10:45a.m.–11:00a.m. 小息 
10:45a.m.–12:15p.m. 茶會 

11:00a.m.–11:15a.m. 集隊 

11:15a.m.–12:30p.m. 崇拜 12:15a.m.–12:30p.m. 收拾清潔 

12:30p.m. 放學 
 
3. 彩虹天地家長小組月會  

主題：幫助子女實踐情緒管理及增強專注以達成良好學習目標 
日期：15/12/2019（第三個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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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五期 
十二月六日 



編號：18/19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五期 
 

4.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明天（7/12）派發十二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2 月 14 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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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8 圓滿結束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8」，已於 12 月 1 至 2 日順利完成，反應熱烈，兩天合共 1112
位參加者，分別為 320 名長者，以及 792 名中小學生參與。非常感謝參與是次活動的長者服務機
構，包括： 
 

 路德會友安長者中心  宣教會白普理老人中心 
 萬國宣道浸信會田裕浸信會長者中心  仁愛堂胡忠長者地區中心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  鄰舍輔導會屯門區綜合康齡服務中心 
 明愛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健頤會 
 思賢長者學苑  國際四方福音會香港教區建生堂耆年中心 

過程中參加者都非常投入玩攤位遊戲和參與手工藝工作坊，加強了長者和學生的合作和溝通，達
致跨代共融的目標，一同渡過了愉快的週末。 
 
此外，本校學生的表現亦得到參加者的充分肯定及讚賞，相信他們在是次活動定必有所裨益。他
們不但能透過服務學習發揮個人所長及體現僕人領袖的特質，而且在活動過程中，他們學會了明
白及接納不同社區人士的需要，從而設計合適的攤位及工作坊來燃亮自己及他人，為生命添上豐
富的色彩，這正是回應了本年度其中一個學習主題「綻放生命色彩」吧!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7/11/2018 

2B 陳文熙、2B 梁旭豐 
1B 江祉進 

香港神託會 蕉夫大埔嘉年華慈善競技賽 青年組 
冠軍 

 

4B 黃正熙、4D 姜韋翹 
3B 曾浩賢 

季軍 
 

11/11/2018 

6A 羅治宏、6A 梁棹滔 
6A 黃文彥、6A 卓彥 

6C 吳國熙、5A 歐陽聰 
5A 李俊輝、5B 祝家泓 
5C 葉俊宏、5D 洪健堯 

屯門區少年警訊 
「屯結抗毒無界限」 

五人籃球賽 

男子組 亞軍 

 

6A 司徒明敏、6A 張心妍 
6A 蔡芷晴、5D 李詩怡 
5B 鄧心然、5C 方樂怡 
5B 鄧詠詩、5B 陳海琳 
2D 廖梓伊、3D 饒紫洋 

女子組 季軍 

 

25/11/2018 

6A 蔡芷晴 

康樂及文化 

事務處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女子青少年  
C 組跳高 冠軍 

 

5C 李天欣 
女子青少年  
C 組鉛球 冠軍 

 

1D 李浩翔 
男子青少年  
E 組 400 米 冠軍 

 

5D 洪健堯 
男子青少年  

C 組 100 米欄 亞軍 
 

6A 司徒明敏 
女子青少年  

C 組 100 米欄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