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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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神託會「募捐/認捐  • 賣旗籌款」活動  

本校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
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教育、社會和社會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
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故本會在今學年將推行一連串
籌款活動。包括進行全校性募捐/認捐，「蕉夫@大埔」慈善嘉年華」及於 12 月 21 日舉行賣旗籌款
活動，是次籌款對神託會十分重要，懇請大家鼎力支持，詳情如下： 
 

i) 募捐/認捐 
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推廣身心健康項目包括: 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擴展兒童、青少年、家庭
及個人輔導服務。凡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者，可獲發慈善捐款收據作扣稅之用。 

 

 

ii) 賣旗籌款 
我們全校師生（除中六學生需要準備文憑試）、工友、教職員和家長們將參與香港神託會賣旗籌
款活動，並於 2019 年 12 月 21 日(六)進行。 

 

所有善款將直接撥入香港神託會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展，本校不會收取任何行政費用。如
蒙家長鼎力襄助，不勝銘感。如有查詢，歡迎與本會或袁子鉅先生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九期 
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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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意社區情況變化  

近日因應社會情況變化及衝突，請家長更留意及叮囑子女，大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時有機會觸發不
快或意外，甚或引至身心傷害及法律責任，故家長務必與子女保持密切溝通，叮囑子女注意人身安
全，遠離可能出現的混亂、危險及非法活動。讓我們一起為社區及社會求平安及包容，從上帝而來
的愛勉勵我們。 
 

此外，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得悉最近的「社會事件」引起社會上很大的迴響及
關注，家長多方面需要支援，故印製「對應社會事件家長錦囊」小冊子。內容包括家
長與子女分享「社會事件」的方法及常見子女問題解答。家長可從右面 QR Code 下載
或瀏覽網頁（psn.hkfyg.hk）。 
 

3. 一月份英語校外活動－Monopoly Dreamland 

日    期：1 月 17 日(星期五)  
集合時間：12:30 p.m.  活動時間：2:00 p.m. – 3:30 p.m. 
集合地點：學校小食部 活動地點：山頂廣場 3 樓 
解散時間：約 4:45 p.m.  
解散地點：學校閘口 
人    數：60 人 (先到先得；英文學會會員優先)  
費  用：中一至中五非英文學會學生：$180；英文學會：$150（學校已津貼部份費用）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旅遊巴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學校 
對    象：中一至中五級同學 

活動內容：同學會由職員帶領下參觀大富翁先生大宅。同學將會了解更多關於這世界知名桌上遊
戲。完成參觀後同學會有約 45 分鐘在大宅中體驗不同的遊戲，及後將會遊覽紀念品區並
在山頂廣場完成一系列的英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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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初中同學在當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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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19-20 學年開始，教育局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給學校，故是項活動已獲部份津
貼。惟因憑每年整體學校活動安排，津貼額可能每年有差異。另家長如因家庭經濟需
要，可具函為是次活動另外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信件請交予活動負責老師。 

 
＊ 校務處將在 12 月 6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須於下一個上課天 1 月

20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子丰老師。如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老師（活動負責老師）。 
 

4. 全方位發掘孩子的潛能講座（恩友堂舉辦）  

日期：10 月 27 日（星期日）  
時間：11:15a.m. - 12:30p.m. 
地點：地下 G01 室  
講員：陳國平牧師 
 
陳國平博士於美國加州取得婚姻與家庭研究哲學博士及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其後又獲美國領䄂

培訓教牧學博士，並在英國劍橋大學作訪問學者。陳博士早年在美國加州獲得婚姻與家庭治療碩
士、神學及心理學碩士及教牧學碩士。陳博士擅長於兒童及青少年行為、沉溺上網與情緒治療、個
人及家庭壓力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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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術獎項  

日期 姓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11/2019 2B 蔡孝昇 

香港培正中學 培正數學邀請賽 

優異獎 

20/11/2019 2B 鄭羽軒 優異獎 

20/11/2019 3B 司徒隽軒 優異獎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0/11/2019 1C 林正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青少年 E 組 
400 米 冠軍 

男子青少年 E 組 
4 x 100 米 冠軍 

20/11/2019 5A 梁展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FG 組 
4 x 50 米捷泳接力 季軍 

 

7. 聯課活動獎項（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姓名 組別 獎項 姓名 組別 獎項 

3A 游啟滔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5A 梁展榛 男子甲組 50 米蛙泳 殿軍  

3B 梁展滔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 冠軍 3A 周依霆 女子乙組 200 米蛙泳 殿軍  

3B 梁展滔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冠軍 1C 戚峻軒 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殿軍  

3C 游啓之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張晉滔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第五名  

2A 張健峰 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亞軍 4B 江梓澄 女子乙組 200 米蛙泳 第五名  

5A 張晉滔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2D 林思睿 女子丙組 50 米背泳 第五名  

3A 游啟滔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3A 周依霆 女子乙組 100 米蛙泳 第六名  

3C 游啓之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 季軍 3B 梁旭豐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第六名  

2A 張健峰 男子丙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5B 孫浩倫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第七名  

2D 林思睿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七名  

1C 戚峻軒 男子丙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3B 陳文熙 男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第七名  

6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200 米個人混合四式 殿軍 

2A 江祉進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 第八名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1C 王承乾、 
1C 戚峻軒、 
2A 張健峰、 
2A 江祉進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1D 胡靖敏、 
2B 何朗悅、 

2D 林思睿、 
2D 陳靖彤 

女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殿軍  

3A 游啟滔、 
3B 陳文熙、 
3B 梁展滔、 
3C 游啓之 

男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2D 黃虹萍、 
3A 周依霆、 
4A 李曉穎、 
4B 江梓澄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第五名  

5A 張晉滔、 

5A 梁展榛、 

5B 孫浩倫、 

5C 黃樂永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男子團體總成績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女子丙組團體 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