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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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在此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上星期聯課活動組已向中一級同學介紹各制服團隊，很高興看見各同學都享受當中過程，希望各
人都從參與制服團隊過程中學會不同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及裝備自己服務社會。 

十月初我們將舉辦福音周，屆時將會有各伙伴及協作教會、本校老師及基督徒團契成員一同為各
同學預備不同節目，希望將福音訊息介紹給各人。我們已於九月九日舉行一次基督徒立志大會，一同
祈求天父帶領。感謝香港神託會義務會牧林健生博士當天亦蒞臨打氣。讓我們先醒察內心，預備生命
見證。 

 另今天將派發 2016 良心消費運動之單張，此活動為近年支持社會企業的重要活動之一，讓更多人
認識及支持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融入自給自足的企業，詳情亦可參閱 https://www.tecm.hk，請各家長鼎
力支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已於九月九日派發十月份飯單，同學須於九月十五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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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四及中五家長晚會日期對調安排  

為配合家長晚會講員上的安排，中四及中五家長晚會將會對調，即中四改為 18/11，學生須陪同家
長出席；而中五則改為 11/11，學生不用出席。 

 
3. 家長加油站  

主題：真自由—躍出抑鬱 
日期：2016 年 9 月 20 日（二）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本校地下 G12 室  
對象：本校家長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9/9 日交回校務陳小姐 
查詢：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聯絡校牧郭英琪姑娘（電話：24077440，手提：6446 1925） 

 
4. 家長查經班  

主題：聖經中的婦女 
日期：由2016年9月20日 時間：上午10:00-11:30 
地點：本校地下G12室 
對象：本校家長 
費用：全免 
報名：請家長填寫回條於9月9日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中秋節快樂！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 

第三期 
九月十五日 

https://www.tec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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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彩虹天地  —  全職及在職家長小組  

主題：助孩子減壓（一）啟動正向心理 
講員：陳國平牧師（恩友堂主任牧師及臨床心理學家） 
日期：2016 年 9 月 24 日（六） 
時間：下午 4:00-5:30（每月第四周六） 
地點：本校 G01 室 
內容：唱詩、遊戲、專題、分組討論、茶水供應 
對象：歡迎任何有興趣之本校家長 
費用：全免 
 

6. 有關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3 日(五)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取
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費
用，並於 10 月 12 日(星期三)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如以支
票付款，抬頭請寫『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
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7. 免費門票﹕香港中樂團「第 40 樂季開幕音樂會」  

香港中樂團邁步進入 40 樂季，開幕音樂會特別策劃一個「周秦漢唐  穿越香港」的主題音樂會。 
音樂會詳情如下﹕ 
日期﹕9 月 24 日(六)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免費門票的名額有限，有興趣的同學請於 19/9 (一)前向譚綺雯老師報名。 
 

8. 訂購「大學聯招講座 2016」門票（中六級適用）  

為協助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認識 2017 年「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各大學院系課程內容、收
生資料、選科策略、面試技巧以及中英文科應試策略，學友社將舉辦「大學聯招講座 2016」，
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日） 
地點：新界鄉議局大樓大劇院 

［香港沙田安睦街 30 號（石門馬鐵站 A 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對象：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試學生及家長 
票價：每場$30 位 
時間及內容 

第一場 10:30-13:00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面試技巧、各院系代表即場答問、 
中國語文科應試策略 

第二場 14:30-17:00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面試技巧、各院系代表即場答問、 
英國語文科應試策略 

 
有興趣同學請於 9 月 20 日前到校務處向蕭小姐報名及繳交費用，如有查詢，請與陳豪軒老
師聯絡。 
 

9. 長者學苑敬老護老繪畫比賽（新界西長者學苑聯網有限公司舉辦）  

目的是啟發學生創意，這比賽分小學及中學組，各組別分為設冠、亞、季及優異獎項，得
獎者獲獎狀及書券。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23/9 或以前找周錦慧老師。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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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45pm – 5:00pm 
活動地點：葵青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葵青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葵青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身分錯配、一見鍾情、單戀相思、越愛越烈、求愛不得、自戀成狂……誇啦啦一新莎翁

名著《十二夜》面貌，換上香港 1900 年代殖民地背景，笑看愛的百態。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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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星期一）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
陳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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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香港電台第三台  Teen Time 錄音  
本校今年成功申請由語常會舉辦香港電台協辦的 Teen Time 電台節目，詳情如下： 
 
日期：11 月 21 日（星期一） 
時間：5:30 － 6:15 
地點：香港電台 （九龍塘廣播道 30 號） 
人數：4 （若人數過多，將會進行面試） 
活動內容：學生須預先進行資料搜集，並訂出有興趣的題目與電台 DJ 討論。 
 
同學如有查詢，請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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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開放日 24/9/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8/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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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科技大學開放日（中五及中六級適用）  
根據大學聯招處要求，高中同學必須就個人的興趣及能力去選擇 20 個大學學科。因各大學對高中
學制的收生標準不一，課程亦有所不同，要為自己的大學之路作出最佳的選擇，同學必須掌握最新
及最準確的第一手資料。現香港科技大學將於 9 月 24 日舉行開放日之安排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9:00a.m. 
集合地點：本校新玻璃房  

解散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費  用：20 元（單程交通費）（準時出席者會全數退回）  

查詢網頁：http://www.ust.hk 

服  飾：簡約便服 

如有查詢，請來電本校 24077440 與邱淑嫺老師聯絡。  

 

14. 數學及科學比賽  

本校中六同學去年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主辦全港中學數學及科學比賽，獲獎同
學名單如下： 
 

High Distinction 高等優異成績 
6A 王苠杰(數學科)、6A 張竣賢(化學科)、6A 韓浩權(物理科)、6A 利柏豪(數學科)、 
6A 梁倚澄(生物科)、6B 司徒子祺(化學科)、6B 黃天朗(化學科)、6B 張悅怡(化學科) 
 

Distinction 優異成績 
6A 歐陽啓迪(生物科)、6A 林語嫣(數學科)、6A 陳琬昕(數學科)、6A 張焯杰(物理科)、 
6A 梁倚澄(化學及數學科)、6A 鄧畹沅(數學科)、6A 韓浩權(數學科)、6A 王苠杰(化學科)、 
6A 楊凱雯(數學科)、6A 彭穎彤(數學科)、6B 鄭凱欣(化學科)、6B 張悅怡(生物科)、 
6B 趙綽婷(數學科)、6B 趙朗兒(化學科)、6B 關頌恩(生物及數學科)、6B 蘇楊榕(生物科)、 
6B 鄧善潼(生物科)、6B 梁嘉希(化學科)、6B 李子浚(化學科)、6B 王映澄(化學及數學科)、 
6B 黃綽瑤(生物科)、6B 黃天朗(數學科)、6C 酈辰宜(數學科)、6D 陳俊聰(化學科) 
 

Credit 優良 
6A 歐陽啓迪(化學及數學科)、6A 蔣卓謙(數學及物理科)、6A 張竣賢(數學及物理科)、 
6A 韓浩權(化學科)、6A 郭翠怡(物理科)、6A 李致遠(數學科)、6A 利柏豪(物理科)、 
6A 薛穎欣(數學及物理科)、6A 鄧畹沅(物理科)、6A 唐灝弘(數學及物理科) 
6A 王加進(物理科)、6A 黃鎧欣(數學及物理科)、6A 葉晉紳(數學科)、6B 鄧善潼(化學科)、 
6B 黃天朗(物理科)、6C 饒嘉驊(物理科)、6C 酈辰宜(物理科)、6D 陳俊聰(數學科) 

 

15. 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行業問卷  (中三至中五級適用 )  
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於去年曾舉辦十多項職業探索活動，包括參觀獸醫診所、空中服務員體驗
班、甜品師分享會等，深受同學歡迎及愛戴。為使本學年的職業探索活動更能回應你的職業興趣，
本組誠邀各位同學填寫以下問卷，讓我們聆聽你的聲音。 
問卷網址：https://goo.gl/forms/J07cBJufaI91WuvX2 

 
凡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前完成網上問卷的同學，可優先及免費參加本組舉
辦的職業探索活動。 

 

16. 自強室消息  

今天自強室開放時間提早關閉為下午 5 時 45 分。明天為中秋節假期，故自強室將暫停開放。  
 

http://www.ust.hk/
https://goo.gl/forms/J07cBJufaI91Wuv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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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2016-2017 年度傑出學生資助計劃 (非學術範疇 )  
 

資助內容：上述計劃是一項一次性的資助計劃，旨在鼓勵一些在學術範疇上未必出眾，但在下列其
中一項的非學術範疇上具備潛質及有突出表現，並有志於該範疇上繼續進修的青年人進行相關訓
練，發揮所長： 
(i) 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 (包括話劇及舞蹈等) ；  
(ii) 音樂 (包括作曲及演奏) ；  
(iii) 設計／創新或發明；  
(iv) 體育；  
(v) 資訊科技；  
(vi) 媒體製作／電影藝術；及  
(vii) 其他 (如公開演講、辯論、廚藝及刺繡等)  
*所有由私人教授的課程／資助參與比賽費用或訓練交通費用的申請均不會考慮。  
資助計劃一般只涵蓋既定課程／訓練的基本費用，其他額外費用如購買其他設備、考試費、行政
費、手續費、交通費、材料費及年費等均不在本資助的覆蓋範圍之列。 
1. 評審準則  

成功獲資助學生必須具備良好品格及貢獻香港的志向。有關評審的準則如下：  
(a) 學生在有關的非學術範疇內的表現、潛能及創意思維；  
(b) 就讀學校／院校的推介評語；及  
(c) 學生的家庭因素。  

2. 提名：每校最多可提名三位學生競逐此項資助計劃。 
3. 資助金額：資助金額在一般情況下，均不會高於港幣 5,000 元，但個別特殊及非常值得資助的

申請，委員會或會考慮提供最高港幣 10,000 元的資助。 
4. 截止日期：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林玉蓮老師索取申請表或網上下載表格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ublic_forms/application17.doc，本校截止日期為
14/10/2016(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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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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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4/8/2016 

3B 黃千倖 

香港滾軸溜冰 
總會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 
錦標賽 

女子 13 - 14 歲組 1000 米 亞軍 

14/8/2016 12 歲以上 男女子混合組 
3000 米 季軍 

31/7/2016 

中國輪滑協會 第三十一屆全國 
速度輪滑場地錦標賽 

女子少年甲組 500 米 爭先賽 殿軍 

31/7/2016 女子少年甲組 300 米  
個人計時賽 殿軍 

31/7/2016 女子少年甲組 1000 米  
個人計時賽 第五名 

31/8/2016 
3D 梁馥而 香港三項鐵人 

總會 

科學園分齡 
三項鐵人賽 女子青少年組 亞軍 

31/8/2016 兩項鐵人 女子青少年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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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彩虹天地／家長加油站／家長查經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將會參加彩虹天地 — 全職及在職家長小組。（共_____人出席） 

 本人將會參加家長加油站。（共_____人出席） 

 本人將會參加家長查經班。（共_____人出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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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香港科技大學開放日（中五及中六級適用）（費用：每位港幣二十元）  

敬覆者： 

 

□ 本人已知悉並同意敝子弟參與上述活動，當囑咐敝子弟要謹慎及聽從老師之指示。 

□ 本人的家庭共______位（不包括敝子弟）成員將參與是次開放日。 

□ 敝子弟未能參與上述活動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  

家長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___日  家長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香港科技大學開放日 收據 

（參加學生必須填寫） 

 

茲收到_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香港科技大學開放日車費費用$______ (每位 20 元)。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日 
---------------------------------------------------------------------------------------------------------------------------------------- 

 

回  條 

十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Twelfth Nigh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十二夜》(Twelfth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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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校務處專用） 

 

負責老師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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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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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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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