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6/17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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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生活往往令人懷念的是共同努力及相處的時間，因為情誼及互勉是人際間的禮物，為了
同學與老師的互相關懷及愛護，我們不禁感恩。就如上兩星期我們的男子甲組及女子甲組籃球隊
均打入屯門區校際比賽的決賽，結果是一勝一負，但比賽結果更重要的是各同學老師的同心及投
入，出席觀賽的同學十分踴躍，打氣氣氛與比賽過程同樣激烈，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態度及激情
卻是人生不能缺少的元素。在此謹感謝教練、老師及同學付出的努力及訓練時間。 
 

另星期一已舉行了全校旅行，為配合天氣突變的影響，負責老師預備了一連串應變程序。感
恩當天天氣良好，同學老師均能享受既溫暖又溫馨的一天，相信各人均有美好的回憶。為此感謝
各同工的努力及付出。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本年度新一屆家校會已順利誕生，為增加家長、學生、老師及校長的溝通機會，本校將舉行聖誕聯
歡燒烤晚會，詳情如下： 

 

日  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 6:30 至 9:30 
地  點：本校磚地 
費  用：每位$70（原價為＄90，家校會將津貼每位$20） 
報名辦法：填妥回條於 5/12(星期一)或以前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歡迎所有家長參與是次活動，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聯絡家長事務組李婉媚老師。 
 
2. 本校於社會福利署舉辦的「愛腦『樂』『屯』健腦桌上遊戲設計比賽」獲獎  

本校關懷長者大使參加了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愛腦『樂』『屯』健腦桌上遊戲設計比賽」，並獲
得以下獎項： 

 

姓名 參賽設計 
桌上遊戲名稱 獎項 獎項評選準則 

4A 許文睿 
4B 盧綺彤 
4B 陳悅生 
4D 吳家良 

數字紅綠燈 「最友善遊戲大獎」 遊戲設計最能迎合不同長者能力。 

3D 鄧思行 
4A 潘嘉怡 
4B 陳希雅 

卡牌過三關 
「最互動交流獎」 遊戲設計最能使參加者容易投入。 

「最醒腦大獎」 遊戲設計最能綜合各種感官、肢體
協調等提升認知能力。 

 

各位家長或同學如想試玩他們所設計的遊戲，可於 12 月 3 日的「共」創「賓」紛同樂日內，到關
懷長者大使的攤位參加。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四期 
十二月一日 



編號：16/17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四期 

（校務處專用） 
 

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3.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6 
 

本校中四級學生將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本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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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日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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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請參閱附上的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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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10/2016 
4B 利義謙 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 
「燃亮明 TEEN」好學生 

獎勵計劃 2016 初中組 
老師推薦獎 

2D 梁瑋鑛 老師推薦獎 

13/11/2016 3B 黃千倖 廣東省體育局 
廣東省第二屆輪滑歡樂節
暨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少年女子甲組 1000 米計時賽 第二名 

少年女子甲組 5000 米淘汰賽 第二名 
少年女子甲組 300 米 

個人計時賽 
第三名 

少年女子甲組 500 米計時賽 第三名 

20/11/2016 
4B 李文曦 

香港培正中學 2016 培正數學邀請賽 
中三組 優異獎 

2C 何仲禮 中一組 優異獎 

20/11/2016 1A 游啟之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H 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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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參加者適用) 

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敬覆者：本人將會參加是次活動，並有＿＿＿＿人參與，費用$70 x ＿＿＿人 ＝ ＿＿＿＿元正。 
 
此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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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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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參與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費用，$70 x ＿＿＿人 

＝ ＿＿＿＿元正。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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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5/12 前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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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葉志兆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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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布袋、相架等。歡迎參

加者當日即場報名！ 

 

 

在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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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設有美食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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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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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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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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校園生活往往令人懷念的是共同努力及相處的時間，因為情誼及互勉是人際間的禮物，為了
同學與老師的互相關懷及愛護，我們不禁感恩。就如上兩星期我們的男子甲組及女子甲組籃球隊
均打入屯門區校際比賽的決賽，結果是一勝一負，但比賽結果更重要的是各同學老師的同心及投
入，出席觀賽的同學十分踴躍，打氣氣氛與比賽過程同樣激烈，勝敗乃兵家常事，但態度及激情
卻是人生不能缺少的元素。在此謹感謝教練、老師及同學付出的努力及訓練時間。 
 

另星期一已舉行了全校旅行，為配合天氣突變的影響，負責老師預備了一連串應變程序。感
恩當天天氣良好，同學老師均能享受既溫暖又溫馨的一天，相信各人均有美好的回憶。為此感謝
各同工的努力及付出。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珠海學院校長推薦計劃  
為了讓學生有多元升學出路，香港珠海學院推行校長推薦計劃。凡符合申請資格、品行良好及有志
升讀珠海學院的高中畢業生，均可由校長推薦保送入讀珠海學院，學院將申請學生的志願，分送資
料予相關學系審核，各學系或需約見申請學生進行面試，然後發出「有條件取錄通知書」。凡合乎
申請要求的學生，均可憑「通知書」註冊入學。 

有意參加是次校長推薦計劃的同學，請下載及填妥申請表，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交回邱淑嫺老師。 

 

計劃詳情及下載申請表：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pdf/chu_hai_college_principal_

recommended_admission.pdf 

註：香港珠海學院位於屯門的新校舍已於 11 月啟用。 
 

2. 本校於社會福利署舉辦的「愛腦『樂』『屯』健腦桌上遊戲設計比賽」獲獎  
本校關懷長者大使參加了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愛腦『樂』『屯』健腦桌上遊戲設計比賽」，並獲
得以下獎項： 

 

姓名 參賽設計 
桌上遊戲名稱 獎項 獎項評選準則 

4A 許文睿 
4B 盧綺彤 
4B 陳悅生 
4D 吳家良 

數字紅綠燈 「最友善遊戲大獎」 遊戲設計最能迎合不同長者能力。 

3D 鄧思行 
4A 潘嘉怡 
4B 陳希雅 

卡牌過三關 
「最互動交流獎」 遊戲設計最能使參加者容易投入。 

「最醒腦大獎」 遊戲設計最能綜合各種感官、肢體
協調等提升認知能力。 

 

各位家長或同學如想試玩他們所設計的遊戲，可於 12 月 3 日的「共」創「賓」紛同樂日內，到關
懷長者大使的攤位參加。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第十四期 
十二月一日 



編號：16/17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四期 

（校務處專用） 
 

簽署：________________ 蓋印： 

3. 內地大學聯招試評估日  
內地升學成為近年升學出路之一，為了加深學生對內地大學入學試的認識及加強應試能力，從而提
升學生報考信心及入讀內地大學之機會，香島專科學校及內地升學資源中心將舉辦「內地大學聯招
試評估日」，根據部分中國大學入學考試大綱制訂及批閱試題，供學生進行模擬考試，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2 月 23 日（五）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中文、英文及數學）/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歷史及地理/化學及物理） 
地點：香島專科學校禮堂(旺角運動場道 29 號) 
對象：計劃參加 2017 年「港澳台聯招考試」、「中山大學單獨招生考試」、「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兩

校聯招考試」之考生 
考試形式：模擬測試分三卷進行：第一卷（中文、英文及數學）﹔第二卷（歷史及地理）﹔第三卷

（化學及物理） 
考試費用﹕每卷$100 （學校團體優惠：3 人或以上半費） 
 
請有意報名的同學自行下載及填妥報名表，並於 2016 年 12 月 7 日前將報名表交給鄭卓傑老師。 
 
評估日詳情及報名表：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event-E00506.html  

 
 

4. 家校會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本年度新一屆家校會已順利誕生，為增加家長、學生、老師及校長的溝通機會，本校將舉行聖誕聯
歡燒烤晚會，詳情如下： 

 

日  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 
時  間：晚上 6:30 至 9:30 
地  點：本校磚地 
費  用：每位$70（原價為＄90，家校會將津貼每位$20） 
報名辦法：填妥回條於 5/12(星期一)或以前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歡迎所有家長參與是次活動，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聯絡家長事務組李婉媚老師。 
---------------------------------------------------------------------------------------------------------------------------------------- 

 
回 條 (參加者適用) 

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敬覆者：本人將會參加是次活動，並有＿＿＿＿人參與，費用$70 x ＿＿＿人 ＝ ＿＿＿＿元正。 
 
此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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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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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收據 
 

茲收到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  ）參與家校聖誕聯歡燒烤晚會費用，$70 x ＿＿＿人 

＝ ＿＿＿＿元正。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_____日 

  編號：16/17 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四期 

請於 5/12 前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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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港浸會大學精英運動員入學計劃  

計劃為運動表現傑出的中六學生提供機會，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學士學位；同時，計劃設有獎學金，
以肯定同學們在運動方面的成就。有意申請的同學請自行到網頁下載及填妥報名表，並於 12 月 15
日前向邱淑嫺老師遞交報名表。 
 

計劃詳情及報名表： 
http://sa.hkbu.edu.hk/home/campus-life-support/scholarships-financial-aid/hkbu-elite-

athlete-admission-scheme/ 

 

6. VTC 全日制課程校長提名計劃  
職業訓練局轄下機構（包括 IVE）全日制課程之校長提名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涵蓋課程包括學位課
程、高級文憑課程、基礎文憑（第三級）課程及中專文憑課程。每間學校最多可提名三位同學，申
請資格如下： 
 

1. 在學術範疇以外有傑出成績，包括體育、音樂、社會服務、創作藝術或寫作或領導才能等。學
術範疇以外傑出成績並不包括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校內學業的成績。申請人在
非學術範疇項目的表現在過去三年須達卓越水平，並具文件證明。院校通常不會考慮一般班際
比賽獎項。或 

2. 校內有傑出表現，包括操行品格、學術及非學術範疇內整體表現、接受職業教育的適宜度等。 
 

凡有意申請校長提名計劃的同學，請自行到網站下載校長推薦計劃申請表格，填妥後於 2017 年 1
月 6 日（五）或之前交回鄭卓傑老師。如有查詢，可與鄭卓傑老師聯絡。 

 

註：未能經以上計劃獲取錄的申請，學院仍會依一般收生程序，按申請人的公開考試成績／其他學
歷資格考慮是否取錄。 

 

下載校長推薦計劃申請表格：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pdf/school_principal_recommendation_

scheme_application_form.pdf 

 
 

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6/10/2016 
4B 利義謙 

中華電力 
有限公司 

「燃亮明 TEEN」好學生 
獎勵計劃 2016 

初中組 
老師推薦獎 

2D 梁瑋鑛 老師推薦獎 

13/11/2016 3B 黃千倖 廣東省體育局 廣東省第二屆輪滑歡樂節
暨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少年女子甲組 1000 米計時賽 第二名 

少年女子甲組 5000 米淘汰賽 第二名 

少年女子甲組 300 米 
個人計時賽 

第三名 

少年女子甲組 500 米計時賽 第三名 

20/11/2016 
4B 李文曦 

香港培正中學 2016 培正數學邀請賽 
中三組 優異獎 

2C 何仲禮 中一組 優異獎 

20/11/2016 1A 游啟之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H 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http://sa.hkbu.edu.hk/home/campus-life-support/scholarships-financial-aid/hkbu-elite-athlete-admission-scheme/
http://sa.hkbu.edu.hk/home/campus-life-support/scholarships-financial-aid/hkbu-elite-athlete-admission-scheme/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pdf/school_principal_recommendation_scheme_application_form.pdf
http://www.makopan.edu.hk/CustomPage/262/pdf/school_principal_recommendation_scheme_application_form.pdf


編號：16/17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四期 

8.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6 
本校中四級學生將於 2016 年 12 月 3 日(本周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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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日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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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請參閱附上的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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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葉志兆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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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布袋、相架等。

歡迎參加者當日即場報

名！ 

 

 

在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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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場設有美食義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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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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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