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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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閱讀日本企業家岩田松雄一些有關管理的書籍，他提到一些很有趣的例子來檢視及激勵個人努
力。他問到如果兩個人分別在一年內更努力及更懶惰，其中努力的人每天比昨天更努力百分之一，另
一個則比昨天懶惰百分之一，一年後他們的差別有多大？ 

 

原來這是一條數學題： 
(1+0.01)365 - (1-0.01)365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推論，雖然努力未必能被量化，但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一個看似微不足道
的努力或躲懶可帶來的巨大分別；而一年的毅力更可帶來決定性的結果。 

 

所以家長及同學不要輕看每天多一點的努力，及多一分自制力(例如限制自己使用電子產品)，一年
的分別有這般大，六年中學的生活如果能應用到 1.01365的法則更加是對一生舉足輕重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  入學講座及實驗室導賞（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隨著社會人口老化，醫護人員的需求日益增長。為了讓同學對大學醫護課程有進一步的了解，香
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將於 11 月至 12 月舉辦入學講座及實驗室導賞，詳情如下： 
 
日期：11 月 11 日、11 月 25 日及 12 月 2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約 2 小時）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 5 樓 504 室 
語言：廣東話（輔以英語）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請有意參加的同學，請於 10 月 25 日前自行填寫網上報名表
(www.nur.cuhk.edu.hk/bn_admtalk/Nov_Dec_2017)。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查詢。 

 

2. 香港青年協會 :「學生領袖體驗活動」（中一至中六級適用）  

香港青年協會於本年度舉辦 5 個「領袖工作坊」，體驗活動緊貼潮流及時事，而且種類多元化又吸
引，工作坊包括:「解難團隊挑戰體驗」、「長者模擬體驗」、「未來領袖編程（初階）」、「公眾演說（初
階）」及「領袖團隊日營」。工作坊詳情會張貼在 1/F 通識科壁報板外，截止報名日期為 10 月 27
日，活動名額有限，歡迎有興趣同學向凌旨老師查詢詳情。 
 
除了以上的體驗活動，亦有其他領袖培訓課程及活動，同學可自行瀏覽網頁: 
http://tinyurl.com/SL02course 索取更多活動資訊。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七期 
十月十二日 

http://www.nur.cuhk.edu.hk/bn_admtalk/Nov_Dec_2017
http://tinyurl.com/SL02course


編號：17/18年度十月份（家訊）第七期 
 

3. 中一級「學生實用急救講座」 (中一級必須出席 ) 

為使中一同學對急救學有基本概念和了解，學校特別參加了由香港聖約翰救傷會主辦的「學生實用
急救講座」，讓同學藉此增加對急救的知識，凡完成參與計劃者，均獲出席證書。是次活動安排在
最後一日統測後，如有其他查詢，可聯絡聯課活動組林玉蓮老師。 
日期：27-10-2017（五）統測後 
時間：11:30-12:30pm 
地點：學生活動室 G01 室 
對象：中一學生必須出席 
 

4.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 2018（中一至中六級適用）  
「青年使者計劃」自 1996 年由 Unicef HK 成立，一直為本地青年人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讓他們更
了解本地與世界各地與兒童生存、受保護、發展及參與權利有關議題。計劃正接受公開招募，參加
者將透過參與逾 160 小時的培訓（為期 9 個月的訓練），對全球兒童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及 Unicef
在全球的工作有更多了解，表現出色的參加者更有機會遠赴發展中國家考察。 
 

計劃對象: 12 至 18 歲（以 2018 年 6 月 1 日計算） 

 ● 具社會服務及義務工作經驗 

 ● 良好語文及溝通能力（包括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 

 ● 敢於表達意見、態度樂觀、獨立及具團隊精神 

費用:  全免 
 

若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先瀏覽網頁 http://www.unicef.org.hk/youngenvoys/join/，並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網上報名表格(包括有關義工／社區服務證明之副本及一篇約 500 至
1000 字的中文/英文的短文，題目為：「作為一位青年領袖，在社會上推廣兒童權利需具備的特質是
什麼？」)。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歡迎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可向凌旨老師查詢活動詳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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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14/10/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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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1/2017（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1/10/2017（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7-18/11/2017

（五、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18/11/2017（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4/11/2017（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5/11/2017（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6. 家長加油站 
目標：透過小組內容讓全家長能彼此關心，互相支持，藉着專題討論，生活分享，以聖經真理為基

礎，建立正確的人生，增強自信，而擴闊個人視野。 
日期：由 9 月 19 日起逢星期二 時間：下午 2:00-3:30 
地點：本校地下組合屋 G12 室 
主題：結伴同行 
內容：詩歌、遊戲、自我介紹、分享、茶點等 
導師：郭英琪姑娘（本校校牧） 
對象：歡迎本校家長參加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0 月 16 日（一）交回校務處王小姐，如有查詢可致電郭姑娘 2407 7440

（學校）／64461925（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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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聖道真言家長班  
目標：透過聖經內容學習人生智慧，建立家庭，教養兒女 
日期：由 9 月 19 日起逢星期二 
地點：本校地下組合屋 G12 室 
內容：詩歌、查考聖經、分享、祈禱等 
導師：郭英琪姑娘（本校校牧） 
對象：任何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之家長（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均可）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0 月 16 日交回校務處王小姐或致電郭姑娘查詢報名 2407 7440（學校）／

64461925(手提) 
 
8. 彩虹天地家長組  

主題：讓孩子起飛得更好 
目的：讓家長學習如何幫助子女在情緒和學習上，有更好的開始。 
日期：21/10/2017（星期六） 
時間：下午 4:00-5:30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 
形式：專題、分享、討論、發問等 
對象：歡迎中一家長參加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0 月 16 日交回校務處王小姐或致電郭姑娘查詢留位 2407 7440(學校)／

64461925(手提) 
 

9. 《香港 01》訂報計劃  
《香港 01》周報推出學界自取訂閱計劃，周報逢周一出版，同學可於 OK 便利店換領。同學可到圖
書館了解詳情。 

計劃 價錢 訂閱日期 訂閱方法 

A $130 共 26 期 每期優惠價 $ 5 20/10//2017 (五)或之前 
自行到圖書館訂閱及交款 B $260 共 52 期 每期優惠價 $ 5 

 
10. 學術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0/9/2017 4D 李詩怡 香港教育大學 「思典太美麗」徵文比賽 初中組 亞軍 

 

11.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8/10/2017 1D 梁展滔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龍城康體盃國慶游泳賽 
男子 12 歲組 100 米蛙泳 冠軍 

男子 12 歲組 50 米蛙泳 亞軍 

8/10/2017 3B 梁展榛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新界會所 第八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 E 組 50 米蛙泳 冠軍 

男子 E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8/10/2017 2B 江梓澄 PB runners 慈善 PB 跑 
女子 13 - 15 歲 

10 公里組 亞軍 

8/10/2017 3D 張晉滔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100 米蝶泳 季軍 

1/10/2017 6C 洪俊軒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屯門區三人籃球公開賽 男子青年組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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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課活動獎項（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屯門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4/10/2017） 

姓名 組別 獎項 姓名 組別 獎項 

2D 游啟之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 冠軍 1B 游啟滔 男子丙組 200 米自由泳 第七名 

1D 梁展滔 男子丙組 100 米胸泳 冠軍 1B 劉翊嵐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第八名 

1D 梁展滔 男子丙組 200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冠軍 3B 梁展榛 

3B 黃樂永 

3B 孫浩倫 

3D 張晉滔 

男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冠軍 
3D 張晉滔 男子乙組 200 米自由泳 亞軍 

6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100 米背泳 亞軍 

6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 季軍 

2D 游啟之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6A 翁海靜 

6E 張悅熙 

5D 徐潁桐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3B 梁展榛 男子乙組 100 米胸泳 季軍 

3B 梁展榛 男子乙組 200 米胸泳 季軍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1A 周依霆 女子丙組 200 米胸泳 季軍 2B 江梓澄 

2B 何芷嫣 

1A 周依霆 

1C 余禧汶 

女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季軍 
1C 余禧汶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2B 江梓澄 女子丙組 200 米胸泳 殿軍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殿軍 

6A 黃嘉俊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殿軍 6A 黃嘉俊 

6A 梁展希 

5A 吳子謙 

4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殿軍 
1A 梁旭豐 男子丙組 50 米蝶泳 殿軍 

1A 梁旭豐 男子丙組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殿軍 

4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 第五名 

1B 游啟滔 男子丙組 50 米蝶泳 第五名 2C 何朗然 

1B 劉翊嵐 

1B 游啟滔 

1C 黃俊嘉 

男子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殿軍 
1A 周依霆 女子丙組 100 米胸泳 第五名 

2B 江梓澄 女子丙組 50 米蝶泳 第六名 

1C 余禧汶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第六名 

1C 陳文熙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 第六名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1C 陳文熙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第六名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4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200 米自由泳 第六名 男子乙組團體 殿軍 

6A 梁展希 男子甲組 50 米背泳 第七名 女子丙組團體 殿軍 

3B 孫浩倫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第七名 男子團體總成績 季軍 

3D 張晉滔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 第七名 女子團體總成績 優異 
---------------------------------------------------------------------------------------------------------------------------------------- 

回  條 

家長加油站／聖道真言家長班／彩虹天地家長組（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家長加油站。  

 本人有意參加聖道真言家長班。

 本人有意參加彩虹天地家長組。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十月_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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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前交回校務處王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