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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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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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約一千六百人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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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由於一月份有考試關係，故一月及二月份飯單將會明天(8/12)派發及提前在十二月份收取，同學須
於十二月十五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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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inding「張佬」—中大新傳體驗日  (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 
為了讓高中學生對傳播學科有更深的了解，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將舉辦 Finding「張佬」—
中大新傳體驗日。此體驗日旨在透過各種體驗活動、工作坊及遊戲，讓中學生了解學院的課程，初
嚐傳播教育的滋味。 
 

日期：2018 年 1 月 27 日 (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 
費用：全免 ($100 支票訂金於活動當日全數退還給出席者)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以上活動的同學，請帶備$100 支票（背後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並於 12 月 15 日（星期五）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3. 香港航空青年團 505 中隊再次榮獲步操比賽冠軍  

香港航空青年團舉辦之步操比賽(Albatross Award)乃一年一度的盛事，各中隊會選派步操優秀的學員
參與比賽，在比賽中除了可建立學員彼此的合作與默契外，更可讓各隊學員彼此觀摩及交流，以增進
步操上的技巧。本校之香港航空青年團 505 中隊在這全港性的比賽中，繼 2010 及 2014 後，再次奪
得此項殊榮，如此佳績實有乃各學員在艱苦訓練中所付出的努力，期望學員除了在步操上繼續精益求
精外，亦能持守這份堅毅不屈的精神，以面對生活及學習上的挑戰！以下是參與比賽的學員名單： 
 

校友：林俊熹、董凱軒、李嘉珩   
6B 周楚怡 6B 吳穎妍 4A 趙頌婷 4A 林可喬 4A 盧凱棋 4A 王鈞茹 4A 黃超豪
4B 文詩靈 4D 陳柏諭 3A 石思晴 3A 蔡喬峰 3B 陳冠衡 3C 歐啓朗 3C 劉清揚 
3D 梁凱喬 2A 馬焯楠 2A 溫卓熙 2C 胡天恩 2C 陳佾德 2C 溫浩洋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十五期 
十二月七日 

 



編號：17/18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五期 
 

4. 派發中六級畢業試通告  

今天將派發中六級畢業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5. 考評局評核中心開放日及資訊講座  

為增加學生和公眾對考評服務的認識，考評局將於 2018 年 1 月 20 及 27 日舉辦以「試途行者」為
主題的評核中心開放日及文憑試核心科目資訊講座，講解文憑試考務運作，以及核心科目的評核
要求與應試注意事項。活動詳情如下： 
 
考評局荃灣評核中心開放日 
日  期：2018 年 1 月 20 日（星期六） 
地  點：荃灣城門道 7 號 (大窩口港鐵站 B 出口) 
講座詳情：講解公開試的閱卷與評級，答卷掃描、網上評卷及試用口試設施 
時  間：上午 10:30 – 下午 12:30 ／ 下午 2:00 – 4:00 ／ 下午 3:30 – 5:30 
 
文憑試核心科目資訊講座 
日  期：2018 年 1 月 27 日（星期六） 
地  點：教育局九龍塘服務中心西座四樓演講廳 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 (九龍塘港鐵站 E 出口) 
講座詳情：講解文憑試核心科目的評核要求及應試需知 
時  間：上午 10:00 – 11:30 中國語文 

下午 12:00 – 1:30  英國語文 
下午 2:30 – 4:00   通識教育 
下午 4:30 – 6:00   數學 

 

歡迎高中學生及家長參加，有興趣之學生及家長可自行到網頁: 
http://www.hkeaa.edu.hk/tc/events/registration.html 報名。 

 

6.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體驗活動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將舉辦體驗活動，讓有興趣研讀法律的高中學生對此有更多了解，詳情如下： 
 

日期：2017 年 12 月 16 日 (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十二時十五分 
地點：香港大學賽馬會教學樓 
內容：法律學院課程介紹、課堂及大學生活體驗 
費用：全免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參加以上活動的同學，請於 12 月 15 日（五）前自行於網上報名
(http://www.law.hku.hk/register/)。如有問題，可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查詢。 
 

7.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7 圓滿結束  

「『共』創『賓』紛同樂日 2017」，已於 12 月 1 至 2 日順利完成，反應熱烈，兩天合共 298 名長者，
以及 577 名中小學生參與。非常感謝參與是次活動的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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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思賢長者學苑。
參加者都非常投入玩攤位遊戲和參與手工藝工作坊，過程中加強了長者和學生的合作和溝通，以達
致跨代共融。此外，本校學生的表現亦得到參加者的充分肯定及認同，相信他們在是次活動定必有
所獲益。  

 

每周鼓勵金句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箴言 17:22)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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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術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6/12/2017 2C 胡天恩 - 深港澳中學生讀書交流活動 - 
香港區讀書隨筆寫作比賽 - 優秀獎 

1/8/2017 5C 鄧嘉怡 恆生管理學院 商業道德徵文比賽 中四級 季軍 
5C 鄭倚婷 中四級 季軍 

 

9.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6/11/2017 2B 江梓澄 Sportihealth Sportihealth 健康跑- 
Kiss Run 香港站 

女子個人青年 
10 公里組 

冠軍 

25/11/2017 4B 文詩靈 元朗區體育會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聯賽暨 
分級賽-元朗盃 

中學女子甲組  
30 秒二重跳 亞軍 

3/12/2017 2D 游啟之 SAMSUNG 水陸兩項越野賽 
小鐵人男子  
2004 年組 亞軍 

25/11/2017 4C 黃千倖 廣東省體育局 2017 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少年女子甲組） 

300 米個人計時賽 亞軍 
500 米爭先賽 亞軍 
5000 米淘汰賽 亞軍 
1000 米計時賽 亞軍 

2/12/2017 

6C 黎頌美 
5A 章希彤 
5C 蔡婉彤 
3A 譚逸彤 
1A 周祉言 
1A 梁鳳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地域 中學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組 殿軍 

19/11/2017 

6C 鄭懷哲 
6D 潘博軒 
3A 蔡喬峰 
3A 李栢力 

男子組 優異 

14/10/2017 

6A 郭智恒 
6D 陳浩川 
6D 文澤希 
6E 謝進一 
5C 吳國熙 
4C 洪健堯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優異 

8/10/2017 

6A 陳諾恩 
6A 許雅喬 
6B 嚴思韻 
5A 蕭穎琪 
5A 章希彤 
5D 何卓穎 

女子甲組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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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聯課活動獎項（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5/12/2017）  
姓名 組別 獎項 姓名 組別 獎項 

5B 黃紫珊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2B 朱卓琳 女子丙組跳高 第五名 
5B 黃紫珊 女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2D 游啟之 男子丙組 1500 米 第五名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1500 米 冠軍 2D 李曉穎 女子丙組 800 米 第五名 
6C 郭信賢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亞軍 1D 黃虹萍 女子丙組 400 米 第五名 
5A 蔡芷晴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D 文澤希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第六名 
4C 李天欣 女子乙組鉛球 亞軍 4A 文詩靈 女子乙組 800 米 第六名 
3C 方卓渝 女子乙組 100 米欄 亞軍 4A 文詩靈 女子乙組 1500 米 第六名 
2B 江梓澄 女子丙組 800 米 亞軍 4C 曾曉楓 男子乙組標槍 第六名 
2D 游啟之 男子丙組 800 米 亞軍 4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第六名 
6D 林蘭帆 男子甲組 400 米 季軍 3A 李栢力 男子乙組鐵餅 第六名 
6D 林蘭帆 男子甲組 200 米 季軍 3C 林信僖 男子乙組 100 米欄 第六名 
6D 余素華 女子甲組鉛球 季軍 2D 李曉穎 女子丙組 1500 米 第六名 

5A 司徒明敏 女子甲組 100 米欄 季軍 2C 羅樂軒 男子丙組 200 米 第六名 
5B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季軍 1A 梁旭豐 男子丙組 1500 米 第六名 
2A 江梓澄 女子丙組 1500 米 季軍 2A 張詠斯 女子丙組 200 米 第六名 
2B 蘇維健 男子丙組 100 米 季軍 5D 李穎寶 男子甲組鐵餅 第七名 
6C 郭信賢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殿軍 3A 蔡喬峰 男子乙組跳高 第七名 
6D 劉嘉敏 女子甲組 100 米欄 殿軍 2A 許君彥 男子乙組標槍 第七名 
4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800 米 殿軍 2A 許君彥 男子乙組鉛球 第七名 
4A 吳天耀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殿軍 2B 梁綽瑤 女子丙組鉛球 第七名 
4C 李天欣 女子乙組鐵餅 殿軍 2B 周子鑫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第七名 
4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殿軍 6D 潘博軒 男子甲組 800 米 第八名 
3B 吳香凝 女子乙組跳高 殿軍 6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800 米 第八名 
2A 張詠斯 女子丙組 100 米 殿軍 6E 李政達 男子甲組鐵餅 第八名 
2A 文俊人 男子丙組跳高 殿軍 4C 黃千倖 女子甲組 400 米 第八名 
2C 羅樂軒 男子丙組 400 米 殿軍 2D 潘蘊恩 女子丙組 100 米欄 第八名 
2A 吳穎欣 女子丙組跳遠 殿軍 2A 文俊人 

2C 羅樂軒 
2D 江澤斌 
2D 游啟之 
1A 梁旭豐 
1D 劉海信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第六名 

1D 吳芷滺 女子丙組 400 米 殿軍 
6D 余素華 女子甲組鐵餅 第五名 
6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1500 米 第五名 
5B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00 米 第五名 
3C 方卓渝 女子乙組跳遠 第五名 
2C 利蔚妍 女子丙組 100 米欄 第五名 6A 葉嘉雯 

6D 劉嘉敏 
5A 司徒明敏 
4D 李詩怡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 第六名 6D 林蘭帆 
6C 黃俊諺 
6D 潘博軒 
5B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3A 譚逸彤 
3C 方卓渝 
3D 沙佩欣 
3D 劉祉呈 
2C 石愷雲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第七名 
6E 張悅熙 
5B 黃紫珊 
4A 梁馥而 
4C 黃千倖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2B 江梓澄 
2D 李曉穎 
1D 吳芷滺 
1D 黃虹萍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 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 亞軍 
男子甲組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2A 吳穎欣 
2B 張詠斯 
2C 利蔚妍 
2D 潘蘊恩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 

女子組團體總成績 亞軍 
男子組團體總成績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