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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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近日天氣開始轉涼，在氣候轉變之際，切記小心身體。此外，本學期餘下的日
子不多，聖誕假後便是上學期考試，敬請同學盡早訂下溫習時間表，努力溫習。 

 
相信各家長在家長晚會都已初步明白子女在學習上的進度。教育確是一項「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的任務，將知識、技能、態度及品格一代一代承傳下去。我們都十分感恩，馬可賓有受教
的學生和支持學校的家長，令我們可以一起尋求更高質素的教育。 

 
最後，感謝家長在各級家長晚會中的參與及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但願在上帝的保守下，我

們能將少年人帶到衪的面前，讓我們與神同工，生命成為別人的祝福。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聖誕崇拜及茶會程序（21/12/18）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8:45a.m.–9:00a.m.   集隊、點名、安頓 

9:00a.m.–10:30a.m. 茶會 9:00a.m–10:30a.m. 崇拜 

10:30a.m.–10:45a.m. 收拾清潔 10:30a.m.–10:45a.m. 小息 

10:45a.m.–11:00a.m. 小息 
10:45a.m.–12:15p.m. 茶會 

11:00a.m.–11:15a.m. 集隊 

11:15a.m.–12:30p.m. 崇拜 12:15a.m.–12:30p.m. 收拾清潔 

12:30p.m. 放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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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及 2017 後，本年再次蟬聯此項殊榮，而本校校友吳穎妍學員中士更勇奪全場最佳司令員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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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穎妍、周楚怡 
5A 林可喬 5A 盧凱棋 5A 王鈞茹 5A 黃超豪 5D 陳柏諭 
4A 蔡喬峰 4B 歐啓朗 4D 陳冠衡 3A 王沛鍶 3A 馬焯楠 
3A 溫卓熙 3C 胡天恩 3C 陳佾德 3C 溫浩洋 2A 周依霆 
2A 梁凱婷 2D 朱曉祈 1B 關敏君 1D 黃虹萍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第十六期 
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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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一樣的愛」福音主日  

本校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將舉行福音主日，歡迎家長、老師和學生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1 時 
地點：本校禮堂 
內容：詩歌、生命故事、分享、茶點 
 

4. JA Company Programme 營商體驗計劃  

本周六本校營商學會的擺設攤檔，學生於中環遮打花園利用廢棄的紅酒木塞，加工人手製作
成匙扣、手鏈及耳環，體驗產品設計、製作、推廣及設立商店。希望各位家長和同學蒞臨參
觀。詳情如下： 
 

日期：12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9:00 a.m.-5:00 p.m. 
地點：香港中環遮打花園 
舖位：34 號 
 

5. 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  
早前行政長官在《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將與學體會合作，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
學生提供適當支援，令他們有機會充分發展體育潛質。本校亦己參加了是項計劃。 
 

 資助計劃的目的 
資助計劃旨在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追求體育發展， 尤其是參與學體會舉辦的活動， 例
如學界體育比賽。 
 

 受惠對象 
在計劃下，獲校長推薦有能力代表學校參加學體會活動的小一至中六學生，並符合以下其中一
項條件，均合資格獲得資助︰ 
(a)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b)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或半額資助； 或 
(c) 符合個別學校自訂的「經濟困難」審定條件。 
 

 資助範疇 
今年本校可獲最多合共 13,200 元的撥款在以下三個主要範疇向學生提供支援︰ 
(a) 購置體育裝備（ 包括運動鞋和運動服）； 
(b) 本地訓練及比賽的交通費用； 以及 
(c) 校隊訓練的教練費， 但為個別學生聘請私人教練的費用則除外。 
學校可決定每個資助範疇獲分配的款額， 以及獲資助的學生人數， 但每名學生每年所接受的
資助金額不得超過 3,000 元。 
 

 參與活動內容︰ 
(a) 資助只可用作參加 18-19 學年學體會活動的學生。 
(b) 資助只適用於學校舉辦的訓練； 
(c) 資助只適用於支付受惠學生需要自付的交通或訓練的部分費用。 
先導計劃屬校本性質。撥款一般將於每學年完結後以實報實銷的方式發放。詳請可參閱以下網
頁：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
http://www.hkssf-hk.org.hk/pilot%20scheme/20130618%2001%20invite%20application_c.pdf 
  
申請辦法： 
如欲參加的學生，請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前將(1)申請表(申請表可向體育老師或校務處索取)及
(2)相關的證明文件(合資格獲得資助的證明)交予黃冠中老師。 
 

http://www.hkssf-hk.org.hk/pilot%20scheme/20130618%2001%20invite%20application_c.pdf
http://www.hkssf-hk.org.hk/pilot%20scheme/20130618%2001%20invite%20application_c.pdf
http://www.hkssf-hk.org.hk/pilot%20scheme/20130618%2001%20invite%20application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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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12/2018 1D 陳泓熹 康樂及文化 
事務處 

東區分齡 
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H 組 50 米背泳 冠軍 
男子青少年 H組 100米背泳 冠軍 
男子青少年 H 組 200 米背泳 亞軍 

8/12/2018 

2C 黃紫瑜、2D 陳康喬
2D 羅靖昕 香港排球總會 幼苗排球 

培訓計劃 

女子組 優異盃賽 冠軍 

2C 黃俊嘉、2D 鄺偉霖
1B 江祉進 男子組 銀盃賽 亞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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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2018）  

姓名 組別 獎項 姓名 組別 獎項 

6B 黃紫珊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1D 林思睿 女子丙組 400 米 第七名 
6B 黃紫珊 女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2A 吳芷悠 女子丙組 100 米 第七名 
6C 陳澤霖 男子甲組跳高 亞軍 5C 黃千倖 女子甲組 400 米 第七名 
5C 李天欣 女子甲組鉛球 亞軍 3D 鄭栩揚 男子乙組 100 米 第八名 
6A 蔡芷晴 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3A 張詠斯 女子乙組 100 米 第八名 
6C 陳澤霖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亞軍 3C 羅樂軒 男子乙組 400 米 第八名 
3A 許君彥 男子乙組標槍 季軍 6B 黃紫珊 女子甲組 4x400 米 亞軍 
3B 江梓澄 女子乙組 800 米 季軍 5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4x400 米 亞軍 
6C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季軍 5B 文詩靈 女子甲組 4x400 米 亞軍 
5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季軍 5C 黃千倖 女子甲組 4x400 米 亞軍 
1D 潘正灝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季軍 4D 程衍錕 男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6A 司徒明敏 女子甲組 100 米欄 季軍 3C 羅樂軒 男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3B 江梓澄 女子乙組 400 米 季軍 3D 林信僖 男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1D 黃虹萍 女子丙組 100 米欄 季軍 3D 鄭栩揚 男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4C 方卓渝 女子乙組 100 米欄 殿軍 3A 張詠斯 女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2B 梁旭豐 男子丙組 1500 米 殿軍 3A 潘蘊恩 女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3A 許君彥 男子乙組跳高 殿軍 3A 吳穎欣 女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3C 利蔚妍 女子乙組跳高 第五名 3C 利蔚妍 女子乙組 4x100 米 季軍 
4A 蔡喬峰 男子乙組跳高 第五名 2A 吳芷悠 女子丙組 4x400 米 殿軍 
6A 司徒明敏 女子甲組 100 米 第五名 2A 周依霆 女子丙組 4x400 米 殿軍 
5A 梁馥而 女子甲組 400 米 第五名 1B 關敏君 女子丙組 4x400 米 殿軍 
3B 朱卓琳 女子乙組跳高 第六名 1C 陳采旼 女子丙組 4x400 米 殿軍 
5D 洪健堯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第六名 1D 黃虹萍 女子丙組 4x400 米 殿軍 
5B 文詩靈 女子甲組 800 米 第六名 4B 劉祉呈 女子乙組 4x400 米 第六名 
3D 鄭栩揚 男子乙組跳遠 第七名 3B 江梓澄 女子乙組 4x400 米 第六名 
3A 張詠斯 女子乙組 200 米 第七名 3D 李曉穎 女子乙組 4x400 米 第六名 
1D 李浩翔 男子丙組 400 米 第七名 2D 廖梓伊 女子乙組 4x400 米 第六名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 第七名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 第八名 
男子乙組團體 第五名 男子組總團體 殿軍 
女子丙組團體 第六名 女子組總團體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