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22/23年度十月份（家訊）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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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三、中五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 
 

萬聖節近年被包裝成一個歡樂的節日，可是追溯萬聖節的來源，其實內裏卻沒有歡樂，只有詛咒和
恐懼。大約 2000 年前，愛爾蘭的凱爾特人（Celts）以 10 月 31 日為一年的最後一日，傳說在當天晚上，
死亡之神和鬼魂會一起重返人間，尋找替身。人們因為害怕，便對死亡之神獻祭，期望能避過災難。中
國也在農曆七月有傳統的鬼節，或稱為「盂蘭節」。為避免因「鬼門關大開」受到鬼魂騷擾，中國人同
樣有些祭祀儀式確保家宅平安。 

 

在萬聖節人們總以為只是扮小鬼要糖果，以為無傷大雅，但事實上，萬聖節是巫術教派兩個最崇高
的聖日之一。故此，我們要小心避免參與慶祝萬聖節，我們亦呼籲家長們盡量不要與子女共同參與任何
形式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
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以弗所書 5:8-10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小提琴班  

本校將舉辦小提琴班，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小提琴班 

日期 3/11, 10/11, 17/11, 24/11,1/12, 8/12 
時間 星期四 4:00PM-5:00PM 

地點 音樂室 

學費 全免 (本年度的學費得到資助，同學需珍惜資源，準時出席小提琴班。) 
備註 1. 歡迎初學者/已學習小提琴半年至一年的同學參加 

2. 可自備小提琴/向學校借用小提琴上課，並負上保管責任。 
3. 參加者需自行購買鈴木小提琴教材第一冊 

 

小提琴班名額有限，請於 29/10(六)前報名。如報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獲選的參加者將會
收到短訊確認通知。 

 

如有疑問，可致電 24077440 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2.  《明報》「高中生升學博覽會 2022」  

《明報》將於 11 月舉行「高中生升學博覽會 2022」，屆時將有升學專題講座、主科溫習技巧分
享，以及升學中心及本地大專院校諮詢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宴會大禮堂（尖沙咀麼地道 64 號地下一層） 

費用：全免 

有意參與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查閱詳情及報名：https://link.mingpao.com/76566.htm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九期 
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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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23 中學生資助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發放津貼日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將於 2022 年 10 月底發放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
給在 2022 年 10 月 3 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給學生及已遞交 2022/23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合
申請表格」（預印/預填本）並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款項會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期間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或資格證明書上填報的銀行戶口內。申請人的銀
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是“TA〞(學校書簿津貼）、“S1A”（上網費津貼)或“STS”(學生
車船津貼）。若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家長己提供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會向他們發出短訊，讓其得悉有關過帳資料。如未能成功過帳，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以書
面個別通知申請人。 
 

部份申請學生或會因下列情況未能在今期獲發放津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另行就(B)、(C) 

及(D)項與有關申請人跟進— 
 

(A) 申請學生的資格證明書在限期後才送抵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或 

(B) 申請學生遞交超過一份綜合申請表格/資格證明書；或 

(C) 申請人沒有在綜合申請表格/資格證明書上填報銀行戶口號碼或提供錯誤或無效的銀行戶口號碼；或 

(D) 申報資料錯誤，例如填報錯誤的級別/學校編號、資格證明書上欠缺申請人或校長簽名等；或 

(E) 申請學生已在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獲發 2022/23 學年的相同津貼。 
 

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限期 

請注意，申請人如欲申請學校書簿津貼，必須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
申請」送抵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否則，申請人即使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亦不會獲發學
校書簿津貼。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或以後才遞交 2022/23 學年的綜合申請表格及能成功通過人息
審查的申請人，該類申請人將不會獲發學校書簿津貼，申請學生的學生車船津貼（如適用）會由
收到申請表當日或申請學生的入學日期起生效，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在 2023 年 2 月 1 日或
以後《即 2022/23 學年的下半學年）遞交綜合申請表格及能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可獲發部分
上網費津貼。 

 

4. 大專院校課程資訊日  

各大專院校將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課程資訊日」，讓高中同學了解不同課程的內容及收生要
求等重要資訊，及早規劃升學出路。如同學有意參與相關活動，請自行於網上報名。如有問題，可
向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老師查詢。 

 

院校 日期 形式 網址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29 日 網上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香港大學 10 月 29 日 校園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科技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香港都會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東華學院 11 月 12 日 校園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嶺南大學 11 月 12 日 尚未公佈 

伍倫貢學院 11 月 12 日 校園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
2022/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8 日
至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cihe.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註：各院校將不定期更新活動網址及其他資訊，同學可自行搜查最新內容。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shorturl.at/ryNPT


編號：22/23年度十月份（家訊）第九期 

5.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0/7/2022 

2A 陳彥穎 
2B 温綽然 
2C 葛玥林 
3B 李韋瑋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樂遊香港文化—問答比賽 初中組 季軍 

最積極參與獎 

9/2022 3A 盧卓彤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第八屆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 

初中組 優異獎 
5B 區凱淇 高中組 推薦獎 

9/2022 4C 穎晞 成長希望基金會-成長希望獎學金 2022 / 獲獎 

9/2022 紅十字會 
(制服團隊)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計劃」2022 / 獲獎 

23/10/2022 

1D 江俊禮 
2A 龔煒堯 

元朗區體育會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公開賽 

(香港駕駛學院盃) 

中學男子丙組(12-13 歲) 
2 X 30 秒單側旋跳(單車) 季軍 

1D 江俊禮 中學男子丙組(12-13 歲) 
1 分鐘單車步 亞軍 

2D 張芷榣 中學女子丙組(12-13 歲) 
30 秒單車步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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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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 

 

萬聖節近年被包裝成一個歡樂的節日，可是追溯萬聖節的來源，其實內裏卻沒有歡樂，只有詛咒和
恐懼。大約 2000 年前，愛爾蘭的凱爾特人（Celts）以 10 月 31 日為一年的最後一日，傳說在當天晚上，
死亡之神和鬼魂會一起重返人間，尋找替身。人們因為害怕，便對死亡之神獻祭，期望能避過災難。中
國也在農曆七月有傳統的鬼節，或稱為「盂蘭節」。為避免因「鬼門關大開」受到鬼魂騷擾，中國人同
樣有些祭祀儀式確保家宅平安。 

 

在萬聖節人們總以為只是扮小鬼要糖果，以為無傷大雅，但事實上，萬聖節是巫術教派兩個最崇高
的聖日之一。故此，我們要小心避免參與慶祝萬聖節，我們亦呼籲家長們盡量不要與子女共同參與任何
形式的萬聖節慶祝活動。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
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以弗所書 5:8-10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四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四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11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 7:00pm
直接進入禮堂就座，家長請於當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任會面，屆時將派發統測成績單，班主
任會與家長分享班內情況。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敬請家長預留時間。此外，
所有家長進入校園時須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大學收生要求及高中兩年半的部署策略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高中學院畢業要求及學生統測表現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文、英文及公民與社會科的學生統測表現及教學策略 
 

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有
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電子回條上，多謝你們的參與。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九期 
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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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提琴班  

本校將舉辦小提琴班，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小提琴班 

日期 3/11, 10/11, 17/11, 24/11,1/12, 8/12 
時間 星期四 4:00PM-5:00PM 

地點 音樂室 

學費 全免 (本年度的學費得到資助，同學需珍惜資源，準時出席小提琴班。) 
備註 4. 歡迎初學者/已學習小提琴半年至一年的同學參加 

5. 可自備小提琴/向學校借用小提琴上課，並負上保管責任。 
6. 參加者需自行購買鈴木小提琴教材第一冊 

 

小提琴班名額有限，請於 29/10(六)前報名。如報名人數眾多，將會進行抽籤。獲選的參加者將會
收到短訊確認通知。 

 

如有疑問，可致電 24077440 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3.  《明報》「高中生升學博覽會 2022」  

《明報》將於 11 月舉行「高中生升學博覽會 2022」，屆時將有升學專題講座、主科溫習技巧分
享，以及升學中心及本地大專院校諮詢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宴會大禮堂（尖沙咀麼地道 64 號地下一層） 

費用：全免 

 

有意參與的同學及家長，請自行查閱詳情及報名：https://link.mingpao.com/76566.htm 
 

4. 大專院校課程資訊日  

各大專院校將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課程資訊日」，讓高中同學了解不同課程的內容及收生要
求等重要資訊，及早規劃升學出路。如同學有意參與相關活動，請自行於網上報名。如有問題，可
向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老師查詢。 

 

院校 日期 形式 網址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29 日 網上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香港大學 10 月 29 日 校園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科技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香港都會大學 11 月 5 日 校園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東華學院 11 月 12 日 校園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嶺南大學 11 月 12 日 尚未公佈 

伍倫貢學院 11 月 12 日 校園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
2022/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8 日
至 19 日 校園 https://infoday.cihe.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恒生大學 11 月 19 日 尚未公佈 
樹仁大學 11 月 26 日 校園 https://shorturl.at/ryNPT 

註：各院校將不定期更新活動網址及其他資訊，同學可自行搜查最新內容。 
 

 
  

https://www.apply.eduhk.hk/ug/iday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join.hkust.edu.hk/infoday
https://admissions.hkmu.edu.hk/tc/ug/infoday2022/
https://www.twc.edu.hk/en/Administration_Units/reg/news/477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www.uowchk.edu.hk/activities/uowchk-open-day-2022/
https://shorturl.at/ry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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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2/23 中學生資助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發放津貼日期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將於 2022 年 10 月底發放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
給在 2022 年 10 月 3 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給學生及已遞交 2022/23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合
申請表格」（預印/預填本）並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款項會於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期間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申請人在申請表格或資格證明書上填報的銀行戶口內。申請人的銀
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是“TA〞(學校書簿津貼）、“S1A”（上網費津貼)或“STS”(學生
車船津貼）。若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家長己提供香港流動電話號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
會向他們發出短訊，讓其得悉有關過帳資料。如未能成功過帳，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以書
面個別通知申請人。 

 

部份申請學生或會因下列情況未能在今期獲發放津貼，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會另行就(B)、(C) 

及(D)項與有關申請人跟進— 

 

(A) 申請學生的資格證明書在限期後才送抵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或 

(B) 申請學生遞交超過一份綜合申請表格/資格證明書；或 

(C) 申請人沒有在綜合申請表格/資格證明書上填報銀行戶口號碼或提供錯誤或無效的銀行戶口號
碼；或 

(D) 申報資料錯誤，例如填報錯誤的級別/學校編號、資格證明書上欠缺申請人或校長簽名等；或 

(E) 申請學生已在社會福利署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獲發 2022/23 學年的相同津貼。 

 

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的限期 

請注意，申請人如欲申請學校書簿津貼，必須在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把「學生資助計劃綜合
申請」送抵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否則，申請人即使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亦不會獲發學
校書簿津貼。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或以後才遞交 2022/23 學年的綜合申請表格及能成功通過人息
審查的申請人，該類申請人將不會獲發學校書簿津貼，申請學生的學生車船津貼（如適用）會由
收到申請表當日或申請學生的入學日期起生效，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定。在 2023 年 2 月 1 日或
以後《即 2022/23 學年的下半學年）遞交綜合申請表格及能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可獲發部分
上網費津貼。 

 

6.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0/7/2022 

2A 陳彥穎 
2B 温綽然 
2C 葛玥林 
3B 李韋瑋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 
樂遊香港文化—問答比賽 初中組 季軍 

最積極參與獎 

9/2022 3A 盧卓彤 陳贊一博士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第八屆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 

初中組 優異獎 
5B 區凱淇 高中組 推薦獎 

9/2022 4C 穎晞 成長希望基金會-成長希望獎學金 2022 / 獲獎 

9/2022 紅十字會 
(制服團隊)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計劃」2022 / 獲獎 

23/10/2022 

1D 江俊禮 
2A 龔煒堯 

元朗區體育會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公開賽 

(香港駕駛學院盃) 

中學男子丙組(12-13 歲) 
2 X 30 秒單側旋跳(單車) 季軍 

1D 江俊禮 中學男子丙組(12-13 歲) 
1 分鐘單車步 亞軍 

2D 張芷榣 中學女子丙組(12-13 歲) 
30 秒單車步 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