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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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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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職家長座談會 12 月份聚會（家長事務組與恩友堂合辦）  

主題：兩代對談的技巧 
日期：2014 年 12 月 20 日（六） 
時間：下午 4:00-5:30 
講員：陳國平牧師（臨床心理學家及恩友堂主任牧師） 
內容：專題分享、分組討論、茶點等等。 
地點：本校 301 室 
對象：本校家長 
費用：全免 
報名：請填寫回條於 12 月 15 日（一）前交回校務處張小姐收 
查詢：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校牧郭英琪姑娘（電話：2407 7440；手提電話：6446 1925） 
 

3. E-APP 報名（中六級適用）  

專上課程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http://www.eapp.gov.hk)是教育局設立的一站式網上電子報名
系統，為應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提供快捷方便的途徑，讓同學可在文憑試放榜前預先報讀「非
聯招」的經本地評審副學位、高級文憑和學士學位課程，首輪申請的同學可經面試後取得「有條件
取錄」資格，文憑試達某指定成績即可獲得取錄。中六級同學請於 2015 年 2 月 7 日前到 E-APP 網
站以個人電郵地址登記、填報個人資料以開啟 E-APP 用戶戶口，方便本校協助同學確認上載學生學
習概覽。E-APP 的重要日期如下： 
 

日期 事項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 
E-APP 首輪申請 

（提供面試機會及有條件取錄學額）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十六期 
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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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政事務局「多元卓越獎學金」（中六級適用）  

由 2015/16 學年開始，「多元卓越獎學金」將資助大學和專上院校約 20 名在體育、藝術、社會服務
等方面有卓越表現的香港中學文憑試畢業生。就讀大學期間，獲獎學生將無需繳交學費，學費將全
數 由 獎 學 金 支 付 。 有 關 獎 學 金 的 詳 情 和 申 請 表 ， 請 瀏 覽 以 下 網 頁 ：
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Social_Harmony_and_Civic_Education/mes.htm。歡迎
同學自薦申請，請同學於 12 月 17 日或之前交申請表格給邱淑嫺老師。 
 

5. 校友學術榮譽消息  

現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的本校校友梁育澄 (2010-11 年度畢業)獲列入院士名單，實在可喜可賀。讓
我們恭喜他的同時，也願各位馬可賓人以他為學習榜樣，繼續努力。 

 

6. 整體形象設計講座和造型創作工作坊  

資歷架構下的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委託香港髮型協會舉辦「整體形象設計講座」和「造型創
作工作坊」，讓中學生認識有關工作，並整體形象設計的概念和嘗試造型創作，詳情如下： 
 

整體形象設計講座（每場名額 200 位） 造型創作工作坊#（每場名額 50 位）(建議二人一組) 
日期：2015 年 1 月 23 日（五） 2015 年 3 月 14 日（六） 
時間：5:15pm-6:45pm 9:30am-12:30pm 
 

日期：2015 年 2 月 7 日（六） 2015 年 3 月 28 日（六） 
時間：11:00am-12:30pm 9:30am-12:30pm 
 

講座及工作坊地點：九龍旺角上海街 557 號旺角社區會堂（鄰近朗豪坊） 
 

# 參加工作坊的學員必須已經參加或同時報名參加講座 
 

如同學有興趣參加，請於 12 月 19 日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7. 港鐵中大  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 2015（MTR-CUHK Youth QoL Champions Competition） 

為了提高香港青少年生活質素，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生活質素研究中心獲港鐵公司贊助，
舉辦「港鐵中大 青年生活質素先鋒計劃2015」。目的為青少年提供服務社區及貢獻社會的機
會，及訓練他們的領導能力。 
 
計劃以學校為單位，歡迎中四及中五學生自行組隊（5至10人一隊），於2015年1月9日前提交以
優 化 青 少 年 心 理 質 素 、 朋 輩 或 家 庭 關 係 為 主 題 的 建 議 書 。 詳 情 請 瀏 覽 網 頁
（http://www.cuhk.edu.hk/ssc/qol），如有興趣，請於12月15日或之前聯絡邱淑嫺老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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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再次奪得此
項殊榮，而本校校友黃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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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顯中、張子健、林俊熹、佘雄翔 
5A 董凱軒 5B 李嘉珩 5B 吳凱琪 5D 李雪瑋     
4A 郭翠怡 4A 黃鎧欣 4A 王加進 4D 劉欣澄     
3B 周楚怡 3B 謝芷晴 3C 魏淑卿 3C 蔡建霆 
3C 黃樂穎 3D 吳穎妍 3D 羅碧姬 2B 陳希雅 
2B 馮洛軒 2B 阮崇謙 2D 方子希 2D 李文曦    
 

 

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Social_Harmony_and_Civic_Education/m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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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海杭州交流團（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本校將於復活節假期舉辦上海杭州交流團，希望透過實地研習，加深學生對祖國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親身體驗國家的風俗民情，認識水利及經濟金融的發展，並讓學生與當地中學生作文化交流，
從而擴闊視野。 

 

是次交流團由本校老師帶領，並由學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協辦，屬學習性質，故參與同學須於旅途
中進行考察及交流工作。完成旅程後，亦須完成相關課業，並於週會上與同學分享學習經歷。 

 

有關交流團的詳情如下： 
舉行日期：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至 4 月 10 日(星期五) (4 日 3 夜) 
交流地點：上海、杭州 
參加人數：34 人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團  費：港幣 4280 元* 
(包括機票、住宿、膳食、作業、交通、稅項、保險、領隊費、導遊費、所有景點入場費、燃油附加
費，但不包括航空公司臨時增加之燃油附加費或其他附加費用) 

 

航班安排：乘搭港龍航空公司(KA)往返 
 

日期 路線 班次 預計起飛時間 預計到達時間 
7/4/2015 香港杭州 KA 620 12:30 14:25 

10/4/2015 上海香港 
KA 875 
CX 369 

16:30 
17:35 

19:05 
20:15 

 

住宿安排：杭州梅子青酒店、上海樂泰精品花庭酒店或同級（當地三星級酒店） 
 

行程安排： 
第一天：香港杭州 ～ 斷橋 ～ 清河坊 
第二天：杭州一所中學進行交流活動 ～ 乘船遊覽西湖 ～ 蘇堤 ～中國京杭大運河博物館  

乘車前往上海 ～ 上海外灘 
第三天：中華藝術宮(世博中國館) ～ 陸家嘴金融區 ～ 陸家嘴中心綠地 ～ 環球金融中心(外觀)  

～ 金茂大廈(外觀) ～ 東方明珠塔 ～ 上海城市歷史發展陳列館 ～ 新天地廣場 ～  
南京路步行街 

第四天：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 ～ 城隍廟 ～ 上海香港 
 

中一至中五級有興趣而仍未報名的同學，必須於 2014 年 12 月 15 日或前填妥回條，表示是否有意
參加並交回校務處。本校將於 12 月 19 日或 2014 年 12 月 22 日期間為有意參加者舉行面試，以作甄
選，故同學必須密切留意面試安排，如未能出席面試者，即當放棄論。獲取錄的同學將於一月中接
獲通知，並須於二月中開始分期繳交有關費用及有效的旅遊證件副本，以及於二、三月期間接受訓
練。 

 

* 如對是次活動有任何查詢（如旅費津貼），請聯絡龐敏媚老師（德育及國民教育組、歷史科）、周
笑霞老師（普通話科）或戴觀豪老師（中國歷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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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上海杭州交流團（中一至中五級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上海杭州交流團活動，並同意敝子弟申請參加是次活動。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_______日 

編號﹕14/15 年度十二月份(家訊) 第十六期 

15/12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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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4/15香港影像及攝影器材博覽－學生大使體驗計劃  

香港影像和攝影器材博覽舉辦的「香港影像及攝影器材博覽－學生大使體驗計劃」，現正接受報
名。活動目的是讓學生親身了解展覽會的運作和不同崗位的職務，藉此豐富參與學生的經驗和知
識。 
 

計劃詳情如下： 

體驗活動 

展覽會名稱：香港影像及攝影器材博覽 
地點：香港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3E 
體驗日期：2015年1月30日（星期五） 或 

2015年1月31日（星期六） 或 
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簡介及培訓 
日期：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 
地點：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W301室 

 
對象：中四或中五學生 
學生名額：每天30人（三天共90人） 
體驗範圍：票務、出入場管理、活動管理、觀眾服務 
 
如有興趣，請於12月17日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11. 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  

教育局於本年 11 月推出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由 2015╱16 學年起，資助三屆每屆最多 100 名學
生到香港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進修，從而培養具備環球視野，以及一流教育水平的優秀人才。 
 

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兩項準則才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計劃的資助： 
(a) 擁有本港居留權或本港入境權或持單程證進入香港；以及 
(b) 在境外課程開展前連續在港住滿三整年。 
 

為確保清楚無誤，申請人如不能證明畢業後回港工作，將不獲考慮。此外，以學生或受養人簽證來
港的學生，亦不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計劃的資助。合資格的學生如有意於 2015／16 學年開始在香
港境外的世界知名大學升讀學士學位或研究院課程，可遞交獎學金申請表格。在學士學位課程方
面，只有在港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學生才符合資格。這涵蓋所有在港接受高中教育的香港學生，包
括在港修讀本地課程(例如香港中學文憑)和非本地課程(例如國際文憑)的學生。在研究院課程方面
(包括碩士和博士學位或同等資歷的課程)，學生只要符合上文(a)和(b)項所述的準則，不論其學士學
位學歷是在本港或境外取得，均符合資格。申請人可在申請表內填上最多三所大學及課程，並須提
交文件證明已報讀所選的大學和課程，以支持其獎學金申請。若想了解申請詳情，請瀏覽網站
http://www.edb.gov.hk/hkses。 
 

同學如有興趣申請，請填妥申請表，並於 12 月 15 日前交回梁健儀老師。 
 

12. 各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專生活和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新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
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專名稱 日期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及 IVE(李惠利) 
新界將軍澳景嶺路 3 號 
 

IVE 沙田院校 
新界沙田源禾路 21 號 

12-13/12/2014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以下網址可查詢 IVE 各院校及網上登記課程資料：www.vtc.edu.hk/infoday 

 

http://www.edb.gov.hk/hk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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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聯課活動獎項  

學術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5/11/2014 

6A 葉文謙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澳洲數學比賽 高中組 

High 
Distinction 

6A 陳俊誠 

Distinction 

6A 劉偉山 
6A 陳博謙 
6A 李子聰 
6A 何芷瑩 
6A 陳浩源 

音樂獎項 

25/11/2014 1D 王婉榕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西區器樂比賽 
中樂彈撥 B 組 
少年高級組 冠軍 

體育獎項 

16/11/2014 3B 劉允禧 香港壁球總會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男子 15 歲以下組
遺材賽 冠軍 

29/11/2014 3B 劉允禧 澳門壁球總會 澳門壁球錦標賽 18 歲以下組 冠軍 

30/11/2014 6D 岑樂軒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網球比賽 
男子雙打 
青少年 L 組 冠軍 

30/11/2014 1A 黃千倖 深圳冰上輪滑協會 
深圳市青少年 

速度輪滑錦標賽 女子乙組 亞軍 

29/11/2014 

6D 黃巨楓、6D 岑樂軒 
6D 戴浩鈿、5C 湯璟恆 
3A 潘博軒、3B 鄭懷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新界地域中學 
校際網球比賽 

男子公開組 季軍 

6B 梁鳳芝、5B 梁凊 
5D 林映雪、3C 黎頌美 
2D 蔡琬彤 

女子公開組 季軍 

3/12/2014 

2B 黃紫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100 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2B 黃紫珊 女子丙組 200 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6D 盧柏麟 男子甲組跳遠 冠軍 
3C 歐陽啟迪 男子乙組鐵餅 冠軍 
3C 余素華 女子乙組鐵餅 冠軍 
3D 郭信賢 男子乙組 100 米欄 冠軍 
4E 譚穎詩 女子乙組鉛球 亞軍 
3B 李穎寶 男子乙組標槍 季軍 
4A 歐陽啟迪 男子乙組 100 米欄 季軍 
4E 洪晞瑤 女子乙組跳遠 季軍 
4E 洪晞瑤 女子乙組 100 米 季軍 
5B 翁海寧 女子甲組 100 米欄 殿軍 
4A 利柏豪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殿軍 
4E 譚穎詩 女子乙組標槍 殿軍 
3B 劉嘉敏 女子乙組 100 米欄 殿軍 
2B 洪健堯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殿軍 
5A 梁家銘 男子甲組 400 米 第五名 
4A 黃鎧欣 女子乙組 200 米 第五名 
3A 梁展希 男子乙組 100 米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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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3/12/2014 

2C 司徒明敏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校際 

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100 米欄 第五名 
1C 祝家泓 男子丙組 200 米 第五名 
5D 伍朗晴 男子甲組 100 米 第六名 
4E 區芷婷 女子乙組 200 米 第六名 
3A 方家俊 男子乙組鉛球 第六名 
3C 余素華 女子乙組鉛球 第六名 
1C 祝家泓 男子丙組 100 米 第六名 
6A 樊高奇 男子甲組跳高 第七名 
6D 盧柏麟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第七名 
6D 陳芝婷 女子甲組鐵餅 第七名 
5D 袁倩彤 女子甲組跳高 第七名 
3A 周曉筠 女子乙組 100 米 第七名 
6D 陳芝婷 女子甲組 400 米 第八名 
5B 翁海寧 女子甲組跳高 第八名 
4A 黃嘉朗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第八名 
3C 黃俊諺 男子乙組 200 米 第八名 
3C 李政達 男子乙組標槍 第八名 
3D 吳穎妍 女子乙組 800 米 第八名 
4A 歐陽啟迪、3A 梁展希 
3C 黃俊諺、3D 郭信賢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季軍 

4A 黃鎧欣、4E 區芷婷 
3C 張悅熙、3D 吳穎妍 

女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 季軍 

2B 黃紫珊、2C 司徒明敏 
2C 張心妍、1B 趙紀淘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殿軍 

4B 鄧芷琳、4E 洪晞瑤 
3A 周曉筠、3B 劉嘉敏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 殿軍 

6A 溫梓儒、6C 戴浩鈿 
6D 盧柏麟、5A 林頌偉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 第六名 

6C 周綺琪、6D 陳芝婷 
5A 曾芷晴、5B 翁海寧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第六名 

2A 吳子謙、2A 葉瑞奇 
2B 洪健堯、1C 祝家泓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第六名 

 

男子乙組團體 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 季軍 
女子丙組團體 第五名 
女子組團體總錦標 季軍 
男子組團體總錦標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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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在職家長座談會 12 月份聚會【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將會參加在職家長座談會 12 月份聚會。（共_____人出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四年十二月_____日 

編號：14/15 年度十二月份（家訊）第十六期 

15/12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張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