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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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中二、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時光飛逝，轉眼間今天已是中六同學的惜別會及高桌午宴，在此謹祝福各中六同學前程似錦，
蒙神看顧及帶領人生的方向。 

 

在足球比賽中有下半場的概念，近年有一本書《人生下半場》亦引起討論，叫成年人思考自己
的人生意義。其實學生也應反思自己的「學年下半場」，在下學期時間內切實改善上學期的不足，
更為來年的目標作好準備。如果在足球比賽裡下半場可成為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下學期亦同樣可
以讓各同學急起直追，力爭上游。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營商學會擺設年宵攤位  

為了實踐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一班營商學會的中四及中五同學，將於新春前擺設年宵攤位，歡迎
各家長及同學到場支持，選購年宵貨品，開放時間如下： 
 

主辦單位：營商學會 日  期：2 月 13 日至 2 月 19 日 

地  點：元朗東頭區遊樂場 61 號舖 貨  品：布藝小羊、布藝揮春及廸士尼卡通公仔等 

 

2. 農曆新年期間溫習室開放事宜（中六級適用）  

距離文憑試越來越近，中六同學們正努力備戰，面對公開試雖有壓力，但也士氣如虹，請大家特別
記念他們，又為他們打氣。 

 

由於其他自修室於農曆年假期間暫停開放，很多同學向學校申請在農曆新年假期間回校溫習（已有
40 多位同學申請），包括年初一至年初三的公眾假期。有見及此，學校會於農曆新年及學校假期期
間（19/2－25/2）開放，開放時間為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18/2 則為早上九時至下午四時），歡迎所
有中六同學回校溫習。期望中六同學把握農曆年假的關鍵時機並善用學校提供的各種支援，將自己
在各科的水平繼續提升，在文憑試中爭取佳績。 

 

3. 中六級攀石龍虎榜  
本年度共有卅八位中六級同學於指定三分鐘時間內成功攀上本校攀石牆之成功
嶺，能攀上十二米高之石牆（成功嶺）實不容易，除了身體協調能力高之外，體
力、平衡力及耐力更不可缺少，在此嘉許下列表現優異同學。 
最後祝願同學日日進步，DSE 摘星星成功。 

 

女同學排名 
1.
 6D 陳悅勤(0 分 45 秒)* 2.

 6E 張玉珊(0 分 48 秒) 3.
 6A 曾樂瑤(1 分 35 秒) 4.

 6D 區紫滢(1 分 36 秒) 
5.
 6E 李韻思(1 分 38 秒) 6.

 6C 郭頌恩(1 分 45 秒) 7.
 6C 朱配瑩(1 分 52 秒) 8.

 6A 李潔婷(1 分 56 秒) 
9.
 6B 伍倚君(1 分 56 秒) 10.

 6B 李靄怡(2 分 16 秒) 11.
 6E 關逸晴(2 分 28 秒) 12.

 6E 蔡君穎(2 分 30 秒) 
13.

 6B 梁鳳芝(2 分 34 秒) 14.
 6C 周綺琪(2 分 40 秒) 15.

 6C 周嘉晞(2 分 48 秒) 16.
 6B 梁詠琛(2 分 59 秒) 

17.
 6A 李慧玲(3 分 00 秒) 18.

 6B 羅俊怡(3 分 00 秒) 19.
 6B 譚綺晴(3 分 00 秒) 20.

 6E 曾卓嵐(3 分 00 秒) 
 

男同學排名 
1.
 6B 古晉朗(0 分 40 秒)* 2.

 6C 陳信言(1 分 00 秒) 3.
 6B 陳修源(1 分 02 秒) 4.

 6A 莊家僖(1 分 17 秒) 
5.
 6A 彭澤明(1 分 22 秒) 6.

 6C 李偉聰(1 分 30 秒) 7.
 6D 陳天悅(1 分 54 秒) 8.

 6D 黃巨楓(2 分 00 秒) 
9.
 6A 陳俊誠(2 分 03 秒) 10.

 6E 余偉沖(2 分 03 秒) 11.
 6A 樊高奇(2 分 13 秒) 12.

 6A 溫梓儒(2 分 15 秒) 
13.

 6A 方俊唯(2 分 23 秒) 14.
 6A 劉健朗(2 分 23 秒) 15.

 6A 張志進(2 分 25 秒) 16.
 6D 盧柏麟(2 分 53 秒) 

17.
 6A 梁愷諺(2 分 55 秒) 18.

 6A 陳博謙(2 分 59 秒) *為本學年全校最快的男或女同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新年快樂，主恩滿溢！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期 
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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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香港航空管理夏令營（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航空學院與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將於今年 7 月合辦「2015 香港航空管理夏令
營」。內容包括教授學生基本航空管理知識，並邀請眾多航空業翹楚為學生講解現今香港航空業的最
新發展，學生更被安排參觀民航處總部、政府飛行服務隊及香港國際機場等地方。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 至 8 日（5 天日營）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正 
地點：港青基信書院（位於東涌） 
費用：每位港幣$1,000（已包括課程、教材、午膳及各項參觀活動） 

 

如有興趣，請於 2 月 27 日前聯絡邱淑嫺老師。 
 

5. 未來機師訓練計劃（澳洲）（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計劃旨在訓練有志加入飛行員行列、並以此作為職業的青年男女。內容結合航空專業知識教授及飛
行訓練，讓學員不單掌握有關航空的知識，更有機會駕駛飛機翱翔天際。詳情如下： 

 

日期：18/7-1/8/2015（15 天） 
費用：$43,000（包括訓練、住宿、機票及保險等） 
要求： 必須修讀高中理科課程； 英語聽說能力良好； 身高高於 5 尺（152.4 cm）及 

 15 歲或以上。 
 

如有興趣，請於 2 月 27 日前聯絡邱淑嫺老師。 
 

6.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 （英文組）  
本校獲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邀請參加其舉辦的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學校鼓勵同學參加
是次比賽，讓同學開闊視野，建立自信及提高學習興趣，亦讓同學穩固學習根基。該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組別： 中一、中二、中三、高中 
比賽形式： 即場公佈題目，限時作文一篇 
 中一、中二不少於 200 字 中三、中四不少於 300 字 
比賽地點： 將軍澳官立中學 
比賽日期： 3 月 29 日（日） 
比賽時間： 中一 10：30 – 11：30 中二 9：00 – 10：00 

中三 1：30 – 2：30 高中 12：00 – 1：00  
 

費  用： 每學生每項港幣一百元正 
 

有意參加比賽的同學，請於 3 月 5 日（四）或之前聯絡王志傑老師。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校聯
絡王志傑老師或到瀏覽該會網址 www.hkgtdi.org 。 

 

7.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學校來年將申請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AFS)（http://www.afs.hk）合作，在
下學年（2015/2016）九月開始讓一位外籍男／女學生（約 15 歲）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她將
會就讀中三，現招募一個馬可賓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機會多接
觸外國文化，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1)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2)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3)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2 月 6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 
 

* 請家長注意，AFS 將會在約 4 月下旬通知學校是否有合適的外籍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所以學校會在 

5 月再聯絡有意成為本校交流生的接待家庭家長。 

 

http://www.hkgtd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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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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時光飛逝，轉眼間今天已是中六同學的惜別會及高桌午宴，在此謹祝福各中六同學前程似錦，
蒙神看顧及帶領人生的方向。 

 

在足球比賽中有下半場的概念，近年有一本書《人生下半場》亦引起討論，叫成年人思考自己
的人生意義。其實學生也應反思自己的「學年下半場」，在下學期時間內切實改善上學期的不足，
更為來年的目標作好準備。如果在足球比賽裡下半場可成為一個反敗為勝的機會，下學期亦同樣可
以讓各同學急起直追，力爭上游。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三升中四由四班轉為五班及分班方法安排  
為幫助所有中三學生達成考入大學的目標，學校將投放額外資源，將原有四班中三，升中四後分為
五班，並以中三級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科的全年成績，按 3:3:3:1 的比重另排名次，排前列的
一半學生將被平均編入 A、B 兩班，其他學生將由兩班平均分為 C，D 和 E 三班，以優化師生比例。
學校盼望藉此更有效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並於高中開始便針對文憑試進行拔尖補底，以進一步提
升學生在核心科目的表現，為考入大學打好穩固基礎。 

 
2. 營商學會擺設年宵攤位  

為了實踐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一班營商學會的中四及中五同學，將於新春前擺設年宵攤位，歡迎
各家長及同學到場支持，選購年宵貨品，開放時間如下： 
 

主辦單位：營商學會 日  期：2 月 13 日至 2 月 19 日 

地  點：元朗東頭區遊樂場 61 號舖 貨  品：布藝小羊、布藝揮春及廸士尼卡通公仔等 

 

3. 中六級攀石龍虎榜  

本年度共有卅八位中六級同學於指定三分鐘時間內成功攀上本校攀石牆之成功
嶺，能攀上十二米高之石牆（成功嶺）實不容易，除了身體協調能力高之外，體
力、平衡力及耐力更不可缺少，在此嘉許下列表現優異同學。 
最後祝願同學日日進步，DSE 摘星星成功。 

 

女同學排名 
1.
 6D 陳悅勤(0 分 45 秒)* 2.

 6E 張玉珊(0 分 48 秒) 3.
 6A 曾樂瑤(1 分 35 秒) 4.

 6D 區紫滢(1 分 36 秒) 
5.
 6E 李韻思(1 分 38 秒) 6.

 6C 郭頌恩(1 分 45 秒) 7.
 6C 朱配瑩(1 分 52 秒) 8.

 6A 李潔婷(1 分 56 秒) 
9.
 6B 伍倚君(1 分 56 秒) 10.

 6B 李靄怡(2 分 16 秒) 11.
 6E 關逸晴(2 分 28 秒) 12.

 6E 蔡君穎(2 分 30 秒) 
13.

 6B 梁鳳芝(2 分 34 秒) 14.
 6C 周綺琪(2 分 40 秒) 15.

 6C 周嘉晞(2 分 48 秒) 16.
 6B 梁詠琛(2 分 59 秒) 

17.
 6A 李慧玲(3 分 00 秒) 18.

 6B 羅俊怡(3 分 00 秒) 19.
 6B 譚綺晴(3 分 00 秒) 20.

 6E 曾卓嵐(3 分 00 秒) 
 

男同學排名 
1.
 6B 古晉朗(0 分 40 秒)* 2.

 6C 陳信言(1 分 00 秒) 3.
 6B 陳修源(1 分 02 秒) 4.

 6A 莊家僖(1 分 17 秒) 
5.
 6A 彭澤明(1 分 22 秒) 6.

 6C 李偉聰(1 分 30 秒) 7.
 6D 陳天悅(1 分 54 秒) 8.

 6D 黃巨楓(2 分 00 秒) 
9.
 6A 陳俊誠(2 分 03 秒) 10.

 6E 余偉沖(2 分 03 秒) 11.
 6A 樊高奇(2 分 13 秒) 12.

 6A 溫梓儒(2 分 15 秒) 
13.

 6A 方俊唯(2 分 23 秒) 14.
 6A 劉健朗(2 分 23 秒) 15.

 6A 張志進(2 分 25 秒) 16.
 6D 盧柏麟(2 分 53 秒) 

17.
 6A 梁愷諺(2 分 55 秒) 18.

 6A 陳博謙(2 分 59 秒) *為本學年全校最快的男或女同學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新年快樂，主恩滿溢！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期 
二月十三日 



編號：14/15年度二月份（家訊）第二十三期 

4. 2015 香港航空管理夏令營（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航空學院與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將於今年 7 月合辦「2015 香港航空管理夏令
營」。內容包括教授學生基本航空管理知識，並邀請眾多航空業翹楚為學生講解現今香港航空業的最
新發展，學生更被安排參觀民航處總部、政府飛行服務隊及香港國際機場等地方。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 至 8 日（5 天日營） 
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正 
地點：港青基信書院（位於東涌） 
費用：每位港幣$1,000（已包括課程、教材、午膳及各項參觀活動） 

 

如有興趣，請於 2 月 27 日前聯絡邱淑嫺老師。 
 

5. 未來機師訓練計劃（澳洲）（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計劃旨在訓練有志加入飛行員行列、並以此作為職業的青年男女。內容結合航空專業知識教授及飛
行訓練，讓學員不單掌握有關航空的知識，更有機會駕駛飛機翱翔天際。詳情如下： 

 

日期：18/7-1/8/2015（15 天） 
費用：$43,000（包括訓練、住宿、機票及保險等） 
要求： 必須修讀高中理科課程； 英語聽說能力良好； 身高高於 5 尺（152.4 cm）及 

 15 歲或以上。 
 

如有興趣，請於 2 月 27 日前聯絡邱淑嫺老師。 
 

6. 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 （英文組）  
本校獲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邀請參加其舉辦的香港菁英創意寫作挑戰盾 2015。學校鼓勵同學參加
是次比賽，讓同學開闊視野，建立自信及提高學習興趣，亦讓同學穩固學習根基。該比賽詳情如下： 

 

比賽組別： 中一、中二、中三、高中 
比賽形式： 即場公佈題目，限時作文一篇 
 中一、中二不少於 200 字 中三、中四不少於 300 字 
比賽地點： 將軍澳官立中學 
比賽日期： 3 月 29 日（日） 
比賽時間： 中一 10：30 – 11：30 中二 9：00 – 10：00 

中三 1：30 – 2：30 高中 12：00 – 1：00  
 

費  用： 每學生每項港幣一百元正 
 

有意參加比賽的同學，請於 3 月 5 日（四）或之前聯絡王志傑老師。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本校聯
絡王志傑老師或到瀏覽該會網址 www.hkgtdi.org 。 

 

7.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學校來年將申請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AFS)（http://www.afs.hk）合作，在
下學年（2015/2016）九月開始讓一位外籍男／女學生（約 15 歲）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她將
會就讀中三，現招募一個馬可賓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機會多接
觸外國文化，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4)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5)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6)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2 月 6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 
 

* 請家長注意，AFS 將會在約 4 月下旬通知學校是否有合適的外籍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所以學校會在 

5 月再聯絡有意成為本校交流生的接待家庭家長。 

 

http://www.hkgtd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