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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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千餘人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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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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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神託會賣旗日暨學校服務學習日（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今天將派發「香港神託會賣旗日暨學校服務學習日」通告及回條，敬請家長細閱。 

 
2. 派發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試通告  

今天將派發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六級畢業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並作好準
備迎接考試。 
 

3.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由於一月份有考試關係，故二月份飯單將提會明天派發及提前在十二月份收取，同學須於十二月十
二至十六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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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飯須知如下： 
 

1. 如因病不能回校上課的同學，請於當天上午 8 時 30 分前致電 2463 8218 退飯。 
2. 如同學必需要外出參加比賽，請於三個工作天前辦理退飯手續。 

 

詳細內容請家長留意飯單背頁的特別須知，如有查詢，可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或辦公室 2461 5536。 
 

4. 聖經朗誦節事宜  

由漢語聖經協會主辦的第二十三屆聖經朗誦節，將於2017年3月進行。今年大會的主題是「生命讚
歌」。如同學有興趣報名參加是項比賽，請於明天（12月10日）聯絡龎敏媚老師報名。如有查詢，
請與龎敏媚老師聯絡。 
 

5. 恩為有愛佈道會  

在 12 月 25 日聖誕節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的伙伴教會宣道會恩友堂誠邀您帶同親朋好友出席「恩
為有愛佈道會」，讓我們透過下午攤位活動及晚會(有微電影及藝人寶珮如小姐的生命見證)，讓您
可以找到一個使您得「安息」的家，詳情請參閱學校宣傳橫額。晚會憑票入座，額滿即止，入場券
請到恩友堂辦公室索取。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第十五期 
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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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 (2017/18) (中六級適用 ) 
準英語教師獎學金是政府為提升本港英語教師專業素養而推行的多項措施之一。該項獎學金旨在吸
引英文程度良好的學生，修讀相關科目的本地學士學位及／或師資培訓課程，以取得所需的資歷，
在畢業後投身英語教師行列。成功的申請者在擬修讀課程的正常修業期內可獲頒獎學金（每年五萬
港元），並承諾於畢業後在香港的中或小學（提供正規課程的日校）擔任全職英語教師。獲頒「獎學
金」並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須擔任為期三年的教學工作。 
 
「獎學金」將於 2017 年 8 月接受申請。有意申請「獎學金」的學生須在報讀 2017/18
學年本地高等教育院校課程時，必須選修相關的課程。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scholarship-for-eng-teacher/ 

 

7. 報讀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認可資格  (中六級適用 ) 
報讀非本地課程成為近年升學出路之一，請在考慮報讀在香港開辦的非本地課程的同學及家長，請
留意以下事項： 
1. 瀏覽非本地課程註冊處網頁 www.edb.gov.hk/ncr，並選讀已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

條例》註冊或獲豁免註冊的課程 
2. 瀏覽資歷名冊網頁 www.hkqr.gov.hk，查閱已通過本地評審的非本地課程名單 
3. 留意經註冊課程的廣告須述明課程註冊編號。至於獲豁免課程的廣告，則須聲明該課程是獲豁

免的課程 
4. 留意取錄信中須註明課程主辦者、非本地機構及付款報讀的課程名稱 
5. 在繳交款項前，查明繳款安排及退款辦法，及在繳款後向課程主辦者索取收據 

 
詳情可參考教育局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網頁：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non-local-higher-professional-edu/index.html 

 

8. 香港浸會大學「副學士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升學資訊日」  (中四至六級適用 ) 
為了讓學生及家長充分了解升學資訊，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舉辦「副學士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升學資訊日」，當天特設「4 年取得浸大榮譽學士學位(副學士及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專題講座，詳
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2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半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石門校園一樓(沙田安睦街八號) 
語言：廣東話 

 

同學如有興趣可自行到 http://www.cie.hkbu.edu.hk/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9.  山東交流團（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山東交流團最後截止報名日期為下星期一(12/12)。有興趣參加者請與龐敏媚老師聯絡。詳情請參閱
第十三期《家訊‧家書》。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6/10/2016 2C 梁展榛 泳濤會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男子12-13歲組 50米蛙泳 冠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冠軍 

男子 12-13 歲組 
4x50 米自由接力 亞軍 

男子12-13歲組 50米背泳 季軍 

男子12-13歲組 50米捷泳 季軍 
 

http://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scholarship-for-eng-teacher/
http://www.edb.gov.hk/ncr
http://www.hkqr.gov.hk/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non-local-higher-professional-edu/index.html
http://www.cie.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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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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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16）  
 

姓名 組別 獎項 姓名 組別 獎項 
4B 黃紫珊 女子乙組 200 米 冠軍(破紀錄) 6E 鍾卓琛 

5C 黃俊諺 
5D 林蘭帆 
4B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冠軍 
4B 黃紫珊 女子乙組 100 米 冠軍(破紀錄) 
5C 郭信賢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冠軍 
5D 林蘭帆 男子甲組 400 米 冠軍 
3D 李天欣 女子乙組鉛球 冠軍 4B 黃紫珊 

3B 黃千倖 
3C 文詩靈 
3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4x400 米接力 亞軍 
5D 林蘭帆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亞軍 
4A 蔡芷晴 女子乙組跳高 亞軍 
3D 李天欣 女子乙組鐵餅 亞軍 
6A 利柏豪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6A 黃鎧欣 

6E 洪晞瑤 
6E 區芷婷 
5E 周曉筠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6E 洪晞瑤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6E 洪晞瑤 女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5C 趙汝愷 男子甲組鉛球 季軍 
4B 朱卓然 男子甲組 400 米 季軍 2C 林信僖 

2D 羅顯韜 
1A 鄭栩揚 
1C 羅樂軒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亞軍 
3B 洪健堯 男子乙組 100 米欄 季軍 
1B 江梓澄 女子丙組 400 米 季軍 
1B 江梓澄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6A 歐陽啟迪 男子甲組鐵餅 殿軍 2C 方卓渝 

1A 潘蘊恩 
1B 張詠斯 
1C 利蔚妍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 第五名 
5D 劉嘉敏 女子甲組 100 米欄 殿軍 
5D 余素華 女子甲組鉛球 殿軍 
3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800 米 殿軍 
2A 吳易修 男子丙組 1500 米 殿軍 5A 翁海靜 

5B 吳穎妍 
5B 劉佳櫻 
5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4x400 米接力 
 第五名 

2C 王雋堯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殿軍 
2C 方卓渝 女子丙組 100 米欄 殿軍 
5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800 米 第五名 
2A 蔡喬峰 男子丙組跳高 第五名 2B 吳香凝 

1A 吳穎欣 
1B 李曉穎 
1B 江梓澄 

女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第五名 

2C 林信僖 男子丙組 100 米欄 第五名 
2D 程衍錕 男子丙組 400 米 第五名 
6A 黃鎧欣 女子甲組 400 米 第六名 
6E 區芷婷 女子甲組跳高 第六名 2A 吳易修 

2C 王雋堯 
2D 程衍錕 
1A 游啟之 
1D 劉海信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 第六名 
5E 張悅熙 女子甲組 1500 米 第六名 
4A 黃文彥 男子乙組三級跳遠 第六名 
3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400 米 第六名 
2A 陳祉翹 女子丙組鉛球 第六名 
2D 程衍錕 男子丙組 200 米 第六名 

女子乙組團體 亞軍 
6A 歐陽啟迪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第七名 
6E 譚穎詩 女子甲組鐵餅 第七名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3B 洪健堯 男子乙組鐵餅 第七名 
3C 文詩靈 女子乙組 1500 米 第七名 

女子丙組團體 季軍 
3D 曾曉楓 男子乙組標槍 第七名 
2B 吳香凝 女子丙組鐵餅 第七名 

男子丙組團體 季軍 
5C 趙汝愷 男子甲組鐵餅 第八名 
5C 郭信賢 男子甲組 400 米欄 第八名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5D 文澤希 男子甲組三級跳 第八名 
5E 周曉筠 女子甲組跳高 第八名 

男子組總錦標 季軍 
4C 黃錦棓 男子乙組標槍 第八名 
2C 王雋堯 男子丙組跳高 第八名 

女子組總錦標 季軍 
1A 許君彥 男子丙組鉛球 第八名 
1B 李曉穎 女子丙組 800 米 第八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