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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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中秋節剛剛過去，盼望大家在節日中享受與家人歡聚的快樂。 

 

感謝上帝的帶領及恩典，本校於 1997 年 9 月 1 日正式創立，至今已在屯門區服務了 25 年。雖
然 25 年不是很長的日子，但是在辦學團體香港神託會及校董會的大力支持下，老師們盡心竭力地實踐
優質基督教教育，本著「作鹽作光」的校訓，我們為上帝和社會培育了一 屆又一屆品學並重的畢業生，
他們在社會不同範疇都有出色的表現，為身邊的人帶來祝福。 

 

為了數算上帝的恩典，本校將於 9 月 23 日下午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感恩崇拜，主題為 「感恩、歡
聚、承傳」，當日全校上下、校友和家長們一同感恩、歡聚、承傳。我們邀請了大衛城文化中心總監吳
振智牧師主禮及證道，還邀請了不同屆別的校友和家長歡聚及分享見證，還有我們全體老師及學生合唱
團的獻唱，以歌聲一同歌頌上帝的奇異恩典。 

 

由於疫情反覆和禮堂座位有限，當天我們只能安排中三級同學、中六級同學、學生領袖、制服隊伍
代表及服務生代表出席校慶感恩崇拜，在現場一同見證上帝的恩典。學校亦會準備網上直播，讓其他級
別的同學在家收看，一起分享喜悅。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 

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詩 100:4-5)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第 7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2023)個人項目 /二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5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1 日(三)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取
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s://www.hksmsa.org.hk/en/75th-hong-kong-schools-music-festival-
2023/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費用，並於 10 月 6 日(四)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
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
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2. 二十五周年感恩崇拜安排 

由於禮堂座位有限，現時參與祟拜人數已接近上限，所以未能開放給其他同學報名於現場一
起參與，故此安排直播讓未能到場的同學一起分享喜悅。同學可掃瞄右方二維碼觀看直播。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第三期 
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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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2 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  

為加深學生對國家歷史、文化、成就及國情的認識，從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將
舉辦「2022 國慶日網上問答比賽」。同學可透過學校報名參加這項比賽，參賽同學須於 202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上午 8:00 前至下午 6:00，以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特定網站。若同學希望參加
比賽，可於 22/9 前聯絡黃靄玲老師。 

 
4.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  

職津是一項為低收入在職住戶（包括一人住戶）而設的津貼，目的是透過多勞多得的原則，鼓勵自
力更生及紓緩跨代貧窮。申請住戶達到工時要求，而住戶的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可以申領計
劃下的基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貼。符合資格申領職津的住戶，若住戶中有合資格兒童在 15 歲
以下，或介乎 15 至 21 歲並正接受全日制教育（專上教育除外）可以申領兒童津貼。視乎住戶入息，
津貼以全額、3/4 額或半額發放。合資格住戶可隨時提出申請，每次申請的申領期為剛過去的六個曆
月。 
 
非單親申請住戶的基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貼的每月工時要求分別為 144 小時、168 小時及
192 小時或以上。各項津貼的工時要求及金額詳見下表。 
 

每月總工時（小時） 每月每個主戶的津貼 每月每名兒童的津貼 
144 至 168 以下 
（非單親住戶） 
36 至 54 以下 
（單親住戶） 

全額基本津貼：$1,000 
3/4 額基本津貼：$750 
半額基本津貼：$500 

全額兒童津貼：$1,400 
3/4 額基本津貼：$1,050 
半額兒童津貼：$700 

168 至 192 以下 
（非單親住戶） 
54 至 72 以下 
（單親住戶） 

全額基本津貼：$1,200 
3/4 額基本津貼：$900 
半額基本津貼：$600 

192 以上 
（非單親住戶） 

72 或以上 
（單親住戶） 

全額基本津貼：$1,400 
3/4 額基本津貼：$1,050 
半額基本津貼：$700 

 

申請津貼詳情可瀏覽在職家庭津貼計劃（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index.htm） 
 

 

5.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電影報刊辦」）主辦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
色比賽」現正舉行，現誠邀貴校學生參加。隨函附上比賽資料及參加表格，學校可自行影印表格並
鼓勵同學參加比賽。 
 
比賽詳情 
 比賽旨在透過輕鬆的口號創作及填色活動，提高學生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390
章）的認識。參加者可選擇參加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兩個比賽或其中一個比賽，每位參加者只可遞
交作品一次。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分別設冠、亞、季軍各一名，而傑出表現獎 / 優異獎得主亦會獲
得證書及紀念品。 
 
 本處歡迎全港中、小學生由即日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名參加比賽。 
 
 更多詳情可瀏覽以下網頁或掃描右方的二維碼： 
   https://www.ofnaa.gov.hk/tc/publicity/coiao/index_id_3.html#tab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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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學生開學短片 

為迎接新學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了不同界別的嘉賓拍攝短片， 鼓勵全港師生把握學習機會，
營造正面、積極的氛圍，開展新的學習旅程。 
 
「新學年開學短片」共有十五段，內容包括九位香港精英運動員與學 生分享他們如何在家人、教練
和隊友的支持下應對挑戰，向個人和團隊的目 標邁進。短片有助啟導學生感受並珍惜家人、教師和
同學的支持，並以積極 正面的態度把握學習機會和個人發展機遇。另外，六位學界和家長代表亦與 
師生分享開學小錦囊，鼓勵同學透過以下網址連結收看。 
 
 名稱 網址 二維碼 

1.  新學年開學短片 1(給學生)─ ─ 
劍擊運動員連翊希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g3gul7ky  

2.  新學年開學短片 2(給學生)─ ─ 
劍擊運動員朱嘉望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cq3gjwo3  

3.  新學年開學短片 3(給學生)─ ─ 
乒乓球運動員杜凱琹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xcyu8234  

4.  新學年開學短片 4(給學生) ─ ─ 
乒乓球運動員朱成竹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rnv5vrfk  

5.  新學年開學短片 5(給學生)─ ─ 
乒乓球運動員蘇慧音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7spziyn  

6.  新學年開學短片 6(給學生)─ ─ 
乒乓球運動員吳柏男先生 

https://emm.edcity.hk/media/1_spag5jim  

7.  新學年開學短片 7(給學生)─ ─ 
羽毛球運動員鄧俊文先生 

https://emm.edcity.hk/media/1_hs4d8o5j  

8.  新學年開學短片 8(給學生)─ ─ 
羽毛球運動員謝影雪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79hg0edr  

9.  新學年開學短片 9(給學生)─ ─ 
羽毛球運動員張雁宜小姐 

https://emm.edcity.hk/media/1_9457ta8z  

10.  新學年開學短片 10(給學生)─ ─ 
釋衍空法師 

https://emm.edcity.hk/media/1_p96znni4  

11.  新學年開學短片 11(給學生)─ ─ 
單翠珊老師 

https://emm.edcity.hk/media/1_449ga76k  

12.  新學年開學短片 12(給學生)─ ─ 
林德育校長 

https://emm.edcity.hk/media/1_lqwnt29x  

13.  新學年開學短片 13 
(給教師和 學生)──林瑞芳教授 

https://emm.edcity.hk/media/1_lyexfjxe  

14.  新學年開學短片 14(給教師)─ ─ 
李子建教授 

https://emm.edcity.hk/media/1_sp7imli5  

15.  新學年開學短片 15(給教師)─ ─ 
方奕展先生 

https://emm.edcity.hk/media/1_dq32av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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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單位及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8/2022 

2D 楊錦傳 3B 魏梓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初級組 亞軍 

3C 許雲杰 3C 黃駿羲 

3C 嚴善俊 4A 林正軒 

4B 陳逸朗 4B 曾韋誠 

4C 黃子由 4D 馮子康 

4D 黃楗程 4D 劉成軒 

女子高級組 亞軍 

3C 黃虹萍 5A 康綽嘉 

5A 羅昕桐 5C 施靖嵐 

6A 余禧汶 6A 黎美妤 

6C 廖梓伊 校友江梓澄 

2B 余晞琳 2B 梁智玲 

女子初級組 季軍 
3A 吳珞遶 3D 邢  雯 

3D 梁靜嵐 3D 黃沛珊 

4C 黃學盈 4D 葉穎心 

8/2022 

6A 黎美妤 6C 廖梓伊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陳黃籃球三角賽 
女子組 冠軍 校友江梓澄 校友梁馥而 

校友譚穎詩 校友劉嘉敏 

9/2022 

2B 余晞琳 3D 梁靜嵐 

FOCUSLAND 

學界籃球邀請賽 2022 
女子組 冠軍 

3C 黃虹萍 4C 黃學盈 

4D 葉穎心 5C 施靖嵐 

5A 羅昕桐 6A 余禧汶 

6A 黎美妤 6C 廖梓伊 

校友饒紫洋 校友江梓澄 

9/2022 
2B 梁智玲 

3D 梁靜嵐 

3A 吳珞遶 

3D 黃沛珊 
首席籃球會 

首席盃 2022 女子三人籃球比賽 
初中組 殿軍 

8/2022 3D 莊兒霖 
世界舞星聯合會 

全港 18 區舞蹈錦標賽 

青少年組:CRS 三項 冠軍 

青少年組:S 單項 冠軍 

青少年組:R 單項 冠軍 

青少年組:CRS 三項 冠軍 

成人組:公開雙項 CR 冠軍 

成人組:職業新星 CRJ 冠軍 

8/2022 

2B 蔡頌昕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 18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 

錦標賽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牛仔舞 A 組 殿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查查查 C 組 第五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倫巴舞 A 組 第五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鬥牛舞 B 組 第六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森巴舞 B 組 第七名 

2D 楊溢彤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倫巴舞 D 組 季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牛仔舞 D 組 第五名 

中學單人組 13 歲或以下查查查 A 組 第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