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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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早前有機會與同學分享學習技巧，當中有一些內容是關於網上學習資源，希望與家長分享當中的利
弊。 

 

科技及網絡是一個全新的平台，甚至有人稱為資訊革命。它改變了人與人溝通的效率、模式，甚至
成本；學習可以變得更普及、更有趣及更唾手可得，例如 TED ED 將各科目有趣的內容製作成約五分鐘
的短片，世界各地的人可隨時地收看，答問題及提出問題。簡單地說，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他感興趣的知
識。 

 

但另一方面，網上資訊卻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深度，例如離別情懷不一定再是傷感，因為社交網絡
可打破時間空間的界限，聲音、文字甚至視像通訊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以以親筆寫信表達掛念
之情差不多已經絕跡。另一方面，掌握網上資訊會成為一種無形的吸引力，令人容易沉溺，甚至分不清
真偽，亦可能減低個人思考的動力。英國有研究指出沉溺於手提電話及網絡會拖慢青少年學習進度，所
以請家長提醒同學必須自律，資訊科技能幫助或破壞學習取決於意志力及堅持思考的態度。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明天派發十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十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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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
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2.  香港紅十字會 1015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10 月 15 日（下周四）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10:00a.m.-3:3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3. 統一測驗安排  
 

‧ 本學年分為上下學期，每學期各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20/10（二）至
23/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19/10（一）至 23/10（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的統測將於 22/10（四）及 23/10（五）進行，詳見下表。 

‧ 凡因病未能出席統測的學生，家長須於早上 7 時 45 分前致電回校告假，並須有家長信及醫生紙
証明。同時，請於即日聯絡校務處辦理補測手續（除病假及有醫生紙証明外，其他原因一概不設
補測）。教務組與科任老師會商討該生補測分數之計算方法。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該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平時分佔全年總分 30%，而統測的比重會
由各科自行決定。 

‧ 統測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正常上課日相同，中六級會如常上課，其他級別統測完結後便會放學，
讓學生有更充足時間溫習。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  

第七期 
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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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統測的詳細範圍由科任老師向學生講解。 
‧ 17/10 至 22/10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然而，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習

習慣，切勿抱臨渴掘井的錯誤學習態度，故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提早溫習，預備統測。 
‧ 盼望同學在統測前好好準備，爭取佳績，並透過統測，檢視自己的學業情況及為之後的學習作更

佳部署。 
 統測時間表如下：  

 20/10 Day A (二) 22/10 Day B (四) 23/10 Day C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8:35~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9:45~10:10 10:00~10:25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45 分鐘 
(10:20~11:05)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歷史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 － 11:05~11:30 

第三節 －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普通話 30 分鐘 (11:40~12:10) 

中
二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地理 45 分鐘 (10:20~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50 分鐘(10:20~11:10) 

小息 11:20~11:45 11:05~11:30 －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普通話 30 分鐘 (11:55~12:25)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通識 45 分鐘 (11:40~12:25) 
－ 

 

中
三
級 

 19/10 Day E (一) 20/10 Day A (二) 22/10 Day B (四) 23/10 Day C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聆聽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9:45~10:1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中史 45 分鐘 
(10:20~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普通話 30 分鐘 
(10:20~10:5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11:05~11:30 11:05~11:30 － 10:50~11:15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通識 45 分鐘 
(11:40~12:25) 

－ 

預備及派卷 
(11:15~11:25) 

企會財 30 分鐘 
(11:25~11:55) 

 

中
四
級 

 22/10 Day B (四) 23/10 Day C (五) 

中
五
級 

22/10 Day B (四) 23/10 Day C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小時 30分鐘 
(8:45-10:1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 2 小時 
(8:45-10: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小息 10:15~10:40 10:00~10:25 10:45~11:1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10:50-11:5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35-12:05)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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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戮力同心─粵港抗戰文物展  

今年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香港海防博物館亦特意展出六十五件(組)珍貴的粵港抗戰文物，包
括地圖、宣言、書信、抗戰宣傳刊物，以及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發行的軍票、簽發的住民證等，並輔
以歷史圖片，希望能讓參觀者對粵港兩地人民參與抗戰的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銘記這段艱
苦抵禦外侮的烽火歲月。 
 

本校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公益少年團將合辦參觀活動有關活動如下： 
 

日期：31/10/2015（星期六） 

集合時間：8:30a.m.校內操場 

解散時間：約 1:00p.m. 

費用：免費 

名額：30 名 
 

如同學有意參與是次參觀活動，請與龎敏媚老師或梁麗琼老師報名。 

 

5. 《明報》「 JUMP 護理‧社福  招聘及進修日」  

《明報 JUMP》將於 10 月 31 日舉辦「JUMP 護理‧社福 招聘及進修日」，藉着不同的行業講座和業
界攤位，為有興趣加入護理、社福等元素的高中同學，提供更多實用行業資訊和最新職前裝備行情，
有助及早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活動內容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 12:30 至下午 5:00 
地點：尖沙嘴東部富豪酒店 3 樓凡爾賽廳（麼地道 71 號） 
 
如有興趣，請於 10 月 16 日（五）前聯絡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6. 加拿大教育展 2015 

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主辦加拿大教育展 2015 將於本星期六、日舉行，屆時共十多間參與大學及
院校，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0 至 11 日（星期六、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香港康得思酒店（前旺角朗豪酒店） 
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www.eucationcanada.hk 
 

 

7.  有關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5/16「家長《明報》旅行團」活動  

《明報》誠邀家長參加「家長《明報》旅行團」，讓家長有機會與編輯部主管交流，並參觀《明報》
的編輯部和製版部，見證報紙的誕生。 
 

日  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晚上 6 時至 8 時 30 分 
集合時間：下午 5 時 50 分 
集合地點：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接待處 
內  容：1) 與編輯部主管級同事交流及分享（約 45-60 分鐘） 

2) 參觀編輯部、製版部 
3) 觀看印報過程 

分享嘉賓：《明報》編輯部主管級同事 
活動對象：家長 
名  額：5 人 
 

如有查詢或報名，請聯絡李婉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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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本校已安排校服承造商到校為同學訂購冬季校服、體育服、校冷及校褸，詳情如下： 
 
訂購日期：8/10/2015 (星期四)   派發日期：6/11/2015(星期五) 

訂購時間：3:30pm-5:00pm     派發時間：3:30pm-5:00pm 

訂購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派發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添記校服 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 9 號 B 地下 2467 7833 

 

 

冬季校服尺碼及價錢 
 

 

男生黑色線絨長西褲 
 

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 
英吋腰圍 長度 價目 

22-23 
24-25 
26-27 
28-29 

30 
32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註：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7 

 

初中女生格絨背心裙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價目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79-80 
84-85 
89-90 
94-95 

99-100 

$172 
$178 
$184 
$190 
$196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0 
*羊毛格絨裙會有輕微縮水情況，敬請家長留意* 

 

男女生初中長袖恤衫(男生連校徽)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男恤價目 女恤價目 

22 
23 
24 
25 

26,24x 
27,26x 

56 
58.5 
61 

63.5 
66 

68.5 

$56 
$59 
$62 
$65 
$68 
$71 

$51 
$54 
$57 
$60 
$63 
$66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5       $80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175 $90 $85 
M-L $185 $95 $90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98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2 
蝴蝶帶 每條  $13 

 

男女生夾棉校褸 (內連活動式瑤粒背心)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230 $245 $260 $275 $29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0 $160 $170 $180 $190 
V 領背心 $130 $140 $150 $160 $170 

 

 

校呔：校務處將於換季前通知中一同學集體購買，其他級別可逢星期二及四小息時間購買。 
 

9. 全港中學「消防安全」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15 

消防處透過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提高學生對消防安全的認識及宣揚防火訊息，讓大眾透過注意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從中提高消防安全意識。是次比賽主題為「消防安全」，並設有冠軍、亞軍、季
軍、殿軍各一名。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於 14/10 或以前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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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韓國海外升學展覽  

大韓民國領事館主辦韓國海外升學展覽，為有意到韓國升學的同學提供近 20 間大專院校的升學資
訊。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地點：香港怡東酒店 3 樓海景廳 
 

如有興趣，請於 10 月 11 日或之前於網上報名（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expo/main.do）。 
 
 

11.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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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7/10/2015（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4/11/2015（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24/10/2015（六） 

香港教育學院資訊開放日 31/10/2015（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21/11/2015（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7/11/2015（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28/11/2015（六） 

 

 
 

各大專名稱 日期 各大專名稱 日期 

IVE 柴灣院校 
IVE 黃克競院校 
IVE 青衣院校 

27-28/11/2015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IVE 觀塘院校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IVE(李惠利) 
IVE 摩理臣山院校 
IVE 沙田院校 

11-12/12/2015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IVE 葵涌院校 
IVE 屯門院校 

4-5/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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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expo/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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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5/10/2015 

5C 古晉曦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4A 黃嘉俊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D 張晉滔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亞軍 

5C 古晉曦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4A 黃嘉俊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季軍 

4E 張悅熙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6A 梁家銘 男子甲組 50 米胸泳 殿軍 

6B 梁鉻軒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殿軍 

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1C 梁展榛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殿軍 

1D 張晉滔 男子丙組 100 米背泳 殿軍 

6B 梁鉻軒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6C 呂祖澤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4A 翁海靜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 第五名 

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4A 梁展希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 第六名 

3D 徐潁桐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 第六名 

1C 梁展榛 男子丙組 100 米胸泳 第六名 

6A 梁家銘 男子甲組 100 米胸泳 第七名 

4A 梁展希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第七名 

4D 李浩熙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第七名 

4E 張悅熙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第七名 

4A 翁海靜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 第八名 

4B 蔡凱霖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八名 
4E 張悅熙、4A 翁海靜 
4B 蔡凱霖、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6A 梁家銘、6B 梁鉻軒 
6C 呂祖澤、5C 古晉曦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4A 梁展希、4A 黃嘉俊 
4D 李浩熙、3B 洪健堯 

男子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第五名 

－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 女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 男子乙組團體 第七名 

－ 男子團體總成績 第八名 

4/10/2015 4D 劉嘉敏 籃精靈活動
發展公司 

新界西跨區 
籃球挑戰賽 少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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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您們好！ 
 

早前有機會與同學分享學習技巧，當中有一些內容是關於網上學習資源，希望與家長分享當中的利
弊。 

 

科技及網絡是一個全新的平台，甚至有人稱為資訊革命。它改變了人與人溝通的效率、模式，甚至
成本；學習可以變得更普及、更有趣及更唾手可得，例如 TED ED 將各科目有趣的內容製作成約五分鐘
的短片，世界各地的人可隨時地收看，答問題及提出問題。簡單地說，任何人都可以追求他感興趣的知
識。 

 

但另一方面，網上資訊卻改變了人與人相處的深度，例如離別情懷不一定再是傷感，因為社交網絡
可打破時間空間的界限，聲音、文字甚至視像通訊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所以以親筆寫信表達掛念
之情差不多已經絕跡。另一方面，掌握網上資訊會成為一種無形的吸引力，令人容易沉溺，甚至分不清
真偽，亦可能減低個人思考的動力。英國有研究指出沉溺於手提電話及網絡會拖慢青少年學習進度，所
以請家長提醒同學必須自律，資訊科技能幫助或破壞學習取決於意志力及堅持思考的態度。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明天派發十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十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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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
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2.  香港紅十字會 1015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10 月 15 日（下周四）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10:00a.m.-3:3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3. 派發中六級第一次畢業試通告  

本學年中六級畢業試將分兩次舉行，今天派發了第一次畢業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容，
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4. 繳交  2016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費用（中六級學生適用）  

學校已於 7/10 (星期三)派發「中學文憑考試繳費通知書」及「繳付考試費用須知」給各中六學生，
家長可選擇以網上理財、繳費靈或於任何一間香港境內的 7-Eleven 或 OK 便利店以現金繳款，詳
細的繳費方法及須知請參閱派發的「繳付考試費用須知」。截止繳交考試費的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11 時 59 分（逾期繳交者將會被考評局收取$231.00 的附加費），敬請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  

第七期 
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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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戮力同心─粵港抗戰文物展  

今年是中國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香港海防博物館亦特意展出六十五件(組)珍貴的粵港抗戰文物，包
括地圖、宣言、書信、抗戰宣傳刊物，以及日本佔領香港時期發行的軍票、簽發的住民證等，並輔
以歷史圖片，希望能讓參觀者對粵港兩地人民參與抗戰的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銘記這段艱
苦抵禦外侮的烽火歲月。 
 

本校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公益少年團將合辦參觀活動有關活動如下： 
 

日期：31/10/2015（星期六） 

集合時間：8:30a.m.校內操場 

解散時間：約 1:00p.m. 

費用：免費 

名額：30 名 
 

如同學有意參與是次參觀活動，請與龎敏媚老師或梁麗琼老師報名。 

 

6. 台灣升學（ 2016 年度）輔導活動（中六級適用）  

升讀台灣高等院校學士班（2016 年度）之個人申請階段將於 2015 年 11 月中開始，截止日期為 2015
年 12 月中。為協助有意申請台灣升學之中六同學進一步瞭解台灣高等院校課程資訊、認識本校與
部份台灣高等院校的合作協議內容、取得校長推薦信，以致能順利完成有關申請程序，本校升學及
職業輔導組將於十月及十一月期間，舉行三次台灣升學輔導活動。請各中六級學生之家長留意有關
安排，如貴 子弟有意申請台灣升學，請家長務必為貴 子弟報名參加有關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地點 主題 內容 

10 月 23 日 
13:35-14:05 禮堂  報讀手續(一) 

 台灣大學簡介(一) 

 網上登記註冊成為報名系統用戶 
 18 個學群介紹 
 大學排名簡介 
 結盟大學名單 

11 月 2 日 
13:35-14:05 禮堂  報讀手續(二) 

 台灣大學簡介(二) 
 選科方法 
 選科須知 

11 月 9 日 
13:35-14:05 禮堂  報讀手續(三) 

 檢查所需文件 
 確定課程志願 
 如何增加取錄機會 

 
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梁健儀老師或鄭卓傑老師。 

 
7. 《明報》「 JUMP 護理‧社福  招聘及進修日」  

《明報 JUMP》將於 10 月 31 日舉辦「JUMP 護理‧社福 招聘及進修日」，藉着不同的行業講座和業
界攤位，為有興趣加入護理、社福等元素的高中同學，提供更多實用行業資訊和最新職前裝備行情，
有助及早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活動內容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六） 
時間：中午 12:30 至下午 5:00 
地點：尖沙嘴東部富豪酒店 3 樓凡爾賽廳（麼地道 71 號） 
 
如有興趣，請於 10 月 16 日（五）前聯絡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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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訂購冬季校服、冬季體育服、校冷及校褸事宜  

本校已安排校服承造商到校為同學訂購冬季校服、體育服、校冷及校褸，詳情如下： 
 
訂購日期：8/10/2015 (星期四)   派發日期：6/11/2015(星期五) 

訂購時間：3:30pm-5:00pm     派發時間：3:30pm-5:00pm 

訂購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派發地點：地下新玻璃房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電話 

添記校服 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 9 號 B 地下 2467 7833 

 

 

冬季校服尺碼及價錢 
 

 

男生黑色線絨長西褲 
 

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 
英吋腰圍 長度 價目 

22-23 
24-25 
26-27 
28-29 

30 
32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註：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7 

 

初中女生格絨背心裙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價目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79-80 
84-85 
89-90 
94-95 

99-100 

$172 
$178 
$184 
$190 
$196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0 
*羊毛格絨裙會有輕微縮水情況，敬請家長留意* 

 

男女生初中長袖恤衫(男生連校徽) 
 

尺碼 (長度計) 
英吋 厘米 男恤價目 女恤價目 

22 
23 
24 
25 

26,24x 
27,26x 

56 
58.5 
61 

63.5 
66 

68.5 

$56 
$59 
$62 
$65 
$68 
$71 

$51 
$54 
$57 
$60 
$63 
$66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5       $80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175 $90 $85 
M-L $185 $95 $90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98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2 
蝴蝶帶 每條  $13 

 

男女生夾棉校褸 (內連活動式瑤粒背心)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230 $245 $260 $275 $29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0 $160 $170 $180 $190 
V 領背心 $130 $140 $150 $160 $170 

 

 

校呔：校務處將於換季前通知中一同學集體購買，其他級別可逢星期二及四小息時間購買。 
 

9. 加拿大教育展 2015 

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館主辦加拿大教育展 2015 將於本星期六、日舉行，屆時共十多間參與大學及
院校，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0 至 11 日（星期六、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香港康得思酒店（前旺角朗豪酒店） 
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瀏覽網址：www.eucationcanad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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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5/16「家長《明報》旅行團」活動  

《明報》誠邀家長參加「家長《明報》旅行團」，讓家長有機會與編輯部主管交流，並參觀《明報》
的編輯部和製版部，見證報紙的誕生。 
 

日  期：201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晚上 6 時至 8 時 30 分 
集合時間：下午 5 時 50 分 
集合地點：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接待處 
內  容：1) 與編輯部主管級同事交流及分享（約 45-60 分鐘） 

2) 參觀編輯部、製版部 
3) 觀看印報過程 

分享嘉賓：《明報》編輯部主管級同事 
活動對象：家長 
名  額：5 人 
 

如有查詢或報名，請聯絡李婉媚老師。 
 

11. 全港中學「消防安全」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15 

消防處透過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提高學生對消防安全的認識及宣揚防火訊息，讓大眾透過注意日常
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從中提高消防安全意識。是次比賽主題為「消防安全」，並設有冠軍、亞軍、季
軍、殿軍各一名。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於 14/10 或以前向周錦慧老師查詢。 
 

12. 韓國海外升學展覽  

大韓民國領事館主辦韓國海外升學展覽，為有意到韓國升學的同學提供近 20 間大專院校的升學資
訊。詳情如下： 
 

日期及時間：2015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至下午 5:00 
地點：香港怡東酒店 3 樓海景廳 
 

如有興趣，請於 10 月 11 日或之前於網上報名（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expo/main.do）。 
 

13.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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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7/10/2015（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4/11/2015（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24/10/2015（六） 

香港教育學院資訊開放日 31/10/2015（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21/11/2015（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7/11/2015（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28/11/2015（六） 

 
 

各大專名稱 日期 各大專名稱 日期 
IVE 柴灣院校 
IVE 黃克競院校 
IVE 青衣院校 

27-28/11/2015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IVE 觀塘院校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IVE(李惠利) 
IVE 摩理臣山院校 
IVE 沙田院校 

11-12/12/2015 
（五、六） 

上午十一時開始 
IVE 葵涌院校 
IVE 屯門院校 

4-5/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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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http://www.studyinkorea.go.kr/cn/expo/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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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5/10/2015 

5C 古晉曦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屯門區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亞軍 

4A 黃嘉俊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1D 張晉滔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亞軍 

5C 古晉曦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季軍 

4A 黃嘉俊 男子乙組 50 米蝶泳 季軍 

4E 張悅熙 女子乙組 100 米背泳 季軍 

6A 梁家銘 男子甲組 50 米胸泳 殿軍 

6B 梁鉻軒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殿軍 

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1C 梁展榛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殿軍 

1D 張晉滔 男子丙組 100 米背泳 殿軍 

6B 梁鉻軒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6C 呂祖澤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4A 翁海靜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 第五名 

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五名 

4A 梁展希 男子乙組 100 米背泳 第六名 

3D 徐潁桐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 第六名 

1C 梁展榛 男子丙組 100 米胸泳 第六名 

6A 梁家銘 男子甲組 100 米胸泳 第七名 

4A 梁展希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 第七名 

4D 李浩熙 男子乙組 200 米個人四式混合泳 第七名 

4E 張悅熙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第七名 

4A 翁海靜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 第八名 

4B 蔡凱霖 女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第八名 
4E 張悅熙、4A 翁海靜 
4B 蔡凱霖、2D 梁馥而 

女子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6A 梁家銘、6B 梁鉻軒 
6C 呂祖澤、5C 古晉曦 

男子甲組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4A 梁展希、4A 黃嘉俊 
4D 李浩熙、3B 洪健堯 

男子乙組 4x50 米四式接力 第五名 

－ 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 女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 男子乙組團體 第七名 

－ 男子團體總成績 第八名 

4/10/2015 4D 劉嘉敏 籃精靈活動
發展公司 

新界西跨區 
籃球挑戰賽 少年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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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運動員入學計劃 2016（中六級適用）  
計劃為運動表現傑出的中六學生提供機會，修讀香港城市大學學士學位，或副學士學位課程；同時，
計劃設有獎學金，以肯定同學們在運動方面的成就。若想了解申請資格及辦法，可參閱網站
http://www.cityu.edu.hk/sds/home/pes/SAAS.html，並出席下星期六舉行之計劃簡報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7 日（六） 
時間：1030-1200（第一節）、1430-1600（第二節）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多用途室 A、B 及 C（九龍塘達之路 83 號） 
 

如有興趣參與簡報會的同學，請於 10 月 13 日（二）或之前向邱淑嫺老師報名。 
 
 

16. 家校會互選  

承蒙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參與，使本屆 2015/16 年度
家校協作委員會家長委員得以順利產生。本年度（第十三屆）的十一位家長委員於上星期三（30/9）
舉行家校委員會互選後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靈育 康樂 總務 聯絡 執委 
張麗香 
女士 

吳錦蘭 
女士 

鄧淑儀
女士 

田紅星
女士 

黃鳳鳴
先生 

李楚楚
女士 

何鳳英
女士 

張德芝
女士 

陳燕芬女士, 馮德妹女士, 
龔蘭英女士 

 

另外，家校會的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於 9/10(星期五)7:10-7:40 p.m.禮堂進行，歡迎各家長出席。 
感謝各家長委員的積極支持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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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台灣升學（2016 年度）輔導活動（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弟有意申請升讀台灣高等院校，並同意敝子弟出席學校的升學及職業輔導組於十月至十

一月份舉行之三次「台灣升學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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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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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2015 年 10 月 16 日或之前將回條交回校務處蕭小姐** 

 

http://www.cityu.edu.hk/sds/home/pes/SAA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