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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香港神託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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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的學習主題為「尊重生命，作僕人領袖」。生命除了各生物本身的構造及生態特

質外，更可貴的是每個生命，包括動物及植物面對天險及天敵時的正面態度，尊重生命是一
種意志，向每一個獨特的生命致敬。而「僕人領袖」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特別信念，將兩種看
似矛盾的身份融和，因為無論是領袖或僕人，我們有一個更高的理想：將上帝的愛展現在人
間。因此，無論在甚麼情況下，尊重別人及上帝創造的世界，將愛帶給服侍的對象是一生的
學習。 

另外，我們的三位同學在慧妍雅集主辦的荷蘭創樂遊（TES）比賽中獲最優秀校隊獎及
最佳博客獎，謹在此恭賀同學，詳情請參閱本校網頁。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保持警覺  預防傳染病在校內傳播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佈，一些傳染病例如水痘、登革熱、手足口病及流感等不時於
院舍及學校爆發。因此，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徹底清洗及消毒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 /
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
生，亦須提醒貴子弟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以及注意以下各點： 

 
‧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盡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流感徵狀，

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
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兩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 如子女感染手足口病，應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發燒消退及水疱乾涸、結痂後，才可回校
上課。作為額外預防措施，如致病原確定為EV71 型腸病毒，應在所有水疱變乾後兩星期
才可返校。 

‧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防護中心或有
關部門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料，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更有效地進行。 

‧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 家長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 
‧ 如學校獲衞生防護中心通知須實施量度體溫的額外措施，學校會通知家長相關安排。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
度。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
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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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四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委員  

家校會現正招募第十四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敬請家長踴躍參與，填妥後頁的提名表格並
於 15/9（四）下午五時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袁子鉅先生。 
 

3. 特殊需要學生校內考試及統測安排申請  

本校一向配合教育局的融合教育政策，凡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例如：肢體活動能力障礙、視障、聽 障、
語障、特殊學習障礙及其他障礙的學生）可向學校申請額外支援。學校會因應學生的個別情況， 為
他們提供特別的考試安排，一方面讓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考，得到相對公平的評核，同時亦確保
這些安排不會對其他學生造成不公平。  
 
如家長欲替子女申請校內特別考試及統測安排，請於 20/9（二）或以前遞交家長申請信及有關醫生 ／
專家證明文件給班主任。如有查詢，可聯絡梁俊傑老師或張冠康副校長。  

 

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特殊需要考生考試安排申請及講座（中五及中六適用）   

有特殊需要的考生（例如殘障或長期病患考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可申請特別考試安排（例
如： 安排在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休息時間、獲提供點字或放大試卷等）或豁免應考某
科分部／ 部分試題。中五及中六有需要的學生，請於 12/9（一）或以前聯絡梁俊傑老師或張冠康
副校長。  
 
考評局將舉辦以下講座，讓考生及家長了解特殊需要考生的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日期：2016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正  
地點：九龍塘沙福道19號 (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 西座四樓演講廳)  
講者：考評局及教育局講者  
語言：粵語  
內容：1. 特別考試安排詳情及申請程序  2. 答問時間  
報名：於 2016 年 9 月 9 日或之前到以下網址：  
     （http://esurvey.hkeaa.edu.hk/2017senseminar） 報名，報名採用先到先得的方法。  
查詢：3628 8917 

  
家長亦可從考評局網頁（www.hkeaa.edu.hk →為特殊需要考生提供服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下載 
有關申請特別考試安排的詳細資料。 

 

5. 自強室消息  

16/9（下星期五）為中秋節假期，故自強室將暫停開放一天。此外，15/9（下星期四）自強室開放
時間提早關閉為下午 5 時 45 分。 
 

6. 「創意攝影比賽」2016-17 年度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上述比賽由香港版權影印授權協會主辦，目的提高同學尊重版權意識，若同學有興趣參加，可到學
務組壁佈板參閱有關海報，瀏覽網址：www.hkrrls.org 或聯絡廖美璍老師。截止報名為9/12。 
 

7. 家長加油站（全職主婦小組）  

目的：透過小組內容幫助家長學習個人成長，彼此建立友誼，分享生活經驗，以增加個人的自信與
價值。 

日期：由 2016 年 9 月 13 日開始至 2017 年 6 月底 
時間：下午 2:00-3:30（逢星期二，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暫停） 
地點：G12 室（本校地下組合屋，大茶壼直入） 
內容：詩歌、專題、分享、討論等 
對象：任何有興趣之全職主婦 
報名：請家長填寫回條於 9 月 9 日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查詢：若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聯絡校牧郭英琪姑娘（電話：24077440，手提：6446 1925） 

http://www.hkrrls.org/


編號：16/17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二期 

8. 家長查經班（信仰小組）  

目的：透過聖經真理幫助家長學習建立正確積極的人生價值，能夠明辯是非，以基督的愛建立家庭。 
主題：聖經中的婦女 
日期：由2016年9月13日開始至2017年6月底 
時間：上午10:00-11:30（逢星期二，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暫停） 
地點：G12室（本校地下組合屋，大茶壼直入） 
內容：查考聖經、分享、祈禱等 
導師：郭英琪姑娘（本校校牧） 
對象：任何有興趣之家長（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均可） 
報名：請家長填寫回條於9月9日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查詢：若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聯絡校牧郭英琪姑娘（電話：24077440，手提：6446 1925） 
 

9. 免費門票：香港中樂團「第 40 樂季開幕音樂會」  

香港中樂團邁步進入 40 樂季，開幕音樂會特別策劃一個「周秦漢唐  穿越香港」的主題音樂會。 
詳情如下： 
日期：9 月 24 日(六)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免費門票的名額有限，有興趣的同學請於 19/9 (一)前向譚綺雯老師報名。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9/7/2016 4A 潘曉童 香港公共圖書館 第三十一屆中學生
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廣泛閱讀組(初級組) 優異獎 

4/9/2016 5E 張悅熙 

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 

屯門區分齡 
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FG 組 200 米背泳 冠軍 
4/9/2016 5E 張悅熙 女子青少年 FG 組 100 米背泳 亞軍 
4/9/2016 5E 張悅熙 女子青少年 FG 組 50 米蝶泳 季軍 

4/9/2016 5E 張悅熙 女子青少年 FG 組 4x50 米 
四式接力 季軍 

4/9/2016 2B 梁展榛 男子青少年 H 組 100 米胸泳 亞軍 
4/9/2016 2D 張晉滔 男子青少年 H 組 50 米背泳 季軍 

14/8/2016 5E 鍾詠嵐 蔡李佛始祖陳享公
紀念總會 

蔡李佛同門獅藝 
功夫群英會  金牌 

28/8/2016 5E 鍾詠嵐 香港中國國術 
龍獅總會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
分齡賽 女子少年組短器械 季軍 

28/8/2016 5E 鍾詠嵐 香港中國國術 
龍獅總會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
分齡賽 女子少年組長器械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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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加油站／家長查經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將會參加家長加油站。（共_____人出席） 

 本人將會參加家長查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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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九月_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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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