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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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次一些嘉賓讚許我們的學生除了品行學業優異外，亦很有氣質，從此我很留意一些關於氣質
的討論，甚麼是氣質？如何可提升氣質？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原來一齣經典電影曾提出氣質就是人所經歷過的事情和感受，所看過的書，
加上愛和被愛的關係，之後自然流露出來的品格及學養。此論述雖然簡單，卻又具體地描述氣質的要
點。 

學習不只是應付考試，更是從經歷內反思及感受的沉澱。馬可賓能為同學安排豐富的制服隊伍訓
練、服務學習活動及文化藝術參觀等，實有賴各老師的付出及心力，與同學一起探索更豐富的世界。 

書本不只是教科書，更是廣泛閱讀的興趣，同學在資訊科技潮流下要堅持閱讀才可以擴闊視野，
增廣見聞。書本就是眾人累積的智慧，能讓讀者跨時空及地域，尋找不同的文化及角度。 

而愛與被愛的經歷更是核心，正如聖經所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
愛（林前 13:13）。人能管理萬物，卻又不被物質所控制，全因為有神的愛及人的互相關愛，才能體驗 

真正的學問。但願同學能在暑假裡及日後培養自己的氣質。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開學事宜  

新學年升中一至中六開學日為 9 月 1 日（星期五），開學第一天及第二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其後的上課時間為上午 8 時 03 分至下午 3 時 35 分，詳細時間表將於開課後公布。此外，
請所有同學於 9 月 1 日繳交暑期功課，同時學校會於 9 月 1 日公布及收取各項有關費用，敬請留意。
（請於 9 月 4 日準備現金或支票，費用與去年相若） 

 

2. 暑期須知  

1. 同學們又長大一年了，有些同學的校服已欠稱身及較為破舊，請家長在暑假期間為子女準備，
在新學年有好的開始。學校的指定校服供應商為添記校服公司，請家長按照手冊要求為子女購
買校服。另外，風化案件時有發生，為保護女同學安全，裙長以完全蓋膝為起碼標準。此外，
暑假期間，請家長幫助同學須繼續保持純樸的儀容，染髮或穿耳皆不適宜，詳情請參考家長通
訊冊。 

2. 學生和家長在暑假期間如須要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分區警署報案室（電話：2456 5200）；
或致電中學學校聯絡主任陳警長（電話：2473 8341）。 

3. 請家長鼓勵同學善用假期，充實自己，溫故知新以準備來年的學習。故此，學校不鼓勵學生做
暑期工，同學亦應避免因此誤入暑期工陷阱。 

4. 為保障子女的學習成效及個人安全，家長須審慎地為子女選擇補習社（若有需要），不應讓子女
到未有在教育局註冊的非法補習社補習，學校亦不建議家長讓子女到「家居式」補習社補習。 

5. 請家長特別留意，過往警方曾發現不法之徒借收買舊書之名，實際上透過收集被盜竊課本，從
而經營二手書店。學校在此呼籲家長，切勿光顧這類無良書店。 

6. 若同學需於暑假回校補課或舉行其他活動，均需穿着整齊夏季校服回校（非體育服）。 
 

3. 暑假期間自強室開放事宜  

為鼓勵同學善用暑假溫習，學校將開放101室作自強室供同學自修之用，詳情如下：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第四十二期 
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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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暑期開放事宜  

暑假期間圖書館會開放，詳情如下： 
(a) 日期：17/7(一)~4/8(五)、21/8(一)~31/8(四) 
(b) 時間：8:00AM-1:00PM 及 2:00PM-5:00PM 
(c) 服務：同學可閱覽圖書及自修，惟只限升中五及升中六同學可借用會考/預科/新高中參考書及

專題研習參考書，借用期限 3 天。 
 

學校亦鼓勵同學善用暑假，到就近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 
 

5. 暑假期間工作提醒  

本校收到勞工處來函，現提醒家長及同學根據《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的規
定，18 歲以下人士受僱工作是受到若干限制，這些限制旨在保障他們的安全及身心的健康發展。 
為協助家長及同學認識該兩條規例的內容，歡迎家長登入以下網址，瀏覽及下載有關的刊物： 

 

暑期工僱傭條例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labour.gov.hk/chs/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簡體版) 
青少年工作安全攻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pdf 
學生課餘工作安全須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panels/2016/Students_Panel_May_2005.pdf 
新入職青少年的職安健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Youth.pdf 
暑期工作錦囊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eip/Guide_for_Students_Seeking_Summer_Jobs.pdf 

 

然而，同學應在暑假好好分配作息時間，或外遊擴闊眼界；或將勤補拙追回落後的學業等。故此，
本校重申：我們不鼓勵同學在暑假受聘工作。 

 

6. 報讀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須知  

教育局提醒同學和家長，若報讀上述學校（包括補習班、商科、語文及電腦課程等），須留意以下事項： 
 

1. 應選擇報讀獲教育局註冊或臨時註冊的非正規私校 
2. 報讀前細閱課程單張，包括費用、上課日期、時間、地點、教員資料、退款政策及程序。 
3. 留意課程費用資料（如：應按月繳交費用） 
4. 應保存正式收據 
5. 應選擇安全的學習環境、合適上課日期及時間。 
 

家長可瀏覽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 
 

7.  2017-2018 年度開學各類收費預算  

2017-2018 年度開學各類收費預算，詳情如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冷氣費(註 3)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84.00 

堂費(註 4) --- --- --- $300.00 $300.00 $300.00 

*學生手冊及簿費：參考 1617 年度資料 $93.00 $82.80 $72.10 $77.50 $76.90 $61.30 

馬可賓讀書人紀錄冊 $27.00 --- --- --- --- --- 

訂購報紙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註「*」：資料只供參考，學校將因應實際需要而在新學年作出調整。 
註  1 ：本校在學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均為本會「家長會員」，並須繳交年費。多名子女就讀本

校之會員只須繳交一份年費。 
註  2 ：此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加強教學及改善學校設施之用。 
註  3 ：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全期冷氣費用（$420），分兩期繳交：第一期費用($220)；

第二期費用（$200），並於下學期收取。中六全期冷氣費用（$284）。冷氣費用已經教育
局批核收取。 

註  4 ：中一至中三不用繳交堂費。而中四至中六級須繳交堂費$300。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labour.gov.hk/chs/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pdf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panels/2016/Students_Panel_May_2005.pdf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Youth.pdf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eip/Guide_for_Students_Seeking_Summer_Job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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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校獲屯門區最佳「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一年計劃獎  
本校榮幸再次獲社會福利署頒發屯門區『2016 至 2017 年度地區最佳「老有所為活動計劃」一年計
劃獎』。是次活動成功，實有賴一眾關懷長者大使的積極參與，盼望來年有更多同學參與，共同關
懷身邊的長者。 
 

社會福利署「老有所為活動計劃」，旨在透過撥款資助社會服務機構、地區團體及教育團體等舉辦
活動，為長者提供不同參與機會，使長者發揮潛能，貢獻社會和實踐「老有所為」的精神。本校曾
於 2014 至 2015 年度獲同一獎項。 

 

9.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現正開始接受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葛量洪生活津貼
的申請學生必須是香港居民，該學生須沒有以個人名義或作為家庭成員的情況下領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此外，如非特殊情況，重讀生的申請將不獲考慮。 
 
有意申請的學生可前往香港灣仔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向葛量洪獎學金委員會秘書索取申
請書，或於學生資助處網頁下載申請書(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有意申請的學生填妥申請書後，連同所需文件於九月十五日或之前交回本校校務處鄺敏葵小姐，本
校將轉交葛量洪獎學基金秘書處理申請。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本校校務處鄺敏葵小姐查詢或致電3718 6888與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聯絡。 

 

10.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名稱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9/7/2017 

2A 林慧蕎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少青團 

2017年度急救學及家居護理

個人比賽 

家居護理 初級組 
全場總冠軍 

新界區冠軍 

3B 彭詠萱 家居護理 高級組 
全場總冠軍 

新界區冠軍 

5C 羅筠淳 家居護理 高級組 
全場總季軍 

新界區季軍 

2C 陳筠婷 急救學 初級組 新界區季軍 

8/7/2017 4B 蔡梓俊 思科網絡學院 
第十三屆港澳青少年網絡 

技能大賽 2017 
中學組 銀獎 

 

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