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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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又與你們渡過一個學年，但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充滿各人。暑期在即，很希望
藉此機會跟大家重溫本學年的學習主題：「綻放生命色彩，提升學習效能」，在暑假期間，
切勿沾染不良嗜好或沉迷上網及各類電子產品，小心交友，以免誤入歧途。同學應善用時
間，充實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假期時如需要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分區警署（電
話：3661 1670）。 

 

老師近日都忙於為同學的學習進度、下學年教案及整體學校發展作評估及計劃。回看
近年一些報導，僱主都表示態度、技能及品德是聘請員工的主要考慮，反而專業知識及內
容可以逐步進修，因為知識及科技都日新月異，不斷更新是大勢所趨。所以，馬可賓在協
助同學品格培育、學習技巧及待人態度上都不遺餘力，務求同學能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2018-2019 年度全年成績及品行優異龍虎榜  

後頁為本年度全年成績及品行優異龍虎榜，在此祝賀各得獎同學。 
 

2. 新學年開學事宜  

新學年升中一至中六開學日為 9 月 2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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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繳交暑期功課，同時學校會於 9 月 2 日公布及收取各項有關費用，
敬請留意。（請於 9 月 3 日準備現金或支票，費用與去年相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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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第四十三期 
七月十二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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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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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一)~2/8(五)、19/8(一)~30/8(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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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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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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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工作安全攻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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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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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9-2020 年度開學各類收費預算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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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費(註 3) --- --- --- $300.00 $300.00 $300.00 

*學生手冊及簿費：參考 1819 年度資料 $91.00 $81.90 $80.60 $80.70 $78.10 $65.90 

馬可賓讀書人紀錄冊 $27.5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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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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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各級暑期功課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一升中二) 暑期功課(中二升中三) 

中文 

1) 《一點通》： 
a. 白話文閱理 
b. 修辭語法（須完成） 

2)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1) 《一點通》： 
a. 白話突破五（詠物抒情） 

b. 文言突破五、六 

c. 修辭語法（須完成一及二） 

2) 閱讀《三國演義》及做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1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250 words about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wo student studying 
ICT. You recently taught your 
grandparents how to use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and Instagram. Write a 
blog entry. Describe what happened 
when you taught them and encourage 
the readers to teach the elderly to use 
social media. 

1) Longman Anthology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290 words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hree student. 
Recently, you have read a lot of news 
about many patients waiting for organ 
transplants. Write an essay to argue 
why people should be organ donors. 

數學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1 – S.2)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2 – S.3)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重溫範文（岳陽樓記、山居秋冥、聲聲慢、魚我所欲）及做工作紙 
2) 文言三篇 
3) 閱讀《點與線》、《追風箏的孩子》及做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3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340 words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Four student. You are going to give a speech on being an organ 

donor. Write your speech. 
數學 Let’s Go! Mathematics Summer Festival (S.3 – S.4) 

通識 
1. 閱讀《傳染病對城市的威脅》、《從香港看災害與公共衞生的關係》 
2. 自學及預習《公共衛生》課本(P.6-15、20-25、28-37)，並完成課本 P.17_Qa、P.27_Qa、

P.39_Qa 
 

科目 暑期功課(中四升中五) 

中文 

1) 作文一篇 
2) 閱理練習一份 
3) 閱讀《煙花三月》、《親愛的安德烈》及做課外閱讀問答工作紙 
4) 選修功課：《神鵰俠侶》工作紙（4C、4D）及《名著影視》工作紙（4A、4B）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現代中國》課題 1(P.3-24)、課題 2(P.27-54)，並以完成課本練習 P.23、P.38-39、
P.46-48、以及漫畫解碼 P.10、P.50 及 P.51 

2. 自學文章《十三五生涯規劃通通識》P.6-24 
3. 自學議題筆記_議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自學做於 A 簿) 

 

科目 暑期功課(中五升中六) 

中文 
1) 作文一篇（15/7 繳交） 
2) 閱理練習一份 
3) 重溫（岳陽樓記、論仁、魚我所欲），於 9 月初測驗（計分）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全球化》課本第一章(P.14-35)、第二章(P.38-58)，並完成全方位應試班
P.18-20、P.29-31、P.44-46、P.54-56 (做於課本內) 

2. 自學議題筆記_議題：中美貿易戰爭議(自學做於 A 簿) 
3. 預習《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課題 1(P.9-33)，並完成恆常議題(做於課本內)： 

恆常議題 1：P.21-25 
恆常議題 2：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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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1B 廖文軒  英文 1B 李子和  數學 1A 蔡孝昇  

綜合科學 1B 李子和  中國歷史 
1B 郭曦  

1C 梁綺雯  
普通話 1B 廖文軒  

電腦 1B 李子和  視覺藝術 1A 謝政橋  
宗教 

（基督教） 
1C 梁綺雯  

體育 
1D 黃虹萍（女） 

1D 潘正灝（男） 
    

 

1B 
第一名：張健峰 
第二名：李子和
第三名：廖文軒 

 

1C 

第一名：梁綺雯 
第二名：范顯龍  
第三名：黎庭忻 
 

1D 

第一名：吳卓軒 
第二名：吳家謙 
第三名：林思睿 

學業進步獎： 1A 林欣庭、黃詩穎、黃潁溱、蔡孝昇、林晉南   1B 林巧怡、李翠琪、吳影彤、郭 曦、廖文軒 

1C 陳思穎、方靖曈、盧祉凝、黃靖嵐、張曦文   1D 陳靖彤、池穎林、羅梓欣、譚曉悠、徐咏蕎 

 

 

中二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2A 謝詠琪  英文 2B 嚴翠瑩  數學 2D 黃瑋文  

通識教育 2B 陳泳琳  綜合科學 2D 潘晨欣  歷史 2D 潘晨欣  

普通話 2D 蔡穎堯  音樂 2D 陳樂遙  電腦 2D 潘晨欣  

宗教 

（基督教） 
2D 黃瑋文  體育 

2C 余禧汶（女） 

2B 梁展滔（男） 
  

 

 

中三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3A 余嘉琪  英文 3A 莫傲天  數學 3A 莫傲天  

通識教育 3A 莫傲天  地理 3A 趙卓喬  普通話 3D 洪穎恩  

物理 3A 楊絲琳  化學 3A 蕭頌康  生物 3A 蕭頌康  

經濟 3D 黃樂怡  電腦 3A 莫傲天  
宗教 

（基督教） 
3A 蕭頌康  

體育 
3B 江梓澄（女） 

3A 文俊人（男） 
視覺藝術  

3B 朱卓琳  

3B 鍾憫悅  
  

 

學業進步獎： 3A 歐珈維、鄧嘉慧、馬焯楠、文俊人、曾梓灝   3B 江梓澄、梁焯瑤、周子鑫、余聰穎 

3C 胡天朗、陳宇謙、胡天恩                   3D 林詩晴、羅穎然、梁嘉允、杜綽嵐、饒紫洋 

中一級前三名  
 

第一名：1B 張健峰 

第二名：1B 李子和 

第三名：1D 吳卓軒 

 

 
 

 
1A 
第一名：區凱淇 
第二名：范倬珩 
第三名：康綽嘉 
 

中二級前三名  
 

第一名：2A 謝詠琪 

第二名：2D 蔡穎堯 

第三名：2D 黃瑋文 

學業進步獎： 2A 陳麗安、周依霆、陸暐謙                   2B 周祉言、朱寶悅、黎子樂、梁旭豐、楊昊榮 

2C 張逸彤、黃楚嵐、梁文謙                   2D 李欣熹、廖梓伊、潘晨欣 

 

2A 
第一名：謝詠琪 
第二名：黃玉婷 
第三名：謝偉杰 

 

2B 
第一名：嚴翠瑩 
第二名：陳泳琳 
第三名：鄭慧沁 
 

2C 
第一名：陳明晉 
第二名：胡湘怡 
第三名：張欣桐 
 

中三級前三名  
 

第一名：3A 莫傲天 

第二名：3A 蕭頌康 

第三名：3A 趙卓喬 

 

2D 
第一名：蔡穎堯 
第二名：黃瑋文 
第三名：潘晨欣 
 

3A 
第一名：莫傲天 
第二名：蕭頌康 
第三名：趙卓喬 
 

3B  
第一名：何芷嫣 
第二名：黃浩軒 
第三名：黃寶翹 
 

3C 
第一名：薛渝政 
第二名：蔡正揚 
第三名：石芷茵 
 
 

3D 
第一名：洪穎恩 
第二名：黃樂怡 
第三名：麥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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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4A 張海琳  英文 4B 黃栢朗  數學 4A 陳康彦  

數學延伸課程一 4A 梁展榛  數學延伸課程二 4B 劉祉呈  通識教育 4B 葉曦楠  

中國歷史 4C 林鈺茜  歷史 4B 霍盈嘉  地理 4A 陳嘉慧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張晉滔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 

4A 黃芷姸  經濟 4A 陳怡葆  

物理 4B 黃栢朗  化學 4B 何仲禮  生物 4A 陳嘉慧  

宗教（基督教） 4B 許文靜  體育 
4B 劉祉呈（女） 
4A 蔡喬峰（男） 

  

 

學業進步獎：   4A 陳祉翹、柯茵浠、蔡喬峰、李昊賢            4B 陳睬瑩、霍盈嘉、雷嘉瑤、鄧泳儀、梁瑋鑛 

 4C 李嘉伶、邵志揚、王凱琳                    4D 許詠琳、高雪桁、黎銨瑤、李佩霖、陳煥熙 

中五級各科第一名  
 

 

 

 

中文 5B 鄧詠詩 英文 5A 廖穎然 數學 5A 蔡立德 

數學延伸課程一 5A 黃超豪 數學延伸課程二 5B 鄭柏謙 通識教育 5A 黃超豪 

中國歷史 5C 郭佩沂  歷史 5B 祝家泓  地理 5B 洪穎君  

資訊及通訊科技 5A 曾柏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 

5B 文詩靈  經濟 5B 祝家泓  

物理 5A 游博晞 化學 5B 楊璧如 生物 5A 廖穎然 

宗教（基督教） 5A 盧凱棋 體育 
5B 文詩靈（女） 
5B 祝家泓（男） 

  

 

學業進步獎： 5A 趙紀淘、蔡加瑜、黃心姸、歐陽聰、吳天耀        5B 文詩靈、彭詠萱、李梓源、黃政鎬、閻子山 

5C 吳楚穎、郭韋霆                                5D 盧家希、陳仁滈 

 

 

恩友堂品行優異獎學金 

1A 區凱淇   1B 盧俊熙   1C 黎庭忻   1D 李浩翔 

2A 李哲靈   2B 嚴翠瑩   2C 陳明晉   2D 潘晨欣 

3A 楊絲琳   3B 何芷嫣   3C 胡天恩   3D 洪穎恩 

4A 陳康彦   4B 葉曦楠   4C 李嘉伶   4D 周梓淇 

5A 黃心姸   5B 劉穎琳   5C 利宛容   5D 史瑩茵 

家校會服務表現優異獎學金 

1A 黎倚廷 1B 黃天諾 1C 黃梓珮 1D 陳珀瑜 

2A 葉珊珊 2B 張芊穎 2C 胡湘怡 2D 陳凱晴 

3A 張穎賢 3B 曾浩賢 3C 梁馨心 3D 饒紫洋 

4A 陳祉翹 4B 許文靜 4C 郭萃妍 4D 梁天藍 

5A 盧凱棋 5B 楊紫棠 5C 陳凱傑 5D 劉恩寧 

全年讀書人獎學金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冠軍：1C 黎庭忻   冠軍：2B 盧曉穎   冠軍：3B 何芷嫣 

亞軍：1D 林思睿   亞軍：2A 葉珊珊   亞軍：3A 蕭頌康 

季軍：1D 吳卓軒   季軍：2B 莫紫瑩   季軍：3A 莫傲天 

1D 黃逸汶 3D 李凝 

1D 陳希婷 

 

 

 恩友堂與主同行獎學金 

2C 游啓之   2D 張詠斯   3A 吳穎欣   3A 王沛鍶 

3B 黃寶翹   3B 徐心怡   3C 容凱琳   3C 何朗然 

3D 李曉穎   3D 麥子聰   5A 梁頌筠 

 

  根葉品學兼優獎學金 

中一：1A 區凱淇 

中二：2A 謝詠琪   2D 蔡穎堯 

中三：3A 莫傲天 

中四：4B 黃栢朗 

中五：5B 楊璧如 

根葉資優才藝獎學金 

音樂傑出成就獎學金：5B 楊璧如 

藝術傑出成就獎學金：2B 李曦樂 

家政傑出成就獎學金：2D 黎美忻 

體育傑出成就獎學金：3A 吳穎欣 

 5C 黃千倖 

 

 

 
 英汝興體育傑出表現獎學金 

1D 黃虹萍 1D 陳泓熹 2A 張凱金 

2C 余禧汶 2C 游啓之 3B 江梓澄 

4A 梁展榛 4C 黃樂永  

英汝興音樂傑出表現獎學金 

5B 王婉榕 3A 趙卓喬 

 

英汝興藝術傑出表現獎學金 

2B 靳嘉怡 

 

 

 

4A 
第一名：陳嘉慧 
第二名：陳康彦 
第三名：黃芷姸 
 

4B 
第一名：黃栢朗 
第二名：劉祉呈 
第三名：葉曦楠 
 

4C 
第一名：陳政江 
第二名：劉清揚 
第三名：邵志揚 
 

4D 
第一名：黎銨瑤 
第二名：姜韋翹 
第三名：馬展培 
 

5A 
第一名：蔡立德 
第二名：李子熙 
第三名：廖穎然 
 

5B 
第一名：鄧詠詩 
第二名：楊璧如 
第三名：鄧思行 
 
 

5C 
第一名：饒澤瀛 
第二名：洪鎮堯 
第三名：葉俊宏 
 

5D 
第一名：鄭灼天 
第二名：陳柏諭 
第三名：陳仁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