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9/20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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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今年開學禮我用了一個比喻來描述學校，我記起以往到郊外遠足時，沿著一些郊遊徑向目的地進
發，途中往往有一些涼亭給遊人歇息一會，讓大家可以吃點東西補充體力，也可暫時放鬆一下，互相
鼓勵及問安。某程度上學校就像一個涼亭，給予同學學習及充實自己的機會，師生在當中互相交流打
氣，老師作為過來人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同學，讓他們可以繼續尋找自己的目標及理想。當中的汗水、
歡笑及相聚是旅途中珍貴的一部份，叫人難忘。學校與涼亭同樣擔當着簡單而重要的角色，就是人生
旅途上的加油站。 
 

我又想起耶穌基督在登山寶訓中與眾人分享的情景，這個環境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山丘，但耶穌
基督可以將信仰融會貫通成生活上的反思，甚至將眼前看到的東西，例如天空的飛鳥及野地的百合花
化作教材，叫人不要為明天憂慮，也讓人心靈得到飽足。這也像一所學校！ 
 

學校內有很多設備及日常運作安排，但學習、安全、成長及互相尊重是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
一位電腦工程師分享到一部電腦的運作有硬件(hardware)及軟件(software)，但他認為心件（heartware)
更為重要，因為沒有心靈上預備和接觸，人與人之間的諒解，如果不明白用家的處境，一切都會事倍
功半。 
 

人的成長始終離不開愛與關懷，希望家庭與學校也是愛與關懷的力量源頭！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六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六級家長晚會於 10 月 4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當晚 7:00
直接到禮堂點名，家長請於 7:00 前抵達所屬班房。家長晚會目的是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以下事項： 
 

 本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及學習主題  
 幫助子女處理壓力方法  
 如何運用文憑試成績預測以迎戰文憑試  
 學校及老師協助學生考好文憑試的支援措施 
 本地及海外大專院校收生要求及報讀策略 
 

 

故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
有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電子回條上，多謝你們的參與。 
 

2. 家長加油站（伙伴教會恩友堂主辦）  

日期：9 月 22 日(日) 地點：馬可賓中學地下 G01 室 
時間：早上 11:15-12:30 講題：如何預防子女玩手機 

 

無須報名，歡迎家長周日到校參與活動。如有查詢，請致電 2468 4007 與恩友堂職員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第四期 
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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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十一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Pizza Express Visit (參觀 Pizza Express)  

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二） 
集合時間︰8:00am      活動時間︰9:30am – 11:00am 
集合地點︰學校小食部     活動地點︰太古城 Pizza Express 分店 
解散地點：太古港鐵站     解散時間︰11:05am 
人數︰20 人 費用︰$30（作去程車費） 
交通：學校將提供去程旅遊巴前往太古城 Pizza Express 分店，同學需自備回程車費 
(若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申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活動內容︰同學將會參觀 Pizza Express 太古城分店，並由分店職員帶領及教導下製作薄餅。活動
完成後，同學可將其製成品帶回家中享用。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飾︰整齊冬季體育服 
注意事項︰ 
(1) 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當天下午 12 時 30 分前需要參加制服

團隊活動，將不能請假參與此活動。 

(2) 活動結束後，老師將會陪同學生到太古港鐵站，請所有同學注意安全並自行回家。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201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如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老師。 
 
校務處將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或之前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於當
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個上課天 2019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三)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子丰老師。 

 

4. 香港演藝學院課程資訊日 2019 

為了讓同學對演藝術學科有更多的了解，香港演藝學院將於九月舉辦課程資訊日，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網頁：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academy-information-day 
 
另外，2020/21 年度入學申請將由 201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時正開始接受報名，經由網上申請系統
遞交申請。 
報名方法可見於以下網頁：  
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 
 
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5. 澳門升學講座（中六學生）  

為使來年中六同學更了解有關澳門升學的資訊，澳門大學、澳門旅遊學院及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將舉
辦升學講座，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4 時至 6 時 
地點：聖公會聖西門呂明才中學禮堂 
 
有意參加講座的中六學生及家長，可於 9 月 30 日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如有問題，可聯絡陳豪軒
老師或關家欣老師。 
 

6.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報考安排（中六級適用）  

本校於 18/9(三)已派發報考資料表給學生核對，學生核對後須簽名作實，並自行將副本保存。由於
立法會已於 2019-20 年度批出撥款為參加 2020 年文憑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故家長不用繳交
考試費。惟考生如需報考後要更改科目，便需要繳付附加費 268 元。故此，報考資料如有任何更改，
必須於 26/9 (四)或之前聯絡校務處李彰言先生，否則相關附加費將由考生繳付，敬請留意。 

 

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academy-information-day
https://www.hkapa.edu/tch/studying-apa/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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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第 72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2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3 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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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及費
用，並於 10 月 3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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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新學年提高警覺預防傳染病  

a.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佈，一些傳染病例如登革熱、季節性流感、水痘、手足口病及猩紅
熱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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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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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登革熱的最新情況，應採取預防措施，保護自己免受蚊叮咬。詳情請參閱食物環境衞生
署的指引，網址：
https://www.fehd.gov.hk/tc_chi/pestcontrol/library/pdf_pest_control/mosquito_school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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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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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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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家長讚美操  

主  辦：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及 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舞蹈敬拜造物主、鍛鍊體魄及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 
詳  情： 導師：李慧玲女士(本校前家長) 

 上午 9:00-10:00 
 9 月 18、19 、25、26 日 

10 月 2、3、9、10、16、17、23、24、30、31 日 
11 月 7、13、20、21、27 日 
12 月 4、5、11、12、18、19 日 

地  點：地下 G01 室 
費  用：全免 
報名方法：請於 23/9（一）前填妥電子回條。 
備  註：是次讚美操班，恩友堂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如參加者有需要，請自行購買意外保險。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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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義工  
本校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校會）歡迎所有家長参與家長義工行列，詳情請於家長資源中
心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請填寫電子表格
或致電 2465 0312 聯絡家校會委員。 

 

11.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相信：神透過祂
的話，呼召一個人，改變一個人；唯有連結於神的話，和謙卑禱告，才能成為主的門徒；勇於面對
改變，預備自己領受召命，才能回應不斷變化的世界；信仰群體能協助這信念得到印證、守望、互
勉和鼓勵，彼此連結於同一價值，成為一個整體，對世界展示出福音更大的力量。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周日青少年聚會 
(地點：馬可賓中學) 

崇拜 
(地點:馬可賓中學) 

青少年團契 

(中午 12:35-13:45)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12. 香港航空青年團 505 中隊隊員在射擊比賽及國泰航空飛躍理想計劃榮獲佳績  

英國海陸空三軍學員於每年夏天在射擊聖地 BISLEY 舉辦射擊比賽(United Kingdom Inter-Services 
Cadet Rifle Meeting 2019)，此乃當地一年一度的盛事，英國各隊會選派隊中射擊優秀的學員參與
比賽，讓各隊彼此觀摩及交流，以增進射擊的技巧，參加總人數多達 400 人，比賽中使用的槍械為
L81A2 狙擊步槍，所用子彈為 7.62mm 的火藥實彈，射程分別為 300 米，500 米及 600 米，3 日比賽
總共由 7 個不同的個人及小組比賽組成，每次都需要在限時內完成比賽。本校香港航空青年團學員
6A 林可喬成為香港代表參加比賽，她在是次比賽中獲得第 37 名，更因為排名於前 100 名而得到
「Cadet 100」，及由英國空軍中校頒發給香港隊伍中分數最高的 Campbell Trophy！  
 
6A 林可喬亦於上年度參予國泰航空舉辦的飛躍理想計劃 2019，當中有 180 名學員會在為期 3 個月
的培訓中，透過參與不同活動例如參觀，學習飛行知識，了解航空業日常運作，同時透過社會服務
計劃，對社會議題有更深的了解。林可喬同學於培訓過程中表現優秀，故在 7 月份被挑選到澳洲阿
德萊德進行交流，參觀當地飛行學校，更有機會在機師陪同下駕駛小型飛機，此經驗實屬難得！ 
 
如此成果有賴學員在艱苦訓練中所付出的努力，期望學員除了在射擊及航空訓練上繼續精益求精
外，亦能持守這份堅毅不屈的精神，以面對生活上及學習上的挑戰！ 
 

13. 各大專院校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有更多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不同資訊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大專院校 日期 大專院校 日期 

香港公開大學 20/9、21/9（五、六） 
2/11（六） 香港大學 2/11（六） 

香港演藝學院 21/9（六） 東華學院 9/11（六） 

香港理工大學 5/10（六） 明愛專上學院 15/11、16/11
（五、六） 

香港中文大學 12/10（六） 香港恒生大學 16/11（六）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9/10（六）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2/11、23/11 

（五、六）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6/10（六） 

珠海學院 23/11（六） 
香港科技大學 27/10（日）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詳情可見於各院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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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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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019 (星期四)   派發日期：8/11/2019(星期五) 

訂購時間：3:30pm-4:30pm     派發時間：3:30pm-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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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128 
$134 
$140 
$146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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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186 
$192 
$198 
$204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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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62 
$65 
$68 
$71 
$74 

$54 
$57 
$60 
$63 
$66 
$69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8       $83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190 $100 $90 
M-L $200 $105 $95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102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6 
蝴蝶帶 每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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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255 $270 $285 $30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5 $165 $175 $185 $195 
V 領背心 $135 $145 $155 $165 $175 

 

校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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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條校呔售價為$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