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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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一級）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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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入
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資料，
如 遇 登 入 問 題 ， 可 致 電 學 校 與 資 訊 科 技 組 查 詢 。 家 長 可 透 過 網 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4.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5. 收費事宜
a)「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b)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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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6. 午膳政策
(1)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2) 中一級至中三級同學則只可留校午膳，現同學可有以下處理：
a) 預先向食物部——大茶壺訂購午膳；
b) 自行帶飯壺或食物；
c) 帶飯盒並在回校時存放在地下家長資源中心，由家長義工於午膳時協助用微波爐翻熱；
d) 家長可於午膳前送飯到學校，並將食物放在後花園的送飯處。有關詳情請參看稍後派發的
「有關午膳送飯安排」通告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7. 鼓勵閱讀
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學校每循環週安排兩次晨讀時間，
請家長提醒同學預備中、英文課外讀物，供同學在晨讀時間閱讀。
8.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9.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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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1.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和 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 ”或“確認書 ”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指
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 (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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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 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13.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 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 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14. 2022-2023 年度中一級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 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
集體訂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數學科：代訂計算機一部
(型號：Casio FX-50FH II)(下學期適用)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1 (Fifth Ed.)
宗教科：聖經(新譯本)

出版社/作者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

鍾英偉

$223.00

—

鍾英偉

$95.00

環球聖經公會

陳惠儀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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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一級）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1)

2)
3)
4)
5)
6)
7)
8)

項目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行簿
厚單行簿
厚大單行簿
幾何簿
音樂簿
單行紙 (每份 100 張)
原稿紙 A4 (每份 40 張)
中文 FILE 連夾
英文 FILE 連夾
英文作文紙 (每份 100 張)

A4 文件夾(中文/普通話/視藝/音樂/中史/ICT)每科 1 個
A4 文件夾(英文)
馬可賓讀書人圖書袋
學生學習資料簿（SLP）
學生學習 (eClassiPortfolio Account )
家校會年費（註 1）
校本管理費（註 2）
合共總銀碼

單價
25.50
1.20
2.10
3.10
2.00
2.00
10.40
4.40
2.80
2.80
10.20

數量
1
6
3
7
1
1
0.5
1
1
1
0.5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1.40
6
1.40
2
12.00
1
13.90
1

應付
25.50
7.20
6.30
21.70
2.00
2.00
5.20
4.40
2.80
2.80
5.10
85.00
8.40
2.80
12.00
13.90
60.00
30.00
310.00
$5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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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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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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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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回 條（中一級）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522.10

(A)中一級各項收費
(B)中一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宗教科：聖經(新譯本)

$77.00

數學科：代訂計算機一部
(型號：Casio FX-50FH II)(下學期適用)

$223.00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1 (Fifth Ed.)

$95.00

總額(自行計算及填寫)
(A)＋(B)合共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訂購 不訂購

✓

✓

(B)$

$

中一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一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 一 級 2022-2023 學 年 各 項 收 費 ／ 訂 購 校 本 課 程 教 科 書 ／ 補 充 作 業 目 錄 費 用 ［ (A) ＋ (B) ］
$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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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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二級）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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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f-study Booklets（中二級及中三級適用）
本校老師為幫助初中學生使用英語更有效地學習各學科，製作了三套自學教材（ Self-study
Booklets）
，讓同學從中認識各學科在不同年級教授的生字及句型；同學亦能聆聽英文老師的發音和
根據所提供的拆字提示，熟習生詞的發音，提升串字的效能，從而更有信心和能力用英語學習各學
科。
學校已為中一新生印製了 S1 Self-study Booklet，並讓同學於中一新生註冊日購買。中二及中三同
學可透過九月一日發出的學校通告連結，下載 S2 & S3 Self-study Booklets 和相關的發音檔案，詳
情請參閱相關通告。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4.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 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
入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
資料，如遇登入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資訊科技組查詢。家長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5.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6. 收費事宜
a)「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b)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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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7. 午膳政策
(1)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2) 中一級至中三級同學則只可留校午膳，現同學可有以下處理：
a) 預先向食物部——大茶壺訂購午膳；
b) 自行帶飯壺或食物；
c) 帶飯盒並在回校時存放在地下家長資源中心，由家長義工於午膳時協助用微波爐翻熱；
d) 家長可於午膳前送飯到學校，並將食物放在後花園的送飯處。有關詳情請參看稍後派發
的「有關午膳送飯安排」通告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8. 鼓勵閱讀
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學校每循環週安排兩次晨讀時間，
請家長提醒同學預備中、英文課外讀物，供同學在晨讀時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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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10.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11.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
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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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指
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3.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 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14.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 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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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2023 年度中二級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出版社/作者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1 (Fifth Ed.)

負責老師

HKEP

經學校訂購價

鍾英偉

$95.00

16.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二級）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價

25.50

數量
1

應付
25.50

單行簿

1.20

7

8.40

厚單行簿

2.10

3

6.30

大厚單行簿

3.10

7

21.70

幾何簿

2.00

1

2.00

音樂簿

2.00

1

2.00

10.40

0.5

5.20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4.40

1

4.40

中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英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10.20

0.5

5.10

單行紙(每份 100 張)

英文作文紙(每份 100 張)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86.20

2)

A4 文件夾(中文/普通話/音樂/視藝/中史)每科 1 個

1.40

6

8.40

3)

A4 文件夾(英文)

1.40

2

2.80

4)

馬可賓讀書人圖書袋

12.00

1

12.00

5)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6)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合共總銀碼

$4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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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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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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回 條（中二級）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入數帳戶（恆生銀行戶口號碼: 227-387263-002）
，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法團校董會』。

(A)$449.40

(A)中二級各項收費

(B)中二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1 (Fifth Ed.)

$95.00

總額(自行計算及填寫)

(A)＋(B)合共

訂購 不訂購

✓

✓

(B)$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二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二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 二 級 2022-2023 學 年 各 項 收 費 ／ 訂 購 校 本 課 程 教 科 書 ／ 補 充 作 業 目 錄 費 用 ［ (A) ＋ (B) ］
$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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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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三級）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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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lf-study Booklets（中二級及中三級適用）
本校老師為幫助初中學生使用英語更有效地學習各學科，製作了三套自學教材（ Self-study
Booklets）
，讓同學從中認識各學科在不同年級教授的生字及句型；同學亦能聆聽英文老師的發音和
根據所提供的拆字提示，熟習生詞的發音，提升串字的效能，從而更有信心和能力用英語學習各學
科。
學校已為中一新生印製了 S1 Self-study Booklet，並讓同學於中一新生註冊日購買。中二及中三同
學可透過九月一日發出的學校通告連結，下載 S2 & S3 Self-study Booklets 和相關的發音檔案，詳
情請參閱相關通告。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4.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入
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資料，
如 遇 登 入 問 題 ， 可 致 電 學 校 與 資 訊 科 技 組 查 詢 。 家 長 可 透 過 網 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5.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6. 收費事宜
a)「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b)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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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7. 鼓勵閱讀
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學校每循環週安排兩次晨讀時間，
請家長提醒同學預備中、英文課外讀物，供同學在晨讀時間閱讀。
8. 午膳政策
(1)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2) 中一級至中三級同學則只可留校午膳，現同學可有以下處理：
a) 預先向食物部——大茶壺訂購午膳；
b) 自行帶飯壺或食物；
c) 帶飯盒並在回校時存放在地下家長資源中心，由家長義工於午膳時協助用微波爐翻熱；
d) 家長可於午膳前送飯到學校，並將食物放在後花園的送飯處。有關詳情請參看稍後派發的
「有關午膳送飯安排」通告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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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
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0.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11.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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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
指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 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3.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 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14.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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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2023 年度中三級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出版社/作者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3 (Fifth Ed.)

HKEP

鍾英偉

$95.00

生物科：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3rd
Edition) 1A – Stewards MKMCF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School-based textbook with chapter 3,5 and 6
only)

Oxford

徐安麗

$150.00

書目

16.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三級）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應付

25.50

1

25.50

單行簿

1.20

8

9.60

厚單行簿

2.10

2

4.20

厚大單行簿

3.10

6

18.60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4.40

1

4.40

中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英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10.20

0.5

5.10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英文作文紙(每份 100 張)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2)

A4 文件夾(中文/生活與社會/普通話/視藝/音樂/化學/
中史)每科 1 個

73.00

1.40

6

8.40

3)

A4 文件夾(英文)

1.40

2

2.80

4)

F4 文件夾(BAFS)

1.90

1

1.90

5)

英文科訂報 INKY (逢星期一)

3.20

30

96.00

6)

馬可賓讀書人圖書袋

12.00

1

12.00

7)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8)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合共總銀碼

$5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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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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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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回 條（中三級）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534.10

(A)中三級各項收費
(B)中三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生物科：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3rd
Edition) 1A – Stewards MKMCF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School-based textbook with chapter 3,5 and 6 only)

$150.00

訂購

不訂購

✓

✓

✓

—

$95.00

數學科：Progressive Mathematics 3 (Fifth Ed.)
總額
(A)＋(B)合共

(B)$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三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三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三級 2022-2023 學年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費用［(A)＋(B)］
$＿＿＿＿＿＿＿＿。(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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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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四級）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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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 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
入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
資料，如遇登入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資訊科技組查詢。家長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4.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5.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6.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現正開始接受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有意申
請的學生可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秘書處索
取申請表格，或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下載申請表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五）下午四時前交回校務處袁先生，以便
跟進。
7. 收費事宜
a) 閱讀報章計劃
本年度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 自主學習 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 ，故 特意 為同學訂購 中文及
英文報紙，以擴闊同學的視野、了解時事及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b)「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c)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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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d) 堂費的安排
由 2008/09 學年起教育局為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家長只需付全年合共 $300
的堂費。學校已於 2022 年 5 月期間諮詢家長意見，超過 96.6%的家長同意一次過繳付全
年堂費$300，並已通知教育局此事。
8.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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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午膳政策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10.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
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1.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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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作 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13.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 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指
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 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
書”或“確認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
往港鐵車站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4. 2022-2023 年度中四級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視野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主題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生物科：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Third Edition)(For Biology & Combined
Science)Book 1A (School-based textbook with
chapter 1,2 and 4 only)
*此書為生物科課本，只供修讀的同學訂購

出版社/作者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星凱出版社
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圖
書有限公司
Oxford

冼玉珍

$79.00

鄧智強

$207.00

徐安麗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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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四級）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行簿
厚單行簿
厚大單行簿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中文 FILE 連夾
英文 FILE 連夾
英文作文紙(每份 100 張)

單價
數量
25.50
1
1.20
5
2.10
2
3.10
8
4.40
1
2.80
1
2.80
2
10.20
0.5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1.40
1
1.40
2
1.40
2
9.00
23
2.00
21

應付
25.50
6.00
4.20
24.80
4.40

2.80
5.60
5.10
78.40
2) A4 文件夾(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視藝)每科 1 個
1.40
3) A4 文件夾(中文)
2.80
4) A4 文件夾(英文)
2.80
5) 英文科訂報 SCMP (逢 Day D)
207.00
6)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訂報明報 (逢 Day F)
42.00
7)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8)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9) 堂費
300.00
合共總銀碼
$9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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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因為新高中每班的學生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組合，而每科所需要的校簿數目也有不同，因此學校祗計算一
個平均用簿量給全級學生，部份學生仍需自行到校務處購買選修科目所需要的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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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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家訊‧家書】
回 條（中四級）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974.40

(A)中四級各項收費
(B)中四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視野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一「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
生物科：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Third Edition)(For
Biology & Combined Science)Book 1A (School-based textbook with
chapter 1,2 and 4 only)
*此書為生物科課本，只供修讀的同學訂購

$79.00
$207.00

總額(自行計算及填寫)

(B)$

訂購 不訂購

✓

✓

$123.00

(A)＋(B)合共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四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四級各項收費 收據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四級 2022-2023 學年各項收費［(A)＋(B)］$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及堂費
$30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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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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五級 A 班）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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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 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
入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
資料，如遇登入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資訊科技組查詢。家長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4.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5.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6. 午膳政策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7. 收費事宜
a) 閱讀報章計劃
本年度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 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故將會為同學訂購英文報紙，
以擴闊同學的視野、了解時事及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b)「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c)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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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d) 堂費的安排
由 2008/09 學年起教育局為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家長只需付全年合共 $300
的堂費。學校已於 2022 年 5 月期間諮詢家長意見，超過 96.6%的家長同意一次過繳付全
年堂費$300，並已通知教育局此事。
8.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現正開始接受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有意申
請的學生可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秘書處索
取申請表格，或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下載申請表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月二十三日（五）下午四時前交回校務處袁先生，
以便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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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0.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1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特殊需要考生考試安排申請及 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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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短暫休息時間、點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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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五）或以前聯絡李凱欣老師或陸偉浩老師。
考評局將舉辦以下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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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6 時正至 7 時 45 分
講者：考評局及教育局講者
語言：粵語
內容：1. 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2. 答問時間
報名：2022 年 9 月 3 日或之前到以下網址報名（先到先得的方式安排）：
（http://www.hkeaa.edu.hk/tc/events/seawebinar.html）
請於報名時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以便考評局於 2022 年 9 月 5 日或之前發送網上講座的
連結予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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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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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 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
指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3.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 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14.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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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2023 年度中五級 A 班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出版社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冼玉珍

$79.00

鄧智強

$198.00

鄧智強

$40.00

星凱出版社
有限公司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16.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五級 A 班）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價

數量

25.50

1

25.50

單行簿

1.20

4

4.80

厚單行簿

2.10

2

4.20

厚大單行簿

3.10

7

21.70

幾何簿

2.00

1

2.00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4.40

1

4.40

中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英文 FILE 連夾

2.80

2

5.60

英文作文紙(每份 100 張)

10.20
0.5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應付

5.10
76.10

2) A4 文件夾(中文/通識)每科 1 個

1.40

2

2.80

3) A4 文件夾(英文)

1.40

2

2.80

4) 英文科訂報 SCMP (逢 Day D)

9.00

23

207.00

5)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6)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7) 堂費

300.00

合共總銀碼

$9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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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因為高中每班的學生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組合，而每科所需要的校簿數目也有不同，因此學校祗計算
一個平均用簿量給全級學生，部份學生仍需自行到校務處購買選修科目所需要的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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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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家訊‧家書】
回

條（中五級 A 班）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 $928.70

(A)中五級各項收費
(B)中五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79.00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訂購 不訂購

✓

✓

$198.00
$40.00

(A)＋(B)合共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五級 A 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五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 五 級 2022-2023 學 年 各 項 收 費 ／ 訂 購 校 本 課 程 教 科 書 ／ 補 充 作 業 目 錄 費 用 ［ (A) ＋ (B) ］
$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及堂費$30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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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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五級 B / C / D 班）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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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 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
入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
資料，如遇登入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資訊科技組查詢。家長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4.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5.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6. 午膳政策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7. 收費事宜
a) 閱讀報章計劃
本年度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 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故將會為同學訂購中文及英
文報紙，以擴闊同學的視野、了解時事及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b)「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c)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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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d) 堂費的安排
由 2008/09 學年起教育局為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家長只需付全年合共 $300
的堂費。學校已於 2022 年 5 月期間諮詢家長意見，超過 96.6%的家長同意一次過繳付全
年堂費$300，並已通知教育局此事。
8.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現正開始接受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有意申
請的學生可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秘書處索
取申請表格，或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下載申請表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月二十三日（五）下午四時前 交回校務處袁先生，
以便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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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0.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 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11.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特殊需要考生考試安排申請及 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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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短暫休息時間、點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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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五）或以前聯絡李凱欣老師或陸偉浩老師。
考評局將舉辦以下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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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6 時正至 7 時 45 分
講者：考評局及教育局講者
語言：粵語
內容：1. 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2. 答問時間
報名：2022 年 9 月 3 日或之前到以下網址報名（先到先得的方式安排）：
（http://www.hkeaa.edu.hk/tc/events/seawebinar.html）
請於報名時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以便考評局於 2022 年 9 月 5 日或之前發送網上講座的
連結予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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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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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v.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
指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v.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v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3.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 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14.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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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2-2023 年度中五級 B / C / D 班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出版社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冼玉珍

$79.00

鄧智強

$198.00

鄧智強

$40.00

星凱出版社
有限公司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16.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五級 B / C / D 班）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價

數量

25.50

1

25.50

單行簿

1.20

4

4.80

厚單行簿

2.10

2

4.20

厚大單行簿

3.10

7

21.70

幾何簿

2.00

1

2.00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4.40

1

4.40

中文 FILE 連夾

2.80

1

2.80

英文 FILE 連夾

2.80

2

5.60

英文作文紙(每份 100 張)

10.20
0.5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應付

5.10
76.10

2) A4 文件夾(中文/通識)每科 1 個

1.40

2

2.80

3) A4 文件夾(英文)

1.40

2

2.80

4) 英文科訂報 SCMP (逢 Day D)

9.00

23

207.00

5)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訂報明報 (逢 Day F)

2.00

21

42.00

6)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7)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8) 堂費

300.00

合共總銀碼

$9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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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因為高中每班的學生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組合，而每科所需要的校簿數目也有不同，因此學校祗計算
一個平均用簿量給全級學生，部份學生仍需自行到校務處購買選修科目所需要的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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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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家訊‧家書】
回

條（中五級 B / C / D 班）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 $970.70

(A)中五級各項收費
(B)中五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79.00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新里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訂購

不訂購

✓

✓

$198.00
$40.00

(A)＋(B)合共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五級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五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 五 級 2022-2023 學 年 各 項 收 費 ／ 訂 購 校 本 課 程 教 科 書 ／ 補 充 作 業 目 錄 費 用 ［ (A) ＋ (B) ］
$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及堂費$30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編號：22/23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一期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第一期
九月一日

【家訊‧家書】（中六級）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張冠康校長

您們好！
感謝天父帶領，馬可賓已度過了 25 個年頭，過去 25 年充滿了天父的恩典，讓我們懷著感恩的
心，一同邁向未來新的一頁。
疫情又再緊張，確診數字反覆向上，請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施，不可鬆懈。疫情下大家更應彼此
支持鼓勵，積極地面對疫境，對身邊人付出更多的愛和關心。
9 月 1 日是開學的大日子，雖然今年的暑假較短，但每年開學，同學們都懷著雀躍的心情迎接新
學年，這份心情一方面是因為與闊別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及同學重聚；另一方面，是因著將要認識新的
班主任、新的科任老師及新的同學，大家都充滿盼望地迎接新學年的學習和成長。
感謝天父的帶領！剛畢業的中六同學在文憑試中表現理想，八成同學按個人志向升讀不同大學
和學系，包括醫護、工程、科學、商業、管理、傳理、心理學、酒店管理、教育等，十分多元化。在
此感謝家長及老師們對他們的悉心教導，同時祝福各畢業同學繼續裝備自己，將來能貢獻和造福社
會。
學校本年的學習主題是：多元學習擴視野 正向人生展潛能。老師們已準備了多元化的課堂內外
學習活動，以幫助同學在學習主題上有豐富的經歷和體驗。為此，老師們將會在 9 月 2 日的始業周
周會向各位同學詳細講解。
此《家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下星期起逢週四出版，請家長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定期下載《家訊‧ 家書》細閱，並配合學校的安排及作出適當回應。
最後，謹祝各位同學在新學年中有美滿豐盛的收穫，經歷主的恩典更多，並以主耶穌為榜樣：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 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5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各項重要資料
請家長填寫各重要資料（包括文件、通告、証件及手冊），並於 9 月 2 日(星期五)交回。
2. 新學年開課事宜
日期

內容

9月1日

 新學年開學禮及班務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日期

內容

 所有學生須於 8:03am 前回校集隊
 上學期開始，上課時間為 8:05am –
9月5日
3:35pm
 班務、處理各項收費及講解 （星期一）

第一節及第二節為班主任課，第
本年學習主題
三節開始正式上課
 上課時間: 9:00am – 12:30pm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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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響應環保減少使用紙張， 本校已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家長可登
入學校內聯網及使用 eClass Parents App，查閱及簽署電子通告，請各家長妥善保管登入
資料，如遇登入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資訊科技組查詢。家長可透過網址
（http://gg.gg/mkp_parentapp）下載 eClass Parents App 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手冊。
4. 2022/2023 年 度 學 生 資 助 計 劃 綜 合 申 請
如有意申請 2022/2023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
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的同學，可於本校校務處索取或學生資助處（http://www.wfsfaa.gov.hk/sfo）網
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寄回學生資助處，有關各項資助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有關文件，
如對此申請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802 2345 與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查詢。
5.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 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現正開始接受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葛量洪生活津貼的申請，有意申請的學
生可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葛量洪獎學基金委員會秘書處索取申請表格，
或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下載申請表
（網址：http://www.wfsfaa.gov.hk/sfo/tc/other/grantsloans/grantham/9.1.10.htm）。
填妥的申請書必須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五）下午四時前交回校務處袁先生，以便跟進。
6. 學校保險事宜
教育局為全港中學購買綜合保險計劃，詳情請瀏覽教育局網頁。本年度學校會購買額外學
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期望能為學生及家長義工提供 一個更全面的保障，詳情請參閱學生
手冊。
7. 撰寫學習反思
為鼓勵同學在學習上定期有反思的機會，學生均須於每星期在手冊寫上學習反思，檢討學
習得失，從而改進學習方法及態度，家長可翻閱學生手冊了解貴子弟的學習情況。
8. 收費事宜
a) 閱讀報章計劃
本年度學校積極推動鼓勵同學 自主學習及提升閱讀分享文化，故將會為同學訂購中文及英
文報紙，以擴闊同學的視野、了解時事及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
b)「校本管理費」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 讓學校因應需要而加強學與教
及改善學校設施，最終使學生得益，提升學習效益。本年度之「校本管理費」為$310（此
費已經家校會、校董會及教職員會議通過），敬請家長留意。
c) 根據本校家校會會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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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會年費（$30）
。若有多名子女就讀本校之會員則只須繳交一位年費，並須填寫 PTA01
表格（可向校務處或家長資源中心索取）。有關申請家校會費豁免的 手續將於 9 月 9 日截
止，學校稍後會公佈並發還會費，敬請家長留意。
※倘若家庭遇有經濟困難，可聯絡本校社工 李銘深先生（2407 7433），以便提供有關協
助，如本校的慈惠基金、恩友堂助學金等。
d) 堂費的安排
由 2008/09 學年起教育局為中四及以上年級提供免費高中教育，家長只需付全年合共 $300
的堂費。學校已於 2022 年 5 月期間諮詢家長意見，超過 96.6%的家長同意一次過繳付全
年堂費$300，並已通知教育局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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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學年校園翻新及衞生防護措施
學校已於暑假期間進行多項大規模的翻新工程及清潔工作，包括翻新樓梯防滑沙面、走廊油漆翻新、
更換百業簾、29 間課室油漆翻新、更換大門(201-207 及 401-407 課、音樂室、教員室)，6 樓課室
冷氣由 2 部加裝至 3 部，並會按計劃陸續更換課室的冷氣機。大茶壺亦於開學前進行大規模的清
潔，務求為同學提供一個清潔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學校亦於開學前安排滅蟲公司進行滅蚊及滅鼠，
工友亦會定期噴滅蚊水以預防蚊患。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學校根據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制定一系列的措施應對：
進入校園防疫措施
 更亭設置體溫計，為每位進入校園的人士量度體溫，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
求。
 更亭設置消毒搓手液，讓有需要人士消毒雙手。
 身體不適或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以上或出現傳染病病徵的人士，不能留在校園，並為個人健
康著想，應立即求醫。
 所有員工先行在家量度體溫，須確保沒有發燒症狀，在校園內及工作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教職員及學生均須進行快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
 到訪人士須符合政府「黃碼」及「紅碼」的要求。學生如屬「黃碼」
，請家長主動向學校申報；
如屬「紅碼」則請勿回校。
公共地方防疫措施
 加密清潔及消毒公眾設施，如升降機按鈕、扶手、公共電話、洗手間及大堂等。
 主要出入口放置消毒地毯，減低細菌及病毒帶入校園的風險。
 每星期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減低細菌及病毒在校園滋生的風險。
 把校內的噴射式飲水器關掉，以防止病毒在校園散播。(自備飲水瓶在流放式飲水器盛水)
小食部防疫措施
 設置消毒搓手液和即棄抹手紙，讓有需要的師生消毒雙手。
 嚴格執行食物安全指引及守則處理食物，加強監察小食部的衛生情況，並適時跟進。
 食物處理人員進入廚房前必須徹底清潔雙手，工作時必須戴上手套及口罩。
 按教育局指示安排午膳運作。
10.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特殊需要考生考試安排申請及 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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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特別試場應考、延長作答時間、短暫休息時間、點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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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五）或以前聯絡李凱欣老師或陸偉浩老師。
考評局將舉辦以下網上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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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7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6 時正至 7 時 45 分
講者：考評局及教育局講者
語言：粵語
內容：1. 特別考試安排及申請程序
2. 答問時間
報名：2022 年 9 月 3 日或之前到以下網址報名（先到先得的方式安排）：
（http://www.hkeaa.edu.hk/tc/events/seawebinar.html）
請於報名時提供有效的電郵地址，以便考評局於 2022 年 9 月 5 日或之前發送網上講座的
連結予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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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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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午膳政策
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可外出或留校午膳
由於學校難於同時間處理過多校外訪客，因此嚴禁同學向外間食肆訂購午餐外賣飯盒或食物，亦
懇請家長切勿替子女訂購外間食肆食物到學校。
12. 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卡和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上的「學生身分」
開學後，同學可以開始申請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方法如下：
方法一：網上申請( https://studenteapplication.mtr.com.hk/ch )
i. 網上申請「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學生經由港鐵網頁 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
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領取新個人八達通之用，經港鐵公司批核及處
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後，學生攜同“通知書”或“確認書”及有效學生證前往指
定港鐵站專用櫃枱領取新八達通。
ii. 網上申請啓動「學生身分」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及八
達通號碼，以信用卡完成網上繳費或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列印 “通知書”或“確認
書”作繳交申請費用及啓動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分」之用，學生提交 “通知書”或“確認
書”到就讀學校蓋章，學生攜同已蓋校章的 “通知書”或“確認書”及八達通前往港鐵車站
客務中心辦理啓動手續。
iii. 網上申請延續「學生身分」：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輸入個人資料、八
達通號碼及上傳有效學生證，學生將收到電郵通知繳交費用及延續方法，請參閱教學
影片（https://youtu.be/PvyUHgfXPWI）及有關延續「學生身分」的新安排(附件一)。
註：確認書( 網上已繳交申請費用)；通知書( 親身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
方法二：提交實體申請表
同學請自行到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索取申請表格，填妥申請表格(需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名)，
交回校務處蓋上校印，再前往港鐵客務中心繳交申請表和申請費後，會即時獲發 “確認書”。
13. 「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當學生出現精神困擾需要協助時，除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學校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尋
求適切的情緒及心理支援外，亦可利用社區資源及求助熱線尋求協助。教育局與賽馬會青
少年情緒健康網上支援平台 「Open 噏」（www.openup.hk）協作，於 2022 年 8 月 25 日起
至 9 月 30 日設立 24 小時「Open 噏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Whatsapp 電話：9101 2012）
。
「Open 噏」是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由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香港青年協
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共同營運，聯同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
中心合辦的服務，利用社交媒體和不同訊息工具，陪伴學生一起面對開學適應所產生的情
緒困擾。家長及學生可以透過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Open 噏–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電
子海報。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studentzone/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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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
家長是子女重要的守護者，為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在適應新學年的需要，教育局製作了「家
校齊合作 迎接新學年」家長錦囊及電子提示卡（載有「Open 噏 – 開學期間限定心事台」）
，
讓家長透過合適的方法陪伴子女迎接新學年。家長可於以下連結或二維碼下載有關資源。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motion-at-the-universal-level/parentzone/78.html

15. 2022-2023 年度中六級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由於部分科目由老師自行編訂或與書商商討設計校本課程，故須經學校向書商以優惠價錢集體訂
購，所有款項全數交予書商，學校不收取任何行政費，詳情如下：
書目
中文科：HKDSE 系列 - 中文科模擬試卷及得分攻略
（應試篇）（2022/23 年版）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數學科：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Mock
Exam Papers (Compulsory Part) (23/25 Edition)
數學科（For M1 students ONLY）：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ck Exam Papers
(Module 1) (2016/17 Edition)
數學科（For M2 students ONLY）：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ck Exam Papers
(Module 2) (2018/19 Edition)

出版社/作者

負責老師

經學校訂購價

樂思出版社

劉素嫻

$117.00

星凱出版社
有限公司

冼玉珍

$79.00

樂思出版社

鍾英偉

$130.00

樂思出版社

鍾英偉

$81.00

樂思出版社

鍾英偉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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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各項收費細明表（中六級）
a) 請將款項存入學校銀行戶口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b) 請於 9 月 2 日(星期五) 將網上轉帳証明／銀行入數存根（請家長必須保留存根副本）
或支票（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交回班主任。
細明表請參考如下：
項目
1) 學生手冊／學生補充手冊

單價

2)
3)
4)
5)
6)
7)
8)

1.40
1.40
10.00
2.00

單行簿
厚單行簿
厚大單行簿
原稿紙 A4(每份 40 張)
中文 FILE 連夾
英文 FILE 連鐵
英文作文紙 (每份 100 張)
A4 文件夾(中文)
A4 文件夾(英文)
英文科訂報 SCMP (逢 Day D)
通識科訂報明報 (逢 Day F)
家校會年費（註 1）
校本管理費（註 2）
堂費

25.50
1.20
2.10
3.10
4.40
2.80
2.80
10.20

數量

應付

1
3
2
6
1
1
2
0.5

25.50
3.60
4.20
18.60
4.40
2.80
5.60
5.10
69.80
2.80
2.80
110.00
16.00
30.00
310.00
300.00

以上手冊及各簿費合共

合共總銀碼

2
2
11
8

$8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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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因為高中每班的學生有很多不同的科目組合，而每科所需要的校簿數目也有不同，因此學校祗計算
一個平均用簿量給全級學生，部份學生仍需自行到校務處購買選修科目所需要的校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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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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 2/9 連同款項
交回班主任

【家訊‧家書】
回 條（中六級）
敬覆者：

本人已細閱《家訊‧家書》的內容，並知悉 2022/2023 年度學校關注項目和學校主題，亦明白《家
訊‧家書》乃家校溝通的重要文件，所以本人有責任每週四細閱電子版的《家訊‧家書》
，並會配合學
校的安排作適當回應。同時，本人亦已細閱上述各項收費內容，並同意繳交以下學校代購的學習材料。
銀行名稱：恆生銀行（網上轉帳／ATM(櫃員機)）
帳戶號碼：227-387263-002
帳戶名稱：TIMCOSMKMCFMKPMC
如以網上轉帳，請家長務必列印轉數証明。（樣版詳見附件）
支票付款，支票抬頭為:『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 』。

(A)$841.40

(A) 中六級各項收費
(B) 中六級訂購教科書／參考書／補充作業目錄及費用

訂購價

中文科：HKDSE 系列-中文科模擬試卷及得分攻略（應試篇）
（2022/23 年版）

$117.00

中文科：《中國語文 - 校本古今示例(高中)》
數學科：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Mock Exam Papers (Compulsory
Part) (23/25 Edition)
數學科（For M1 students ONLY）：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ck Exam Papers (Module 1) (2016/17 Edition)
數學科（For M2 students ONLY）：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ck Exam Papers (Module 2) (2018/19 Edition)

$79.00

總額(自行計算及填寫)
(A)＋(B)合共

訂購 不訂購

✓

✓

$130.00
$81.00
$89.00

(B)$

$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六級__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___日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六級各項收費／訂購校本課程教科書／補充作業目錄
茲收到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

）

收據
（學生必須填寫）

（校務處專用）
中 六 級 2022-2023 學 年 各 項 收 費 ／ 訂 購 校 本 課 程 教 科 書 ／ 補 充 作 業 目 錄 費 用 ［ (A) ＋ (B) ］
$_____________。(其中包括校本管理費$310.00 及堂費$300.00)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二二年九月______日

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