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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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今年是馬可賓踏入第二十年的日子，在本學年及下學年我們將籌備各項慶祝二十周年的活動。馬

可賓能夠在二十年內迅速成長，實在是上帝的恩典，加上各同事的委身及專業能力，讓同學能體會愛
及追求學問的快樂！ 

現階段我們正思考校慶的主題，大致上以感恩及使命作主線。感恩是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作檢視，
深深知道一切並不是必然的，是很多其他人的關愛及付出才有的結果，我們所擁有的更要成為別人的
祝福，所以我們要持守使命，為世界「作鹽作光」。 

其實原來校歌的第一句已是我們的方向，「昂然闊步仰主洪恩」，不久前「洪荒之力」成為眾人的
潮語，但上帝的恩典一直也是洪荒之恩，叫人驚嘆不已。我們會再構思一個精簡的校慶主題，希望各
家長為我們祈禱。 

最近我在看國學大師南懷謹老師的著作，其中他對教育的看法叫我獲益良多。「經師易得，人師難
求」，若只是傳遞知識並不困難，但加上對青年人有正面的品格、質素培養就不容易，但願我們以作人
師而努力！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及中一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本校家校會在家長與學校之間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配搭角色和溝通橋樑。為了加強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聯繫，我們將會安排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於中一級家長晚會的同一晚上進行，以期促進彼此之
間的認識，一起培育子女成為貢獻社群和合神心意的人。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是次盛會（中一級
學生毋須出席晚會）。詳情如下： 
日期：10 月 14 日(五) 
時間：6:30p.m. – 9:30p.m.（薄備茶點招待） 
流程：6:30-7:00 p.m. 班主任節時間(家長請於當晚 6:30pm 前抵達所屬班房) 

7:00-7:10 p.m. 登記及茶聚 
7:10-7:40 p.m. 家校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 
7:45-9:30 p.m. 中一家長晚會 

 

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報告學生在校的一般表現及各班個別情況； 
 讓家長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以幫助中一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加強家校的聯繫與合作，務求更有效幫助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介紹十月統測安排及家長需要注意事項。 
 

2. 家長日文班 
主  辦：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學習日文，增進家長之間的友誼，並作子女終生學習的好榜樣。 
導  師：本校家長委員張德芝女士 
日  期：4/10, 11/10, 18/10, 1/11, 8/11, 22/11, 6/12, 13/12 及 20/12 
時  間：星期二 2:00-3:00p.m. 
地  點：家長資源中心 
費  用：全免 
名  額：12 位，先報先得 
報名方法：家長可填妥回條，並於 4/10(二)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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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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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016 (星期四)   派發日期：8/11/2016(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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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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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178 
$184 
$190 
$196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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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9 
$62 
$65 
$68 
$71 

$51 
$54 
$57 
$60 
$63 
$66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5       $80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175 $90 $85 
M-L $185 $95 $90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98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2 
蝴蝶帶 每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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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45 $260 $275 $29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0 $160 $170 $180 $190 
V 領背心 $130 $140 $150 $16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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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免比賽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舉辦《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免比賽，希望青少年
及兒童透過參加比賽認識不良資訊的影響，保持身心健康，此比賽設有冠、亞、季、傑出表現獎及
優異獎。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7/10（五）或以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5. 有關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69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9 月 23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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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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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請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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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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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職業探索系列（一）：「想有型，學造型」工作坊（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將於本學年舉辦上述工作坊，讓學生認識美髮業的主要工作範
疇與進階路徑，整個活動分成四部份，學生可按興趣參與個別階段，完成每一階段的同學可獲頒
出席證書。 
活動目標：使同學認識到美髮業的行業現況、參觀髮廊及髮型造型示範，在導師的協助下完成一

款髮型造型及化妝配搭 
活動詳情： 

階段及內容 
日期及時間 

(每階段只需選一節) 
地點 

階段一：行業簡介及髮型造型 
技術示範 

Ａ) 19/11/2016(六)上午 9:00-11:45 香港童軍總會（佐敦） 
B) 25/11/2016(五)下午 2:00-下午 5: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階段二：“想有型，學造型＂
職場新體驗 

C) 6/1/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D) 13/1/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元創坊 PMQ及中環區髮廊 
(集合地點:中環港鐵站) 

階段三： “想有型，學造型
＂體驗工作坊 

E) 3/3/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F) 3/3/2017(五)下午 2:00-5:00 
G) 11/3/2017(六) 上午 10:00-下午 1:00 
H) 11/3/2017(六)下午 2:00-5:00 
I) 18/3/2017(六) 上午 10:00-下午 1: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階段四：“想有型，學造型＂ 
分享會 

J) 31/3/2017(五)下午 1:00-6:00 
K) 1/4/2017(六)下午 1:00-6: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費  用：全免 
報  名：請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到 

通知。 
 

7. 職業探索系列（二）：校園宣傳品製作工作坊（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委託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特別為中四至中五學生開辦工
作坊，此工作坊以「校園宣傳品製作基礎證書（資歷架構第二級）」為藍本，此課程已通過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學員修畢此課程並取得及格，可獲資歷架構第二級資歷及 6 學分。 
 
學員將在導師指導下於課堂上親身使用 Adobe InDesign 及 Adobe PhotoShop 軟件進行基本的排版工
作。課程以實踐形式進行，製作學校宣傳品為題材，每位學員須完成一份專題習作，老師及學校將
挑選最佳的作品用作學校宣傳之用，並由印刷商資助印刷該宣傳品。完成最少 5 節之學員可獲主辦
單位頒發之出席證書；完成最少 5 節並獲持續評估為及格之學員，可額外獲得由 APTEC 頒發之「校
園宣傳品製作基礎證書（資歷架構第二級）」證書。 
 
課程內容： 
‧介紹印刷及出版的流程 
‧基本的出版及版面設計概念 
‧使用 Adobe PhotoShop 進行基本圖像處理及修輯 
‧了解排版規劃的要求 
‧運用 Adobe InDesign 進行刊物排版 
‧參觀印刷公司:了解實際印刷工作流程 
 
對  象：現屆中四至中六學生及懂得基本電腦操作（例如懂得使用 Microsoft 軟件） 
課程時數：7 節，共 21 小時 
名  額：20 人（先到先得，費用全免） 
上課日期及時間：待定 
上課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 
報  名：請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

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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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自薦參選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06-IT 現正接受自薦報名，詳情如下： 
參加資格：中四至中六學生 
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3 日下午 11 時 59 分 
評選標準：參選人須具備超卓個人素質、優秀個人品格和熱心服務社群，特別是能領導其他青年人

積極向善，成為他們的楷模。參選人應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表現，以及擁有
其他出眾的才能或成就。 

登入網上報名系統：http://youtharch.org/osaap（按開始報名） 
備  註：(1) 同學須向廖美璍老師取提名編號才能完成長報名。 

(2) 詳情可參閱學務組壁佈板或瀏覽 youtharch_foundation 或聯絡廖美璍老師。 
 

9. 職業探索系列（三）：醫療篇  

隨著社會人口老化，醫護人員的需求日益增長，為了讓同學對醫療專業人員的工作性質及範疇、入
行條件及就業前景有進一步的了解，升學及職業輔導組特意邀請從事醫療業的畢業生回校分享，分
享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 至 5:30 
地點：409 室 
費用：全免 
名額：30 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曾完成職業興趣問卷同學優先） 
講者：2011 年畢業生方潔思、袁敏星、侯玟妃及郭建佑 
講者簡介： 
姓名 方潔思 袁敏星 侯玟妃 郭建佑 
工作地點 香港港安醫院 屯門醫院復康大樓 聯合醫院 北區醫院 
職位 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 放射師 
主要工作
範疇 

在手術室裡，協助醫
生進行各項手術、支
援突發事件、清潔及
更換手術用具 

觀察及照顧病房病
人、協助醫生診治病
人及提供適當的治
療和跟進、為病人及
其家人提供護理指
導及輔導 

為急症室病人提供 
初步的評估、按病人
的情況進行分流、支
援急症室醫生治療
病人 

利用 X 光、電腦掃
描、磁力共振、超聲
波等各種儀器，以製
作具有診斷性的醫
療影像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放學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10.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8/10/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http://youtharch.org/os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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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45pm – 5:00pm 
活動地點：葵青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葵青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葵青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身分錯配、一見鍾情、單戀相思、越愛越烈、求愛不得、自戀成狂……誇啦啦一新莎翁

名著《十二夜》面貌，換上香港 1900 年代殖民地背景，笑看愛的百態。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6 日（星期一）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10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12.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牛津出版社邀請了曾鈺成太平紳士為全港中學生舉辦英語學習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  期：10 月 7 日（星期五） 
時  間：4：45pm – 6:15pm 
地  點：拔萃男書院中學部 
 
集合地點：本校小食部 
集合時間：3:45pm 
解散地點：本校閘口 
解散時間：約 7：30pm 
交  通：本校將提供旅遊巴接送同學往返活動場地。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名  額：40 人 
費  用：10 元 (學校已資助大部份交通費用) 
活動內容：曾鈺成太平紳士會分享他的英語學習心得 
服  飾：整齊夏季校服 
 
* 若同學有需要在拔萃男書院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的回條上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10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同學。
如有查詢，請聯絡王志傑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註：當天下午有基督徒團契，同學若出席基督徒團契，請勿報名參加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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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家長日文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家長日文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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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Twelfth Nigh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十二夜》(Twelfth Night)，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 

 

回  條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六年九月 日 
---------------------------------------------------------------------------------------------------------------------------------------- 

回  條 

中一級家長晚會（學生毋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並會出席是次家長晚會，若有任何意見／提問，歡迎填妥後頁之表格一

併交回。（家長出席人數為____位）

已明白家長晚會的重要性，但因要事未能出席，因此會透過其他途徑聯絡班主任，瞭解子女在校情況。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一級___班學生姓名：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月_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五期 

4/10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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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 4/10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鄭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五期 

3/10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五期 

3/10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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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前問卷 

 

請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寫下，以便在家長晚會或稍後回應。 

 
 

家長/學生擔心或憂慮的問題 家長/學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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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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至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今年是馬可賓踏入第二十年的日子，在本學年及下學年我們將籌備各項慶祝二十周年的活動。馬

可賓能夠在二十年內迅速成長，實在是上帝的恩典，加上各同事的委身及專業能力，讓同學能體會愛
及追求學問的快樂！ 

現階段我們正思考校慶的主題，大致上以感恩及使命作主線。感恩是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作檢視，
深深知道一切並不是必然的，是很多其他人的關愛及付出才有的結果，我們所擁有的更要成為別人的
祝福，所以我們要持守使命，為世界「作鹽作光」。 

其實原來校歌的第一句已是我們的方向，「昂然闊步仰主洪恩」，不久前「洪荒之力」成為眾人的
潮語，但上帝的恩典一直也是洪荒之恩，叫人驚嘆不已。我們會再構思一個精簡的校慶主題，希望各
家長為我們祈禱。 

最近我在看國學大師南懷謹老師的著作，其中他對教育的看法叫我獲益良多。「經師易得，人師難
求」，若只是傳遞知識並不困難，但加上對青年人有正面的品格、質素培養就不容易，但願我們以作人
師而努力！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日文班 
主  辦：本校家長事務組 
目  的：透過學習日文，增進家長之間的友誼，並作子女終生學習的好榜樣。 
導  師：本校家長委員張德芝女士 
日  期：4/10, 11/10, 18/10, 1/11, 8/11, 22/11, 6/12, 13/12 及 20/12 
時  間：星期二 2:00-3:00p.m. 
地  點：家長資源中心 
費  用：全免 
名  額：12 位，先報先得 
報名方法：家長可填妥回條，並於 4/10(二)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2.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自薦參選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2006-IT 現正接受自薦報名，詳情如下： 
參加資格：中四至中六學生 
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3 日下午 11 時 59 分 
評選標準：參選人須具備超卓個人素質、優秀個人品格和熱心服務社群，特別是能領導其他青年人

積極向善，成為他們的楷模。參選人應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表現，以及擁有
其他出眾的才能或成就。 

登入網上報名系統：http://youtharch.org/osaap（按開始報名） 
備  註：(1) 同學須向廖美璍老師取提名編號才能完成長報名。 

(2) 詳情可參閱學務組壁佈板或瀏覽 youtharch_foundation 或聯絡廖美璍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九日 

http://youtharch.org/os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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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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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016 (星期四)   派發日期：8/11/2016(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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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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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178 
$184 
$190 
$196 

註：上圍由 40”起作特碼計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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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59 
$62 
$65 
$68 
$71 

$51 
$54 
$57 
$60 
$63 
$66 

註：上圍由 42”起作特碼計$85       $80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 套裝 外套 長褲 
XS-S $175 $90 $85 
M-L $185 $95 $90 

 

高中女生校服 
長袖恤衫(連校徽) 均碼每件 $98 

格仔半截裙 均碼每件 $132 
蝴蝶帶 每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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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245 $260 $275 $290 

 

男女生校冷 
 

尺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 $150 $160 $170 $180 $190 
V 領背心 $130 $140 $150 $160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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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免比賽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舉辦《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免比賽，希望青少年
及兒童透過參加比賽認識不良資訊的影響，保持身心健康，此比賽設有冠、亞、季、傑出表現獎及
優異獎。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7/10（五）或以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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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探索系列（一）：「想有型，學造型」工作坊（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將於本學年舉辦上述工作坊，讓學生認識美髮業的主要工作範
疇與進階路徑，整個活動分成四部份，學生可按興趣參與個別階段，完成每一階段的同學可獲頒
出席證書。 
活動目標：使同學認識到美髮業的行業現況、參觀髮廊及髮型造型示範，在導師的協助下完成一

款髮型造型及化妝配搭 
活動詳情： 

階段及內容 
日期及時間 

(每階段只需選一節) 
地點 

階段一：行業簡介及髮型造型 
技術示範 

Ａ) 19/11/2016(六)上午 9:00-11:45 香港童軍總會（佐敦） 
B) 25/11/2016(五)下午 2:00-下午 5: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階段二：“想有型，學造型＂
職場新體驗 

C) 6/1/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D) 13/1/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元創坊 PMQ及中環區髮廊 
(集合地點:中環港鐵站) 

階段三： “想有型，學造型
＂體驗工作坊 

E) 3/3/2017(五)上午 10:00-下午 1:00 
F) 3/3/2017(五)下午 2:00-5:00 
G) 11/3/2017(六) 上午 10:00-下午 1:00 
H) 11/3/2017(六)下午 2:00-5:00 
I) 18/3/2017(六) 上午 10:00-下午 1: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階段四：“想有型，學造型＂ 
分享會 

J) 31/3/2017(五)下午 1:00-6:00 
K) 1/4/2017(六)下午 1:00-6:00 

AHMA 培訓中心（中環） 
 

費  用：全免 
報  名：請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到 

通知。 
 

6. 職業探索系列（二）：校園宣傳品製作工作坊（中四至中五級適用）  

印刷及出版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委託印刷科技研究中心（APTEC）特別為中四至中五學生開辦工
作坊，此工作坊以「校園宣傳品製作基礎證書（資歷架構第二級）」為藍本，此課程已通過香港學
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學員修畢此課程並取得及格，可獲資歷架構第二級資歷及 6 學分。 
 
學員將在導師指導下於課堂上親身使用 Adobe InDesign 及 Adobe PhotoShop 軟件進行基本的排版工
作。課程以實踐形式進行，製作學校宣傳品為題材，每位學員須完成一份專題習作，老師及學校將
挑選最佳的作品用作學校宣傳之用，並由印刷商資助印刷該宣傳品。完成最少 5 節之學員可獲主辦
單位頒發之出席證書；完成最少 5 節並獲持續評估為及格之學員，可額外獲得由 APTEC 頒發之「校
園宣傳品製作基礎證書（資歷架構第二級）」證書。 
 
課程內容： 
‧介紹印刷及出版的流程 
‧基本的出版及版面設計概念 
‧使用 Adobe PhotoShop 進行基本圖像處理及修輯 
‧了解排版規劃的要求 
‧運用 Adobe InDesign 進行刊物排版 
‧參觀印刷公司:了解實際印刷工作流程 
 
對  象：現屆中四至中六學生及懂得基本電腦操作（例如懂得使用 Microsoft 軟件） 
課程時數：7 節，共 21 小時 
名  額：20 人（先到先得，費用全免） 
上課日期及時間：待定 
上課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6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 
報  名：請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成功獲選的同學將稍後收

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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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十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 (Twelfth Night) 
日  期：10 月 23 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誇啦啦藝術集滙 
時  間：2:45pm – 5:00pm 
活動地點：葵青劇院 集合地點：屯門西鐵站 F2 出口，7-11 便利店門外 
集合時間：1:30pm 解散地點：屯門西鐵站＊ 
解散時間：約 6：00 
費  用：20 元（學校已津貼大部份票價）（學生需自行繳付車資往返葵青劇院） 
交  通：學生與老師將乘港鐵前往葵青劇院 
對  象：全校學生（英文學會會員，英文話劇組會員、英語大使優先） 
故事內容：身分錯配、一見鍾情、單戀相思、越愛越烈、求愛不得、自戀成狂……誇啦啦一新莎翁

名著《十二夜》面貌，換上香港 1900 年代殖民地背景，笑看愛的百態。 
活動語言：全英語（活動其間學生必須以英語溝通） 
服  飾：冬季體育服（若當天上午有制服隊伍集隊，則可穿著制服出席）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26 日（星期一） 
人  數：20 人 
＊若同學有需要在其他港鐵站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上的回條中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10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生。 
如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8.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牛津出版社邀請了曾鈺成太平紳士為全港中學生舉辦英語學習工作坊，詳情如下： 
日  期：10 月 7 日（星期五） 時  間：4：45pm – 6:15pm 
地  點：拔萃男書院中學部 
集合地點：本校小食部 集合時間：3:45pm 
解散地點：本校閘口 解散時間：約 7：30pm 
交  通：本校將提供旅遊巴接送同學往返活動場地。 
對  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名  額：40 人 
費  用：10 元 (學校已資助大部份交通費用) 
活動內容：曾鈺成太平紳士會分享他的英語學習心得 
服  飾：整齊夏季校服 
* 若同學有需要在拔萃男書院離開，請家長在繳交確認通知書時，在確認通知書的回條上申請。 
 
是次活動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10 月 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
穎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10 月 5 日或之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同學。
如有查詢，請聯絡王志傑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註：當天下午有基督徒團契，同學若出席基督徒團契，請勿報名參加此活動。 

 

9. 職業探索系列（三）：醫療篇  

隨著社會人口老化，醫護人員的需求日益增長，為了讓同學對醫療專業人員的工作性質及範疇、入
行條件及就業前景有進一步的了解，升學及職業輔導組特意邀請從事醫療業的畢業生回校分享，分
享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4:00 至 5:30 
地點：409 室 費用：全免 
名額：30 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曾完成職業興趣問卷同學優先） 
講者：2011 年畢業生方潔思、袁敏星、侯玟妃及郭建佑 
講者簡介： 
姓名 方潔思 袁敏星 侯玟妃 郭建佑 
工作地點 香港港安醫院 屯門醫院復康大樓 聯合醫院 北區醫院 
職位 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 註冊護士 放射師 
主要工作
範疇 

在手術室裡，協
助醫生進行各項
手術、支援突發
事件、清潔及更
換手術用具 

觀察及 照顧病 房病
人、協助醫生診治病人
及提供適當的治療和
跟進、為病人及其家人
提供護理指導及輔導 

為急症室病人提供 
初步的評估、按病人
的情況進行分流、支
援急症室醫生治療
病人 

利用 X 光、電腦掃
描、磁力共振、超
聲波等各種儀器，
以製作具有診斷性
的醫療影像 

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 2016 年 10 月 3 日（星期一）放學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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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理工大學資訊開放日 8/10/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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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日文班（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本人有意參加家長日文班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班學生___________（  ）家長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___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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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十月英文校外英語活動 — 話劇欣賞《十二夜》(Twelfth Night)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話劇欣賞活動：《十二夜》(Twelfth Night)，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六年___月 日 
---------------------------------------------------------------------------------------------------------------------------------------- 

 

回  條 

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牛津英語工作坊—尋找英語學習的秘密，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二零一六年___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編號：16/17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五期 

4/10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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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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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中午 12 時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