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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香港神託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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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我很喜歡一幅有趣的圖畫，描述兩個跑馬拉松的人：一個是古代的羅馬人，代表馬拉松開始時代
的衣著，手執長矛，腳穿草鞋；另一個是現代人，戴上太陽眼鏡、電子手錶、音樂耳筒及護膝等運動
裝備，身上配件共十多件。此圖畫刺激我思考一個問題：若他們一同比賽，到底誰會勝出？不論你的
答案如何，馬拉松的核心仍是跑，裝備再多和先進是否代表我們必然跑得完、跑得快？更重要的是這
圖畫對學習有一個提醒：甚麼才是學習的核心呢？先進設備及資訊網絡？各種的技巧和策略？還是有
更重要的東西？原來一切都基於正面的態度。 
 

「活出豐盛人生」是按自己的恩賜，投入在愛人如己的服侍中，當然學生仍在成長階段，但總能
找到自己的服務崗位，所以培養自己有良好的習慣是很重要的，這是能否活出豐盛的起步。而「成為
主動學習者」是日常生活中反思及學習每一個細節，多問多想，融會貫通在學科甚至跨學科知識中，
就會更享受當中的樂趣。懇請家長與我們一起緊密合作，按著他們的才幹，循循善誘，一同培養品學
並重的未來領袖。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全方位學習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2018 年《施政報告》建議由 2019/20 學年起，向公營學校發放恆常的「全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
學校在現有基礎上更大力推展全方位學習。全方位學習津貼應直接用於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用於
購置推展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資源等。所以由本年度開始，大部份學校活動已獲部份津貼；惟因應每
年整體學校活動安排，津貼額可能每年有所差異。 
 
此外，學校可由 2019/20 學年起向教育局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
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合資格申請家庭為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校書
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全津）者，而未有領取綜援或全津而又有特別經濟需要的家庭，亦可按個別
需要為同學申請，信件請交予活動負責老師。 

 

2. 香港神託會賣旗籌款活動  

本校主辦機構香港神託會於 1962 年成立，是一個政府認可的基督教慈善機構，宗旨是為香港社會
提供優質而非牟利的教育、社會及醫療服務，並致力宣揚基督福音。隨著神託會服務日益擴展，本
會極需經費繼續推行和提升各項服務，以切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 
 
本年度香港神託會賣旗籌款活動已定於 2019 年 12 月 21 日(六)進行，請家長鼎力襄助，為子女預
留時間，避免外遊或其他活動，有勞之處，不勝銘感。活動詳情將於稍後發佈，如有查詢，歡迎與
袁子鉅先生聯絡。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有一個愉快的新學年！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 

第二期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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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強室消息  
13/9（下星期五）為中秋節假期，故自強室將暫停開放一天。此外，12/9（下星期四）自強室將會
提早在下午 5 時 45 分關閉，敬請留意。 
 

4. 學生須保持樸素整潔儀容  
學校對學生校服儀容的要求向來以端莊、自然、樸素及整潔為原則，尤其頭髮須修剪妥當，萬莫標
奇立異。男生髮式須短，不可遮蓋眼眉或耳朵，耳鬢不可超過耳朵一半；女生髮長及肩者須束馬尾，
劉海與髮鬢亦須夾妥，前額頭髮不能蓋眉。 
 

近日髮型風潮崇尚奇型（男生兩邊極短而中間留長），學校一向希望同學保持樸素端莊形象，故提
醒同學切勿跟隨潮流，而同學到髮型屋剪髮時亦須向理髮師講明學校有關樸素髮式的要求，以免浪
費金錢換來怪異髮型，並且有損良好樸素學生的形象。 
 

此外，學校一直禁止學生配戴墨鏡回校。而最近市面推出漸變色眼鏡，由於此類眼鏡在紫外光下會
變成類似墨鏡的顏色，由於從室外到室內變回透明鏡需時，進入課室或禮堂，都並不適宜，故學校
同樣禁止學生配戴。如同學因眼疾須配戴特別眼鏡（墨鏡／漸變色鏡），須得眼科醫生文件証明，
並且請連同家長信向學校申請，學校將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批准豁免。 
 

5. 第十七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委員  

家校會現正招募第十七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敬請家長踴躍參與，中一級填妥後頁的提名
表格並於 13/9（五）下午五時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袁子鉅先生，而中二至中六級請於 13/9（五）
填妥電子回條。 

 
6. 展示學生照片及其相關的作品  

為了展現學生的努力學習成果並校園生活的姿采，本校現徵求家長的同意，在校園、學校網頁或學
校刊物展示學生照片及其相關的作品、照片及錄像。這一般包括學生的習作如作文、專題研習、模
型、活動照片、得獎照片等，希望此舉有助鼓勵學生，具積極學習作用。此外，這做法亦能讓家長
並社會大眾更了解學生的學習生活。故懇請家長同意讓本校展示、上載或刊登  貴子女的學習成果
照片及錄像。本校將確保上述物品恰當地展示。如家長不同意所述安排，請另以書面列明原因，於
九月十三日前通知校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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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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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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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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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長糕點班  

本課程由本校家長事務組舉辦，希望能使參加者學習不同類型的糕點，例如：法式蜜桃批、意式曲
奇及焦糖芝士蛋糕等的製作之餘，亦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友誼。詳情如下： 
 
日期：18/10，25/10，8/11，15/11，29/11，6/12，共6堂 
時間：2:00p.m.-3:30p.m. 
地點：家長資源室 
費用：全免（另收材料費） 
名額：10人 
報名方法：請於9/9（一）前填妥電子回條。 

 

10. 特殊需要學生校內考試及統測安排申請  

本校一向配合教育局的融合教育政策，凡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例如：肢體活動能力障礙、視障、聽 
障、語障、特殊學習障礙及其他障礙的學生）可向學校申請額外支援。學校會因應學生的個別情況，
為他們提供特別的考試安排，一方面讓他們在適當的環境下應考，得到相對公平的評核，同時亦確
保這些安排不會對其他學生造成不公平。 
 

如家長欲替子女申請校內特別考試及統測安排，請於 13/9（五）或以前遞交家長申請信及有關醫生
／專家證明文件給班主任。如有查詢，可聯絡梁俊傑老師或張冠康副校長。 

 

11. 標語創作比賽  

教育局提倡正向家長教育，希望透過是次標語創作比賽，提高學生、家長和公眾對家長教育的關注
（特別是兒童身心健康成長的重要性），增強家長正面培育子女的意識，以及提升家長快樂及正面
的心態，以幫助子女有效學習及快樂成長。 
 

是次活動名稱為《共步成長 做個好爸媽 標語創作大募集》，分為幼稚園組、小學組、中學組和公
開組。參賽者須以「共步成長 做個好爸媽」為主題，創作簡單易明的標語，主要訊息可包括兒童
愉快和健康成長的重要性、改變著重競爭比併的文化、家長以快樂及正面的心態幫助子女健康成長
等。評審團會在各組選出冠軍、亞軍和季軍各一名以及優異奬五名，再從各組冠軍作品中選出總冠
軍一名。各得獎者可頒發豐富獎品。詳情請參閱網站：（https://positiveparent.881903.com），參加
日期為2019年9月6日至10月18日。如欲參加者，請聯絡鄧俊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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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家長讚美操班／糕點班／家長義工（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有意參加讚美操班。 

 本人有意參加糕點班。 

 本人有意成為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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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九月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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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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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有關第十七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招募家長委員事宜 

 

敬啟者：家庭與學校協作會（以下簡稱家校會）18/19委員會委員任期將屆滿，需要依章選舉，除教師

委員由校長委任外，其餘家長委員（最多十二人）均須由選舉產生。現經選舉委員會議定，將以下列

方式收集候選人名單，編印選票，供全體家長投票選出 19/20年度家校會委員。有關詳情如下： 

1）18/19年度的家校會選舉辦公室已於 2019年 5月 10日第十六屆家庭與學校協作會第三次會議中成

立，成員由學校行政主任袁子鉅先生及校務處同工組成，負責整個選舉事宜。選舉辦公室將會根據

「成立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執行委員指引」進行整個選舉。 

2）根據家校會章程規定若少於或只有 12位候選人，他們可直接當選為家長委員，同時新一屆的家校

委員可根據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章的第四條（乙）四，邀請其他家長會員擔任家長委員，唯最多只

可 12名。 

3）若多於 12位候選人，將由全校家長投票，最高得票的首 12位候選人將成為家長委員。若第 12位

最高得票的候選人與第 13位或 14位同票，則即場進行抽籤，過程在家校會主席（或其代表）及校

長（或其代表）見證下由選舉辦公室同工主持。 

4）根據家校會章程規定，家校委員的任期均為一年（至新一屆就職典禮為止）。 

5）截止收回提名表格日期為 2019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如有任何提名（包括提名本人），

請填妥以下提名的回條並親身或由子女交回校務處袁子鉅先生/羅沅玲小姐。 

6）每位候選人將收到「候選人資料簡介」表格一份（候選人如於 20/9 仍未收到有關表格，請於 9 月 23

日下午一時或之前聯絡袁子鉅先生，索取有關表格），並須於 2019 年 9 月 24 日或之前提供近照一

張及交回表格。候選人資料及照片會於 2019 年 9 月 26 日（選舉一星期前）透過《家訊·家書》分派

與各位家長參考，讓全校家長了解及認識新一屆的家長委員。 

7 ）派發選票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3 日（連同《家訊·家書》派給全校學生家長）。 

8 ）選舉日期、時間及地點 

投票日期 2019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 上午 8 時 15 分至下午 1 時 

地點 
可由學生帶回學校，並在早上交給班主任；家長亦可親身到本

校校務處（一樓）遞交選票。 

9） 選舉結果將於 2019 年 10 月 4 日透過內聯網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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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家長委員互選晚會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 2019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三)  

時間 晚上 6 時 00 分至 7 時 00 分 

地點 本校 G01 室 

 

為順利推展學校發展工作，誠邀各家長踴躍參選提名。同時，參選家長務必先在本校網頁詳閱下列有

關文件： 

a)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家校會章程（附件一） 

b) 成立家庭與學校協作會執行委員指引（附件二） 

c) 香港法律防止賄賂條例 http://www.icac.org.hk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407 7440向鄧俊維老師（家長事務組）或袁子鉅先生查詢。 

此致 

學生家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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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2019/2020 家校會委員提名事宜（如有提名才須交回） 

 
敬覆者﹕本人（以下兩項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 決定提名本人參選 

□ 決定提名（最多 1人）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中____級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家長）參選。 

參選人是否有全職工作： □否 □是 任職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選人是否曾擔任家校會委員：□否  □是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級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曆二零一九年九月_______日 

 

請於 9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或之前親身或由子女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感謝您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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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