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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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追求學問進步、投入聯課及服務經驗、塑造品格成長是我們同時看重的教育目標。它們三者並
不是次序的關係，反之是共生而互相支持、補足的智慧，就如一座三腳的鼎，缺一不可。在日新月
異的今天，學問、活動經驗及品格若不能互相補足，青少年的成長就有所欠缺，例如可能因欠生活
體驗，理解學科問題或待人處事上會欠缺靈活及應用觸覺，又或者因欠缺品格修養，未能在學問或
事業上更上一層樓。 

 

十分感恩馬可賓學生在三者上均有令人欣慰的表現，各人都以升入大學，繼續學業而努力；他
們亦投入制服隊伍訓練及群體生活；更可喜的是社區人士十分欣賞學生在校外的行為舉止，在沒有
師長在場下，學生都十分自律有禮，希望家長都對子女加以讚許，鼓勵他們努力實踐馬可賓人特質：
「積極主動、忠心盡責、清潔有禮、正直勇敢、坦誠關懷」。 

 

當然要青少年堅持在以上三方面有長進並不容易，我們更要提醒他們節制使用電子產品，特別是
手提電話。中學階段只有六年，若因沉迷使用電腦或手提電話，必然會犧牲學習、閱讀課外書及群體
生活的時間，所以珍惜光陰是千古不變的智慧。希望各家長能配合我們的方向，時刻關心子女成長及
善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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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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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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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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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度體溫安排  

由 10 月份開始，學校只會於衞生防護中心通知學校須實施量度體溫的額外措施時，才安排服務生
替學生量度體溫。請家長及學生上學前在家自行量度體溫，如有發燒徵狀，請留在家中休息及盡快
求醫，並請家長致電學校辦理請假手續。 

 

3. 香港理工大學－全港數學及科學比賽 2019 

本校同學參加了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全港數學及科學比賽，獲得優異成績，得獎名單如下： 

Medal ：6A 游博晞(數學科) 
 

High Distinction：6A 蔡立德(物理及化學科)、6A 陳文偉(物理科)、6A 李子熙(化學科)、 
6B 楊璧如(生物科)、6B 鄭柏謙(數學科) 

 

Distinction  ：6A 蔡立德(數學科)、6A 李子熙(物理科)、6A 廖穎然(化學及生物科)、 
6A 曾柏綸(物理科)、6B 鄧思行(化學科)、6B 鄧詠詩(數學及生物科) 

 

Credit  ：6A 歐陽聰(數學科)、6A 曾柏綸(數學科)、6A 鄭浩賢(生物科)、6A 林曉雋(物理科)、 
6A 廖穎然(數學科)、6B 文詩靈(生物科)、6C 鍾嘉欣(化學科)、6D 陳文丞(生物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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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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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六） 香港大學 2/11（六） 

香港理工大學 5/10（六） 東華學院 9/11（六） 

香港中文大學 12/10（六） 明愛專上學院 15/11、16/11
（五、六）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9/10（六） 香港恒生大學 16/11（六）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6/10（六）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2/11、23/11 
（五、六） 

香港科技大學 27/10（日） 珠海學院 23/11（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詳情可見於各院校網頁。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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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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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關開辦小提琴班事宜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負責老師 費用 備註 
19/9, 26/9, 3/10, 
10/10, 17/10, 
7/11, 14/11, 
21/11, 28/11, 
5/12, 12/12 
(共十一堂) 

逢星期四 
4:00pm-5:00pm 

譚綺雯老師 
沈禧霖導師 

學費﹕全免  
(本年度的學費得到資助， 
同學需珍惜資源，準時出席樂器班。 
如需告假，必須交家長信申請。 
無故缺席者，將會受到處分。) 

可向學校 
借用小提琴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小提琴班，請向譚綺雯老師報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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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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家庭及學校協作會家長委員資料 
 

 

感謝家長們對家校事務的支持，今年報名願意奉獻個人寶貴的時間成為家校委員的家長共
有九人，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九位家長的資料及他們對成為
委員後的期望。他們願意為了幫助學校更好地實踐教育使命，獻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實在使
人感動。故此，我在此向該九位家長致以衷心感謝，願神祝福並賜他們平安，也感謝其他所有
家長的關心和支持！（排名不分先後） 

 

 

 

 

 
家長委員姓名：周少輝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陳泓希(F.1D) 
期望：期望盡最大能力，提供服務。 

 
家長委員姓名：吳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許丞尉(F.2A) 
期望：為學校、同學們和家長作溝通橋
樑，使孩子有一個愉快健康的校園生
活，亦希望藉此加強與孩子親子關係。 

 
家長委員姓名：許松梅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佳敏(F.2C) 
期望：為學校盡點綿力，作出貢獻。 

 
家長委員姓名：蔡淑儀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林凱豐(F.2C) 
期望：感謝天父!讓我和孩子能夠成為
「馬可賓」的一份子。我參加家校會，
盼望能盡上綿力，以謙卑和諧、合一
的心，去服務學校，發揮家校合作的
精神。讓孩子們能夠在「馬可賓」這

個充滿愛的大家庭裡健康快樂地成
長。 

 
 
家長委員姓名：冼細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田盛源(F.2C)  
期望：1. 能夠協助學校推行活動； 

2. 建立家長間的互相互信關係； 
      3. 對學校建立歸屬感，鞏固家校 
         合作的關係。 

 
家長委員姓名：張雯茵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陸暐諾(F.1D) 

陸暐謙(F.3A)  
期望：期望藉著家校合作，了解學校更
多，讓學生積極愉快地學習成長。 

 
家長委員姓名：陳慧嫻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陳宇謙(F.4B)  
期望：盡心竭力為學校服務，盼望能成
為家長與學校之間溝通橋樑和協作。 

  
家長委員姓名：林娜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文俊人(F.4B)  
期望：藉著加入家校會，希望家校合
作，促進子女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健康
發展，使子女有個愉快開心的校園生活
及融洽的家庭生活。 

 
 
家長委員姓名：吳錦蘭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區凱程(F.6D) 
期望：在最後一年能參與，做到有始
有終協助學校，亦見證女兒在中學的
最後階段與她一起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