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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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教育局因應近期疫情有緩和趨勢，將於 9 月下旬分兩個階段逐步恢復面授課堂，並實行半日上課
（詳見家訊家書內容）。此外，在正式恢復面授課堂前，教育局容許小部份學生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學
習活動，數目以全校六分之一學生為限。故此，9 月 16 日至 9 月 23 日期間，中六同學須於上午時段回
校進行面授課堂，以備戰文憑試；而下午時段，各級將輪流回校進行班主任節（詳見家訊家書內容），
為正式恢復面授課堂作好準備。相信同學們十分期待親身回校與老師及同學相聚，盼望同學珍惜學習機
會，善用神賜給我們的每一天，以感恩的心認真努力學習，並以愛關懷身邊的人。 

 

「求你教導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12）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籃球場工程事宜  

每學年學校都會向教育局申請大型修葺及優化校園設施工程，以提供良好的校園環境，讓學生在
安全情況下進行學習活動。相關工程費用由教育局全數支付，並由教育局聘用合資格的顧問公司
及承辦商負責，教育局亦會監察及確保工程在合理的時間內，在符合質素保證的情況下完成。上
學年學校獲教育局批准進行籃球場工程，惟工程進度及質素並不理想，學校在暑假期間收到顧問
公司通知，承辦商需重新進行籃球場工程，詳情請參閱顧問公司給予學校的信件。學校會繼續與
教育局保持緊密聯絡，並與顧問公司密切地溝通以監察工程的進度及質素，期望該工程能盡快完
成，使同學有正規籃球場使用。同學在工程期間請勿進入工地範圍及注意安全。 

 

2. 校友傑出成績  

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16-17 譚穎詩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副學士 (專業傳意及英語研究)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017-18 

劉嘉敏 理學副學士（運動及康樂學） 

余素華 理學副學士（運動及康樂學） 

2018-19 許文睿 理學副學士 (樹木管理)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  

第三期 
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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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回校防疫安排  

3.1) 在9月初，學校已恆常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教會同工及小賣部人員加
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也請所有教職員、工友等每天回校
前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均不可回校。 

3.2) 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的健康，故於恢復面授課堂前的9月12日將聘請專業清潔
公司進行全校大型消毒噴霧工作，希望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下，逐漸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
活。惟鑑於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
密切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 

3.3) 要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們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請家長除了加強
家居衞生外，還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a)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由本校提供的「量度體溫記錄表」，簽署後由學
生帶回學校；首天回校上堂／會見班主任，家長請先在家長與學校通訊欄(學生手冊p.64)
記錄學生早上量度體溫的溫度，以便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任查閱。學校將首天回
校上堂／會見班主任時向各級的學生派發「量度體溫記錄表」。 

(b) 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西鐵/輕鐵、巴士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
罩，並帶備紙巾及1-2個備用口罩。 

(c)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情況的警覺性，請家長填寫家訊‧家書內的電子回條「學生外遊 
及健康狀況申報表」，提供以下四項資料： 
- 14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 學生的健康狀況。 

家長必須在復課前簽署電子回條。填寫後，如學生再有離港或外遊情況，請盡快通知
本校老師。曾染病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14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d) 恢復面授課堂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校務處（2407 7440）通知本校老 
師，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 學生證實染上2019冠狀病毒病 
-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早日走出疫情陰霾，師生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 
 

4. 9 月 16 至 9 月 22 日的課堂安排  

4.1) 教育局已宣佈按學校校情由 9 月 16 日（三）起先讓小部分學生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學習活
動，數目以全校六分之一學生為限，我們認為應屆文憑試的中六同學的教學進度最為緊張，
故學校由 9 月 16 日開始先讓中六級同學以特別時間表於上午 8:03 至下午 1:20 回校進行面
授課堂，以備戰文憑試，若家長有任何難處或擔心，請與班主任聯絡。 

4.2) 16/9 至 22/9 共有 5 個下午，學校考慮其他級別要有更充足準備回校恢復面授課堂，讓學生親
身面見班主任，故中一至中五級會按以下日期回校，由 3:00-4:00（上午繼續在家中進行網上
授課）處理網上未能辦妥的班務，詳情如下： 

(a) 檢查手冊 
(b) 檢查校服儀容 
(c) 收暑期功課（如有特別原因，當日未能按時交回功課，可告知班主任） 
(d) 派回上年度成績表、龍虎榜、校監榮譽榜、獎狀 
(e) 派發資料（家長樣式簽署、學生健康申報表等） 
(f) 編排座位 
(g) 選班會職員及科長等 
(h) 同學返回上學年課室取回儲物櫃物件（如適用） 
若家長有任何難處或擔心，請與班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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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一至中五級下午回校進行班主任節的安排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6 / 9（Ｆ） 

中一班主任節 
(3:00-4:00) 

當天中一的第 7,8 堂
網上班主任節取消 

17 / 9（A） 
中二班主任節 
(3:00-4:00) 

18 / 9（B） 
中五班主任節 
(3:00-4:00) 

21 / 9（C） 
中三班主任節 
(3:00-4:00) 

22 / 9（D） 
中四班主任節 
(3:00-4:00) 

   

 
5. 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安排  

教育局已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有秩序地逐步恢復面授課堂，原則上實施半日上課。恢復面授課
堂安排如下： 
 

年級 恢復面授課堂日期 備註 
中一、中五、中六 9月23日（星期三） 中二、中三、中四繼續網上授課 

中二、中三、中四 9月29日（星期二）  全校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 
 

6. 恢復面授課堂後的上課時間表安排  
 

8:03am－8:25am Morning devotion 

8:25am－8:35am Homework collection 

8:35am－9:05am Period 1 

9:05am－9:35am Period 2 

9:35am－9:50am Recess 

9:50am－10:20am Period 3 

10:20am－10:50am Period 4 

10:50am－11:05am Recess 

11:05am－11:35am Period 5 

11:35am－12:05pm Period 6 

12:05pm－12:20pm Recess 

12:20pm－12:50pm Period 7 

12:50pm－1:20pm Perio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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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取消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安排  
鑑於現時疫情仍然嚴重，加上社康服務中心只能提供 10 月初的注射日期予本校，經評估後，決定取
消本年度的疫苗注射安排。學校鼓勵有需要的同學，到診所接種疫苗。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鄧俊
維老師。 

 
8. 馬可賓校園英語小記者計劃  (2020-21) 

本校英語環境組今年將會與 Roundtable Education 合作舉辦校園英語小記者計劃。透過是次計劃，
同學將會參加四次有關媒體素養、訪問及表達技巧的工作坊。學校亦會於午膳時間為小記者提供約
五次的實習機會。於每次實習前，導師會先與同學共同籌備及規劃內容並撰寫講稿，並於每次實習
後一同檢討及撰寫新聞稿。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可於 9 月 16 日或之前，拍攝 2 分鐘的自我介紹影片及參加是次計劃的原因，
並上載至 Google Drive ，及填妥報名表 (http://gg.gg/2021mkpjp)。 
 

同學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9. 高中英文公開演講課程  (Senior Secondary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Programme) 
本校很高興於本年與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眾文教社）合作舉辦高中英文公開演講課程，詳
程如下。 
 

日期：26/9，10/10，17/10，31/10，7/11，14/11，21/11（星期六，共 7 次） 
時間：9：30am-11：00am 
地點：ZOOM 網上平台或本校課室 
對象：中四及中五級同學 
人數：2-8 人 
課程費用：全免（學校已資助全部課程學費） 
比賽費用：中四級$150；中五級$210 
截止報名日期：9 月 15 日 
 

是次課程的目的為透過參加公開演講課程及比賽深化同學的詞彙及文法運用、寫作技巧、口語表
達能力。參與同學亦需同時參加第七十二屆校際朗誦節(英文組）— 公開演講項目（Public 
Speaking)。 
 

如有查詢及報名，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http://gg.gg/2021mkp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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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