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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家訊‧家書】 
 
各位親愛家長： 
 

  
 

光陰匆匆，轉眼已完成下學期大考，同學在本星期已陸續收到考試成績，盼望同學藉此認真

檢視自己的學習情況，並反思學習策略和態度，以調節學習方法，提升日後的學習質素。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中二及中三級試後活動更新  

1. 中二級：原定 7 月 26 日(星期二)的中二級體動樂活動，活動取消，中二級同學當天不用回
校。另中二級原定 7 月 27 日（星期三）不用回校，現重新安排如下，學生必須
參加 7 月 27 日（星期三）的中二級 STEM 活動日，當天活動時間是下午二時十五
分至六時，有關活動更改資料，可參閱附頁試後活動時間表(更新版)。 

2. 中三級：8 月 2 日(星期二)中三級 STEM 活動日，所有中三學生必須參與，當天活動時間上
午八時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有關活動更改資料，可參閱附頁試後活動時
間表(更新版)。 

 

2. 有關 2022-2023 年度書單  

2022-2023 年度書單已於對卷日派發，請家長及同學留意相關訂書及領取課本的日期，如有
疑問請致電（5443 2381 / 2458 9332 / 6605 4705）與商務書局聯絡。 

 
3. 有關家校會舊校服環保回收及派發事宜  

為了響應環保，減少浪費，鼓勵資源重用，家校會呼籲家長把不合穿的校服捐出(恕不接受有 
破爛，污積及殘舊），送贈予本校有需要的同學，希望大家鼎力響應及支持。家長可親自或讓
同學把已清洗乾淨的校服放置在家長資源中心門外的鐵枱上，請註明「家校會收」。 

 
派發日期： 
 

1. 中一新生註冊日 
 

日期：7 月 28 日（星期四） 
地點：101 室 
時間：09:00-17:00 
對象：升中一新生 

 

2. 家長日 
 

日期：8 月 3 日（星期三） 
地點：美術室 
時間：09:00-13:00 
對象：現時就讀中一至中五的學生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第三十九期 
七月二十一日 



4. 「Aerial  Photography 航空拍攝及錄像製作  課程  
航空拍攝在商業及社會上應用日趨廣泛，如政府部門、傳媒和建築測量等，都大量使用航拍
於日常運作上。航拍更成為電影、電視、廣告等拍攝的必備技術。為了讓同學增加航空拍攝
及錄像製作的認識和掌握相關的技巧，故學校聘請了卓師教育有限公司的專業航拍工作者教
授相關專業知識（如安全要求、相關法例）及無人機操作實踐。 
  
有關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18/8、19/8、22/8（三天） 
時間： 09：00-12：00、13：30-16：30 
地點： 本校 及 元朗南生圍(22/8 上午) 
名額： 20 位 (有航拍經驗或對拍攝有興趣的同學獲優先考慮。 

如報名人數超出上限，會以抽籤形式挑選同學) 
費用： 全免 (由教育局全方位學習津貼資助) 
服飾： 學校運動衫及長褲 
報名： 素描右圖 QR code 或查看學校內聯絡電郵內的連結  

截止日期為 7 月 26 日。 
備註： 1.    22/7 上午外出拍攝，地點為元朗南生圍，屆時學校會安排旅遊巴接送往

返學校。 
2.    自備三天的午膳費用。 
3.    學校會提供相關器材。 
4.    符合課程要求及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將獲頒發證書。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 24077440 與鄧智強老師查詢。 

 

5. 英文校園記者於香港電台第三台  Open Space, Common Room 分享  

本校四名英文校園記者(1D 班梁恩樂，3A 班馮子康，4A 班韓雨澂，5B 黃俊嘉) 於
香港電台第三台(AM567)的節目 Open Space, Common Room 上分享他們在本校當校園
小記者的經驗。各位可到以下網址或掃描 QR code 重溫。 
 
https://www.rthk.hk/radio/radio3/programme/common_room/episode/827149 (由 09:30 至 21:00) 

 

6. 信望愛堂活動  
信望愛堂下學年(22-23 年度)的青苗計劃第一期(9-12 月)現開始接受報名。除了成長小組外，
升中三學生可選擇參與興趣小組或由馬可賓校友教授的小組補習班(預備同學升高中)。如有疑
問，歡迎家長致電 24555558 或 whatsapp97756526 向關惠如姑娘查詢。截止報名日期為 31/7。 

 

 
  

https://www.rthk.hk/radio/radio3/programme/common_room/episode/827149


7. 2021-2022 年度學生會舊書售賣活動  

為了給予同學一個舊書買賣的平台，學生會 Sparkle暉映將會於 7月下旬進行舊書售賣活動。
此次舊書買賣只限教科書及參考書，而所訂之書價乃由同學自行決定，學生會建議同學可以
書本的六折作書價。以下日期為進行收書及舊書售賣活動之日程，煩請有意參與的同學及家
長可注意。若有疑問，可致電本校聯絡黃靄玲老師。 

 
內容 日期 時間 對象 備註 

填寫 
出售表格 

15/7-
21//7 

21/7 2000 
截止填寫
GOOGLE 
FORM 

所有學生 

-會以 GOOGLE FORM 形式填寫出售表
格（同學須用學校 email 登入） 

-只限教科書及參考書 
-書單張貼於學生會壁報版及 IG 
@mkp.sparkle 

收書 
22/7 1600-1700 

所有學生 
-地點：美術室 
-即時檢查書本，雙方簽名 

25/7 1230-1400 

整理 26/7-
28/7 // // 

內部整理工作 
-書本及編號總表 
-每書本之編號及標價 
-分年級及科目排列 

售賣 

3/8 0900-1400 
家長日 所有學生 

-地點：美術室 
-開單 

4/8 0900-1400 

28/7 0900-1200 (主要)來年 
中一同學 

處理款項
及書本 8/8 1030-1200 

1400-1530 出售書本的學生 -賣方需即時檢查及簽收 

 

  



*為有關參與學生適用。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回校時間表（2021-2022） 

 

更新版 21/07/22 

 

日期 
學生回校時間 

(包括集隊時間) 
活動內容 回校級別 備註/其他活動 

18/7 
(一) 

8:03am-3:35pm 中一、二級對卷日 

按級別 

1. 各級對卷日，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

冊回校。 

2. 15/7 Career Live_5CD 職業體驗遊戲 

1:00-6:00pm 
3. *18/7 四社及學生會領袖訓練日

(10:00-12:00pm) 
4. *21/7 才藝表演綵排(3:45-5:45 pm) 

5. *22/7 中三茨冠禮綵排(3:45-

4:30pm) 
6. *16/7、23/7 十字路義工服務

(10:00-5:00pm) 

19/7 
(二) 

8:03am-3:35pm 中三、四、五級對卷日 

20/7 
(三) 

8:03am-3:35pm 中一、二級對卷日 

21/7 
(四) 

8:03am-3:35pm 中三、四、五級對卷日 

22/7 
(五) 

8:03am-3:35pm 中三、四、五級對卷日 

25/7 
(一) 

8:03am-10:00am 
中一二三級：班主任時間(1)

 

中四五級：社際問答比賽 
全校 

1. *中四物理科參觀(1:30-5:00pm) 

10:30am-12:00pm 
中一二三級：社際問答比賽 

中四五級：班主任節時間(1) 

12:30pm-1:30pm 中三級：茨冠禮 中三 

26/7 
(二) 

8:03am-10:00am 
10:30am-12:00pm 

中二級：體動樂(MVPA 60)取消 

中四及中五級：才藝表演 

中二 

中四五 

1. 中二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

上衣及體育服長褲回校參與活動。 

2. 中五級學生分組會見班主任 

(學生按班主任編排時間回校) 
9:00-10:15am 及 12:15-1:15pm 

3. *圖書館購書團 1:00-5:00pm 

27/7 
(三)  

8:45am-1:00pm 中一級：STEM 活動 中一 
1. 中一及中二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

服短袖上衣及體育服長褲回校參與

活動。 

2. Career Live_5AB 職業體驗遊戲 1:00-

6:00pm 
2:15pm-6:00pm 中二級：STEM 活動 中二 

28/7 
(四) 

中一新生註冊日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29/7 
(五) 

10:00am-11:30am 中四生涯生活咭(課室) *英文新聞主播訓練(10:00-12:00pm) 

01/8 
(一) 

/ 
教職員會議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英文新聞主播訓練(10:00-12:00pm) 

02/8 
(二) 

8:15am-12:30pm 中三級：STEM 活動 中三 
1. 中三學生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短袖

上衣及體育服長褲回校參與活動。 

03/8 
(三) 

家長日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並按預約時間與家長一同出席。 

04/8 
(四) 

2:30pm-5:30pm 
中四級： 

服務學習中一新生活動 
中四 

1. *初中結業禮綵排(9:00-10:30am) 

2. *高中結業禮綵排(10:45-12:00pm) 

05/8 
(五) 

8:03am-10:00am 
中四五級：班主任時間 (2) 

中一二三級：初中結業禮 
各級 

 

10:30am-12:00pm 
中四五級：高中結業禮 

中一二三級：班主任時間(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