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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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們順利舉行了陸運會，其實無論是星期一或星期二的停課，球場的破壞程度或星期三、
四當天的天氣變化，也可以令到我們今年不能舉行陸運會，所以每個學習或活動背後都有更深入的
意義讓我們感恩及反思。 
 

    陸運會不是必然會發生或順利舉行，正如我們所經歷或擁有的也不是必然的東西，這需要上帝
的恩典及各人的努力一同令事情實現，並且以最認真及優質的程度展現出來，這才是我們成長的方
向。今年的陸運會遇着眾多的變數，無論是同學的預備及綵排，工作人員的協調甚至籌備老師面對
的變化因素也實在太多，但感謝各老師及同學的辛勞，特別是體育課的老師，在各種的變數中也能
協調各項事情，令老師及同學享受一個難忘的陸運會。 
 

    今年的陸運會在九月中舉行，預期天氣會比較溫暖甚至熱一點。確實這兩天的陽光充沛，令各
人流汗的機會也多了。但這也是一個經歷，流汗本身就是我們身體機能的協調，令我們更健康。我
向同學分享，如果從生物及化學的角度來分析，汗水應是偏鹹味的；但是從成長的角度來看，這兩
天的汗水是甘甜的，因為各人的熱情投入，加上團體生活中的學習及關愛，成長就是甘甜的。 
 

    最後我以開學禮中的一句再伸述，這兩天我們經歷的可能是勝利，可能是學習，但更是享受生
命中的恩典，”Sometimes we win. Sometimes we learn. All the time, we enjo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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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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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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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一測驗安排  

‧ 本學年分為上下學期，每學期各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31/10（三）
至 2/11（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30/10（二）至 2/11（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中文
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的統測將於 1/11（四）及 2/11（五）進行，詳見下表。 

‧ 凡因病未能出席統測的學生，家長須於早上 7 時 45 分前致電回校告假，並須有家長信及醫生
紙証明。同時，請於即日聯絡校務處辦理補測手續（除病假及有醫生紙証明外，其他原因一
概不設補測）。教務組與科任老師會商討該生補測分數之計算方法。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該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平時分佔全年總分 30%，而統測的比重
會由各科自行決定。 

‧ 統測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正常上課日相同，中六級會如常上課，其他級別統測完結後便會
放學，各科統測的詳細範圍由科任老師向學生講解。  

‧ 27/10 至 1/11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然而，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
習習慣，切勿抱臨渴掘井的錯誤學習態度，故請家長督促貴子弟提早溫習，預備統測。  

‧ 盼望同學在統測前好好準備，爭取佳績，並透過統測，檢視自己的學業情況及為之後的學習
作更佳部署。  

統測時間表如下：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 
 31/10 Day E (三) 1/11 (四) 2/11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英文寫作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歷史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11:20~11:45 ─ ─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普通話 30 分鐘 (11:55~12:25) ─ ─ 

中 
二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地理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50 分鐘 

(10:20~11:10) 
小息 ─ 11:20~11:45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通識 45 分鐘 (11:55~12:4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普通話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30/10 Day D(二) 31/10 Day E(三) 1/11 (四) 2/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5 分鐘 
(08:45~09:4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09:40~10:0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45 分鐘 
(10:15~11:0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普通話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11:05~11:30 11:00~11:25 ─ 10:50~11:15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25~11:35) 

通識  45 分鐘 
(11:35~12:20) 

─ 
預備及派卷(11:15~11:25) 

企會財 30 分鐘 
(11:25~11:55) 

 

中
四
級 

 1/11 (四) 2/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小息 10:15~10:40 10:00~10:2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10:35-11:35) 

中
五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2 小時 (08:45-10: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45~11:1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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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紅十字會 1004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10 月 4 日（下周四）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9:45a.m.-3:0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4. 預防流行性感冒四價疫苗注射  

每年秋冬，便是香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患病人數大增。預防流感除增強個人抵抗力、保持空
氣流通及注意個人環境衛生外，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亦是有效的方法。 
本校今年度安排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團體優惠價為本校師生及家人注射四價預防流
行性感冒疫苗。安排如下： 
 

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 45 分(實際時間或因人數而有所更改)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費用：每針港幣$135（是次活動未有參與衞生署資助計劃，如有需要，請聯絡閣下的家庭醫生） 
備註：如因事未能於當天注射疫苗，將會獲發「補打券」，「補打券」將於 11 月中派發。學生及

家長亦可購買「補打券」，每券$135。 
 

參加辦法：請填寫今期《家書》回條，並列明注射疫苗人數，然後於 9 月 27 日（星期四）前交
回校務處羅小姐(暫時毋須繳交款項)。學校稍後將派發「同意書」予各位參加者，敬請填寫該「同
意書」後連同款項於 10 月 2 日（星期二）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李婉媚
老師。 
 

5. 有關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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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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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
徒都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
萬化的世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周日青少年聚會(地點：馬可賓中學) 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青少年團契 

(中午 12:35-13:45)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7. 「清潔龍阿德」臉書專頁之 “滅蚊防鼠 ”帖文圖畫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食物環境衞生署主辦「清潔龍阿德」臉書專頁之“滅蚊防鼠”帖文圖畫創作比賽，透過臉書帖文圖
畫創作活動，提高學生對滅蚊防鼠的知識，並鼓勵學生積極實踐滅蚊防鼠的預防措施。中一至中
三級學生均可參加。這比賽設冠軍、亞軍、季軍三個獎項及優異獎五名，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
請與周錦慧老師聯絡。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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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史科活動  

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的「第八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現正接受報名，本
年度的主題是「香港民生行業變！變！變！」，分為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
六），歡迎同學報名參加是項比賽，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龎敏媚老師聯絡，截止日期：10 月 9 日。 

 

9.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陳琬昕校友（2017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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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018 (星期四)   派發日期：9/1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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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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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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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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簽署：           
二零一八年九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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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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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參加者適用】（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敬覆者：本人同意以下人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包括： 

 學生本人（$135） 

 家屬  3-17 歲_______位（$135） 

  18-64 歲_______位（$135） 

  補打券_______張（$135） 

合共港幣_______元。（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___月_____日 

編號：18/19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五期 

2/10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編號：17/18年度九月份（家訊）第五期 

請於 2/10前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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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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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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十一人，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十一位家長的資料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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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向該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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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細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田盛源(F.1D)  
期望：1. 能為家教會的工作效勞 

2. 對學校的工作更多認識和了解 
3. 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與各

位家長建立支持的系統 

 
家長委員姓名：張雯茵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陸暐謙(F.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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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
長。  

 
家長委員姓名：林娜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文俊人(F.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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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嫻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陳宇謙(F.3C)  
期望：能夠為學校服務，作出有價值

的貢獻，並在學校與學生之間
作出協調和幫助，亦希望使家
校會運作能夠暢順。 

 
家長委員姓名：柯麗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溫浩洋(F.3C) 
期望：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

為家長提供不同途徑來了解孩子
的學習環境及校園生活，盡力協
助策劃及舉辦各類活動，以增加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家長委員姓名：李文菊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柯茵浠(F.4A) 
期望：加強學生、老師和家長的彼此尊

重，互相建立一個不斷學習的群
體，以身作則，為子女樹立良好
的榜樣，並以愛心服務學校，幫
助學生。 

 
家長委員姓名：李欣歡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麥浩然(F.4B) 
期望：能與來屆家委共同努力，同心協

作做好每一項工作，謝謝！ 

 
家長委員姓名：周偉文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周善盈(F.4C) 
期望：透過溝通互信，加強家校合作，

共凝教育合力。 

 
家長委員姓名：陳玉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盧芍霖(F.6A)  
期望：藉着過去五年在家校會義工團隊

的工作經驗及來屆各委員的群
策群力，務使來年家校會會務蒸
蒸日上。 

  
家長委員姓名：田紅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劉嘉宜(F.6C)   
期望：透過與其他家長合作，獻出自己

的一分力，團結起馬可賓其他家
長的力量，除了陪伴我們的子女
一起渡過他們在學校中的重要
時刻，更可以作為學校與家長溝
通的一道橋樑，亦能更了解子女
在學校學習的環境及情況。 

 
家長委員姓名：李楚楚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胡俊賢(F.6D)  
期望：不知不覺孩子已經是中六學生，

也是我最後一年為學校服務，希
望今年能夠參與更多不同義工
服務，和更多老師、家長接觸和
交流。為自己和孩子留快樂和難
忘的畢業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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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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們順利舉行了陸運會，其實無論是星期一或星期二的停課，球場的破壞程度或星期三、
四當天的天氣變化，也可以令到我們今年不能舉行陸運會，所以每個學習或活動背後都有更深入的
意義讓我們感恩及反思。 
 

    陸運會不是必然會發生或順利舉行，正如我們所經歷或擁有的也不是必然的東西，這需要上帝
的恩典及各人的努力一同令事情實現，並且以最認真及優質的程度展現出來，這才是我們成長的方
向。今年的陸運會遇着眾多的變數，無論是同學的預備及綵排，工作人員的協調甚至籌備老師面對
的變化因素也實在太多，但感謝各老師及同學的辛勞，特別是體育課的老師，在各種的變數中也能
協調各項事情，令老師及同學享受一個難忘的陸運會。 
 

    今年的陸運會在九月中舉行，預期天氣會比較溫暖甚至熱一點。確實這兩天的陽光充沛，令各
人流汗的機會也多了。但這也是一個經歷，流汗本身就是我們身體機能的協調，令我們更健康。我
向同學分享，如果從生物及化學的角度來分析，汗水應是偏鹹味的；但是從成長的角度來看，這兩
天的汗水是甘甜的，因為各人的熱情投入，加上團體生活中的學習及關愛，成長就是甘甜的。 
 

    最後我以開學禮中的一句再伸述，這兩天我們經歷的可能是勝利，可能是學習，但更是享受生
命中的恩典，”Sometimes we win. Sometimes we learn. All the time, we enjoy life.”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預防流行性感冒四價疫苗注射  

每年秋冬，便是香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患病人數大增。預防流感除增強個人抵抗力、保持空
氣流通及注意個人環境衛生外，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亦是有效的方法。 
本校今年度安排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團體優惠價為本校師生及家人注射四價預防流
行性感冒疫苗。安排如下： 
 

日期：201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11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 45 分(實際時間或因人數而有所更改)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費用：每針港幣$135（是次活動未有參與衞生署資助計劃，如有需要，請聯絡閣下的家庭醫生） 
備註：如因事未能於當天注射疫苗，將會獲發「補打券」，「補打券」將於 11 月中派發。學生及

家長亦可購買「補打券」，每券$135。 
 

參加辦法：請填寫今期《家書》回條，並列明注射疫苗人數，然後於 9 月 27 日（星期四）前交
回校務處羅小姐(暫時毋須繳交款項)。學校稍後將派發「同意書」予各位參加者，敬請填寫該「同
意書」後連同款項於 10 月 2 日（星期二）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李婉媚
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五期 
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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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統一測驗安排  

‧ 本學年分為上下學期，每學期各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31/10（三）
至 2/11（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30/10（二）至 2/11（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中文
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的統測將於 1/11（四）及 2/11（五）進行，詳見下表。 

‧ 凡因病未能出席統測的學生，家長須於早上 7 時 45 分前致電回校告假，並須有家長信及醫生
紙証明。同時，請於即日聯絡校務處辦理補測手續（除病假及有醫生紙証明外，其他原因一
概不設補測）。教務組與科任老師會商討該生補測分數之計算方法。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該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平時分佔全年總分 30%，而統測的比重
會由各科自行決定。 

‧ 統測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正常上課日相同，中六級會如常上課，其他級別統測完結後便會
放學，各科統測的詳細範圍由科任老師向學生講解。  

‧ 27/10 至 1/11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然而，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
習習慣，切勿抱臨渴掘井的錯誤學習態度，故請家長督促貴子弟提早溫習，預備統測。  

‧ 盼望同學在統測前好好準備，爭取佳績，並透過統測，檢視自己的學業情況及為之後的學習
作更佳部署。  

統測時間表如下：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 
 31/10 Day E (三) 1/11 (四) 2/11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英文寫作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歷史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11:20~11:45 ─ ─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普通話 30 分鐘 (11:55~12:25) ─ ─ 

中 
二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地理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50 分鐘 

(10:20~11:10) 
小息 ─ 11:20~11:45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通識 45 分鐘 (11:55~12:4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普通話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30/10 Day D(二) 31/10 Day E(三) 1/11 (四) 2/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5 分鐘 
(08:45~09:4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09:40~10:0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45 分鐘 
(10:15~11:0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普通話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11:05~11:30 11:00~11:25 ─ 10:50~11:15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25~11:35) 

通識  45 分鐘 
(11:35~12:20) 

─ 
預備及派卷(11:15~11:25) 

企會財 30 分鐘 
(11:25~11:55) 

 

中
四
級 

 1/11 (四) 2/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小息 10:15~10:40 10:00~10:2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10:35-11:35) 

中
五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2 小時 (08:45-10: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45~11:1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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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派發中六級第一次畢業試通告（中六級適用）  

本學年中六級畢業試將分兩次舉行，今天派發了第一次畢業試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內
容， 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4. 2019 年香港中學文憑報考安排（中六級適用）  

本校將於 28/9 (五)開始派發報考資料表給學生核對，學生核對後須簽名作實，並自行將副本保
存。由於立法會已於 2018-19 年度批出撥款為參加 2019 年文憑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故
家長不用繳交考試費。惟考生如需報考後要更改科目，便需要繳付附加費 258 元。故此，報考
資料如有任何更改，必須於 4/10 (四)或之前聯絡校務處李彰言先生，否則相關附加費將由考生
繳付，敬請留意。 

 

5.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及中一家長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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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下： 
 

日期：10 月 12 日(五) 
時間：7:00p.m. – 9:30p.m.（薄備茶點招待）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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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香港紅十字會 1004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10 月 4 日（下周四）舉行捐血日，歡迎 16 歲或以上的同學及家長參與，時間為
9:45a.m.-3:0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7. 有關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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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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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伙伴教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簡介  

恩友堂是一間持守基督信仰，並以聖經為信徒最高的信仰和生活原則的教會。我們祈盼每位信
徒都被建立和栽培，活出基督的樣式，並建立下一代對上帝存信靠與順服的心，共同在這千變
萬化的世代，見證基督，拓展上帝的國度。如聖經所說：「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身體。」（《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聚會時間表 

周日青少年聚會(地點：馬可賓中學) 崇拜(地點:馬可賓中學) 

青少年團契 

(中午 12:35-13:45) 

1) 周六晚堂(晚上 6:45-8:00) 
2) 周日早堂(上午 9:15-10:30) 
3) 周日午堂(上午 11:00-12:30) 

(聖餐：每月第一個主日及周六)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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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潔龍阿德」臉書專頁之 “滅蚊防鼠 ”帖文圖畫創作比賽（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食物環境衞生署主辦「清潔龍阿德」臉書專頁之“滅蚊防鼠”帖文圖畫創作比賽，透過臉書帖文圖
畫創作活動，提高學生對滅蚊防鼠的知識，並鼓勵學生積極實踐滅蚊防鼠的預防措施。中一至中
三級學生均可參加。這比賽設冠軍、亞軍、季軍三個獎項及優異獎五名，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
請與周錦慧老師聯絡。 

 
10. 校友獲獎學金  

本校舊生陳琬昕校友（2017 年中六畢業）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獎學金，謹此恭賀校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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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科技大學 29/9/2018（六） 香港大學 3/11/2018（六） 

香港理工大學 6/10/2018（六） 
酒店及旅遊學院/中華廚
藝學院/國際廚藝學院 

(薄扶林) 

1-2/11/2018
（四、五）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3/10/2018（六）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李惠利、黃克競、 
摩理臣山、沙田、青衣) 

23-24/11/2018 
(五、六) 

香港中文大學 20/10/2018（六）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柴灣、葵涌、觀塘、屯門) 

30/11-1/12/2018 
(五、六)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27/10/2018（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12.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中四及中五級適用）  

本校將參與由廉政公署主辦的「高中 i Teen 領袖」計劃（2018/19），活動包括：i Teen 領袖培訓
工作坊及由同學在校自行策劃的倡廉活動。歡迎中四、中五同學參加，名額 10 位，如有興趣的
同學，請與龎敏媚老師聯絡，截止日期：10 月 2 日。 

 

13. 歷史科活動  

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的「第八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現正接受報名，本
年度的主題是「香港民生行業變！變！變！」，分為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至中
六），歡迎同學報名參加是項比賽，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龎敏媚老師聯絡，截止日期：10 月 9 日。 

 

14. 「誰說要讀設計？」理工大學教育資訊日（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將舉辦家長講座，協助家長更明白大學課程內容，收生安排及發展前景。屆時亦有升
學諮詢攤位及其他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0 月 6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創新樓 12 樓 V1201 室 

語言：粵語輔以英語；問答環節則以粵語或英語進行 

留座：bit.ly/2C9lg9s（自行網上報名） 

 

如有問題可聯絡陳豪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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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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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018 (星期四)   派發日期：9/1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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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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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參加者適用】（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敬覆者：本人同意以下人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包括： 

 學生本人（$135） 

 家屬  3-17 歲_______位（$135） 

  18-64 歲_______位（$135） 

  補打券_______張（$135）合共港幣_______元。（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八年___月_____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編號：18/19 年度九月份（家書）第五期 

2/10 前交回校務處羅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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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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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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有十一人，由於人數不超過十二人，故不需要進行投票。以下是該十一位家長的資料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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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向該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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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細妹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田盛源(F.1D)  
期望：1. 能為家教會的工作效勞 

2. 對學校的工作更多認識和了解 
3. 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與各

位家長建立支持的系統 

 
家長委員姓名：張雯茵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陸暐謙(F.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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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
長。  

 
家長委員姓名：林娜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文俊人(F.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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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嫻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陳宇謙(F.3C)  
期望：能夠為學校服務，作出有價值

的貢獻，並在學校與學生之間
作出協調和幫助，亦希望使家
校會運作能夠暢順。 

 
家長委員姓名：柯麗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溫浩洋(F.3C) 
期望：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的橋樑，

為家長提供不同途徑來了解孩子
的學習環境及校園生活，盡力協
助策劃及舉辦各類活動，以增加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家長委員姓名：李文菊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柯茵浠(F.4A) 
期望：加強學生、老師和家長的彼此尊

重，互相建立一個不斷學習的群
體，以身作則，為子女樹立良好
的榜樣，並以愛心服務學校，幫
助學生。 

 
家長委員姓名：李欣歡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麥浩然(F.4B) 
期望：能與來屆家委共同努力，同心協

作做好每一項工作，謝謝！ 

 
家長委員姓名：周偉文先生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周善盈(F.4C) 
期望：透過溝通互信，加強家校合作，

共凝教育合力。 

 
家長委員姓名：陳玉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盧芍霖(F.6A)  
期望：藉着過去五年在家校會義工團隊

的工作經驗及來屆各委員的群
策群力，務使來年家校會會務蒸
蒸日上。 

  
家長委員姓名：田紅星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劉嘉宜(F.6C)   
期望：透過與其他家長合作，獻出自己

的一分力，團結起馬可賓其他家
長的力量，除了陪伴我們的子女
一起渡過他們在學校中的重要
時刻，更可以作為學校與家長溝
通的一道橋樑，亦能更了解子女
在學校學習的環境及情況。 

 
家長委員姓名：李楚楚女士 
家長委員子女姓名：胡俊賢(F.6D)  
期望：不知不覺孩子已經是中六學生，

也是我最後一年為學校服務，希
望今年能夠參與更多不同義工
服務，和更多老師、家長接觸和
交流。為自己和孩子留快樂和難
忘的畢業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