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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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全世界不同地方都經歷大大小小的天災，香港之前也受到颱風「山竹」的吹襲，經歷了
一次大規模的破壞；而上星期日本及印尼也分別經歷了颱風吹襲及地震、海嘯的影響，讓我們也為
這些地區的災民禱告，也盼望不同的救援組織能提供及時的協助。 

 

天災是自然界的力量，雖然我們的科技日益進步，但仍然未能完全抵禦自然界巨大的破壞力量。
教育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提升我們的認知能力，在危險臨到前盡力保護自己及身邊的人，例如在天
氣惡劣下留在家中；平時檢查好家居設備及周邊範圍的安全情況等等，這些都是社會進步的指標。 

 

天災的破壞其實更多出現於環境變化之後，因為各種基本設備、衛生及協調能力都受到影響，
救災、通訊及復原的效率也受到挑戰。因此跨地區甚至國家的救援工作在現代社會變得更加重要，
這也體現了人類守望相助的重要性；因此如有機會能認識更多國際性救援組織的運作也是一件值得
的事。我們也要更加珍惜自己身處的環境、學習的機會及各種資源，因為每一件看似簡單的東西原
來也是恩典，得來不易！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互選  

承蒙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參與，使本屆 2018/19 年
度家校協作委員會家長委員得以順利產生。本年度（第十六屆）的十一位家長委員於 9 月 28 日
舉行家校委員會互選後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靈育 康樂 總務 聯絡 執委 
周偉文 
先生 

陳玉娟
女士 

張雯茵
女士 

柯麗娟
女士 

陳慧嫻
女士 

李楚楚
女士 

田紅星
女士 

李文菊
女士 

冼細妹女士、林娜女士、
李欣歡女士 

 

感謝各家長委員的積極支持和參與。 
 

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明天(5/10)將派發十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0 月 8 日至 12 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同
學請到小食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
有查詢，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3. 派發「參與及捐助「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通告  

今天將派發「參與及捐助「蕉夫@大埔」競技慈善賽暨嘉年華」通告及單張，敬請家長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十月四日 

第六期 
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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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報》高中生多元升學資訊日 2018（中四至中六級適用）  
為協助學生掌握全面及實用的選科資訊，《明報》將舉辦「高中生多元升學資訊日 2018」，屆時
邀請升學專家即場講解選科須知、技巧及策略，助考生報讀心儀學系。同學並設有本地及海外
院校即場諮詢服務，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 
時間：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香港康得思酒店（舊稱香港旺角朗豪酒店）九龍旺角上海街 555 號 
 

講座焦點內容： 
1.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與技巧 2. 海外留學 3. 中大工程系選科 4. 英文及數學科應試技巧 
 

請有興趣的家長及同學，自行網上報名（http://link.mingpao.com/55594.htm），費用全免，截止
日期為 10 月 29 日（一）。如有問題，可聯絡陳豪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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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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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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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文大學 20/10/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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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 27/10/2018（六） 

香港大學 3/1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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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8. 制服隊伍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5/7/2018 
3B 朱卓琳 

香港聖約翰

救傷隊 

少青團 個人比賽  

2018 

家居護理初級組 全場總冠軍 
新界區冠軍 

5B 彭詠萱 家居護理高級組 新界區亞軍 

23/9/2018 

馬可賓混合見習支隊 
新界少青團 隊際比賽 

2018 

— 小組總亞軍 

3B 鄧伊婷、4B 林慧蕎 家居護理 小組冠軍 
3A 余嘉琪、3B 黃煒棋 

4D 許樂琳 
急救比賽 小組亞軍 

 

http://link.mingpao.com/55594.htm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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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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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