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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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各家長出席上星期的「上學期學業成績頒獎典禮」，有家長向我表示特別欣賞「馬可賓
2000」的獎項，因它支持及鼓勵同學保持積極的態度，力求上進。人生確實是一場馬拉松比賽，毅
力與堅持是基礎，態度是向前的動力。 

 

在高中頒獎禮中，我們很高興邀請了基督教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太平紳士作主禮嘉賓。
紀博士分享了聖經傳道書中易趣(easy pleasure)及難趣(hard pleasure)的分別，前者是容易獲得卻不
持久及帶來深度，而後者卻是經歷艱難才能獲得，卻又帶來長遠愉悅及果效。學習及成長往往是難
趣，但卻一生受用，紀博士勉勵同學要堅毅不屈，才能享受難趣之樂。 

 

另外，在初中頒獎典禮中，得蒙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校夥伴計劃總監趙建豐博士作主禮嘉賓。
趙博士分享了科技、工程及數學範疇(STEM)在未來的角色，勉勵同學多作準備，提升自己的解難、創
意、協作及明辨思維各方面的能力。 

 

成長是奇妙的旅程，有苦有樂，但當中總充滿很多喜悅及樂趣。 
 

我們亦於 1/3 順利舉行家校聯歡晚會，禮堂筵開 23 席，師生、教職員、工友和家長一起共渡歡
樂的晚上，共證主恩，在此再一次感謝家校會為我們當晚預備了豐富的表演節目（表演者包括家長、
學生及老師）及抽獎。家校合作令校園生活更多姿多彩，為此我們感恩。 
 

 

今期家書還有後頁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消息  

現任主席周偉文先生因家庭移民需要，已向學校請辭主席一職，於三月八日生效。根據會章指引，
本年三月八日起將由副主席陳玉娟女士擔任主席一職，直至本屆任期完結。在此感謝周先生一直
為家校會盡心服務，帶領家校會會務發展。 

 
2. 《 2018/19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本校今天將會派發家長校董選票予學生，家長可透過子女明天(8/3)交回學校，或親身交回校務處
投票箱。 
 

3.  香港紅十字會 312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3 月 12 日（下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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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大學少年英才科學院舉辦暑期科學資優課程 2019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一連串暑期科學資優課程，包括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醫學，詳情可以 QR code 瀏覽網頁。如有查詢可
聯絡廖美璍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  

 

第二十六期 
三月七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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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下學期統測將於 27/3（三）

至 29/3（五）進行，中三級的 統測將於 26/3（二）至 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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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四）及 29/3（五）進行，詳見下表。 

‧ 如因暴雨或颱風影響，教育局宣佈停課，該科的統測日期將會另行通知。（不會順延翌日統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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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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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3 至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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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統測時間表 
 27/3 Day E(三) 28/3 (四) 29/3 (五) 

中 
一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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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10:00-10:2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中史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45 分鐘 

(10:20~11:05)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小息 ── 11:05~11:30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普通話 30 分鐘  
(11:40~12:10) 

── 

中 
二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0 分鐘 

(8:45~9:3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9:35-10:0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 
(10:35~11:3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10~10:5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10:20~11:35) 
小息 ── 10:55~11:20 11:35~12:00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20~11:30) 

歷史 45 分鐘 
(11:30~12:15)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中
三
級 

 26/3 Day D(二) 27/3 Day E(三) 28/3 (四) 29/3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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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10:00) 

預備及派卷(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08:35~08:45) 
英文寫作 55 分鐘 

(8:45~9:4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9:40-10:05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 
(10:35~11:35)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普通話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物理 30 分鐘 
(10:15~10:4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地理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 11:05~11:30 10:45~11:10 11:05~11:30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11:30~11:40) 

生物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11:10~11:20) 
化學 30 分鐘 
(11:20~11:50)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經濟 30 分鐘 
(11:40~12:10) 

 

中
四
級 

 28/3 (四) 29/3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1 小時 45 分鐘 (8:45~10:30) 
小息 10:15-10:40 10:30-10:5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55~11:05)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1:05~12:35) 

中
五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 2 小時 (8:45~10: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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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香港城市大學獸醫暑期體驗課程（中五級適用）  

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將於本年七月舉辦「獸醫暑期體驗課程」，目的讓有
意將修讀獸醫學士課程的同學對該學科有更多的了解及體驗，及早規劃升學出路，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星期一至五） 
內容：大學課程、實習（照顧不同動物）及場地考察等 
申請要求：(1) 有意修讀獸醫學士課程；及 

 (2) 英文、數學、化學及生物科成績優異 
費用：全免（由城大全額津貼所有活動費用） 
名額：本校可推薦最多 2 位學生 
 

如有意申請是次體驗活動，請於 3 月 14 日前聯絡關家欣老師或陳豪軒老師。 
 

7.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學系體驗工作坊（中四至五級適用）  

香港城市大學英文學系將舉辦體驗工作坊，讓中學生有機會了解城大英文系大學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2019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楊建文學術樓 B5-309 室 
費用：全免 
名額：10 位學生 
網頁：https://www.cityu.edu.hk/provost/cityutaster/file/poster/05.pdf 

http://www.cityu.edu.hk/en/ 

報名：於 3 月 14 日或之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如有查詢，可與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8. 全城導讀比賽 2019 (中學組 )  

香港青年協會致力推動閱讀，為進一步提高年青人閱讀興趣，青協將推出「全城導讀比賽 2019」，
讓參加者以聲音配合畫面演繹書本文字內容，從而提高參加者的演說及表達技巧，增進閱讀趣味。 
比賽分為小學組及中學組，參加者可從合適書本內，揀選特定章節，以書面語說書形式真人朗讀，
並配合畫面及文字，制作成導讀短片，藉以表達書本內容，中英文不限。書籍選材，可選取青協
出版書籍、個人原創文章或開放版權之書籍。參加學生每位收取$50 行政費，詳情請參考 : 
https://m21.hk/audiobook/ 

 

報名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4 月 9 日，如有查詢，可聯絡圖書館鄭佩殷老師。 

 

9.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4/2/2019 2C 游啓之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陸上兩項鐵人聯賽 男子 2004 年組 冠軍  

27/2/2019 
3B 周子鑫、3C 羅樂軒 
3D 鄭栩揚、4D 程衍錕 聖公會蒙恩小學 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3/3/2019 
5A 古嘉欣、5B 何詠茵 
5B 鄧詠詩、5B 陳海琳 

5B 仇泳銣 
快活谷扶輪社 扶輪健康教育問答比賽 - 亞軍 

 

5/3/2019 

6C 張慧淇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 
 

優異獎  

5B 文詩靈 優異獎 
 

2D 譚梓諾 優異獎 
 

 

 

 

https://www.cityu.edu.hk/provost/cityutaster/file/poster/05.pdf
http://www.cityu.edu.hk/en/
https://m21.hk/audio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