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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家書】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上周末是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收生面試日，中五級各班、學生團契及關懷長者大使等亦參與了
服務學習愛心義賣活動，各同學都用心籌備及落力參與當中，透過這次活動我們為樂施會、無國界
醫生、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及支持社區長者服務籌募善款，培育本校學生僕人領袖才能。 

 

義務服務除了能擴闊眼界，學懂珍惜及感恩外，更是令自己醒察的一個好機會，馬太福音記載
耶穌基督的教導，在行善時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是要我們保持一顆單純的動機，不以其他
目的改變行善的意義，因為行善本身已是一個目的，共同創造一個更美麗的世界。 

 

當天很多家長都向我表示十分欣賞同學在校內及校外的表現，例如同學都待人有禮，在公共交
通工具上懂得禮讓及主動協助有需要的人士。我知道這都是各老師一直對同學的教導及提醒，才能
令同學持續表現出馬可賓人特質。在這轉變急速的世界中，同學更加要明白自律克己的重要，不要
沉迷於使用電子產品，希望各同學繼續努力，向入大學及達成自己的夢想努力。 

 

在此感謝各老師及同學的參與及支持，看見同學在當中的成長及學習而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各
同學繼續努力，立志「作鹽作光」。 

 

今期家書還有後頁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18/19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3 月 8 日進行投票，經過點票後，選舉結果如下： 
 

家長校董：陳燕芬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黃鳳鳴女士 
 

在此再次感謝兩位家長的無私奉獻。 
 

2. 四月份英語校外活動  —  Outback Steakhouse Visit (參觀 Outback Steakhouse) 
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一） 
集合時間︰2:30pm      活動時間︰3:00pm – 5:00pm 
集合地點︰荃灣港鐵站 A 出口   活動地點︰荃灣愉景新城 3 樓 Outback Steakhouse 
解散地點：荃灣愉景新城    解散時間︰5:00pm 
人數︰20 人 費用︰$20（學校已津貼$50） 
(若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申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交  通：自行前往，同學請自行支付交通費用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活動內容︰同學將會學習澳洲文化，餐桌禮儀，並用英文點餐。同學可品嚐 Outback Steakhouse
所提供的食品。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飾︰整齊夏季校服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當天下午 2 時後需要參加
制服團隊活動，將不能請假參與此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如有查詢，可聯絡王志傑
老師。 
 

校務處將於 2019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或之前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於當
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個上課天 201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交家長請假信給何智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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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  

第二十七期 
三月十四日 

http://www.makopan.edu.hk/Content/08_others/01_what_is_new/index.aspx?ct=latestNews&styleId=1#159


3. 仁愛堂第 8 大洲探索之旅 2019 –  馬達加斯加  

今年，仁愛堂將舉辦「仁愛堂第 8 大洲探索之旅 2019」，將環保教育的版圖拓展至全球第四大
島嶼、 憑獨特的生態系統而被生態學家美稱為「第 8 大洲」的馬達加斯加，讓熱愛環保的高中
生透過親身體驗， 學習有關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及全球暖化的密切關係，培育環保新力軍，
共同為保育地球出一分力。 

 
由全港 400 多間中學推薦的「環保大使」，經過甄選後將於 4 月至 7 月期間接受一連串由香港
大學策劃的環保訓練活動(活動詳情見附件。)，表現卓越的學生將有機會成為「考察大使」，於 8
月初到訪馬達加斯加進行環保考察。在香港大學資深生態導師帶領下，大使將踏足多個被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列為自然保護區的國家公園： 
 
 認識園內多達 20 多萬種的動植物，特別是全球獨有瀕危動物 – 狐猴的保育工作和面對

的挑戰； 
 深入保持侏羅紀時期獨特地貌的國家公園，探討生態系統及全球暖化的密切關係； 
 與保育組織及生態學者會面，了解當地獨特的生態系統、認識氣候變化及人類活動，包括

過度砍伐、非法盜獵及石油探勘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性影響。 
 透過與當地保育組織成員交流，了解世界及當地環保工作的趨勢及前景。 

 
回港後，大使將透過巡迴講座及媒體訪問，與學生及市民分享學習成果，宣揚環保訊息。 參加
費用全免，入圍參加者更將獲全數資助參加所有培訓活動。 

 
有興趣之同學可於明天 3 月 15 日聯絡鄧智強老師。有關詳情，請參閱下列附件及大會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yot.greenadventure/ 。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18 日(星
期一)。 



 
 



4.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座系列 2019 

VTC（職業訓練局）與香港青年協會今年將再度攜手合作，於 3 月至 4 月期間的星期六，舉辦《停
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座，特邀專家主講家長最關心的青少年課題，三場講座內容如下： 
 

親子語言技巧 兩代關係添色彩 
《「說」出好關係》 
主講：黃潔慧女士（演說訓練顧問） 
嘉賓：康子妮女士（名人家長） 
日期：3 月 23 日（六）下午 2:30-4:30 
地點：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長沙灣港鐵站 B 出口 

全方位升學資訊 伴子女規劃出路 
《DSE 家長學堂》 
主講：曾志滔先生（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席） 
日期：3 月 30 日（六）下午 2:30-4:30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地點：調景嶺港鐵站 A2 出口 

預視職場新趨勢 為未來發展定位 

《未來職場展望》 
主講：王俊喬先生（Linkedin 人才解決方案顧問） 
日期：4 月 13 日（六）下午 2:30-4:30 
地點：香港青年協會大廈演講廳（鰂魚涌港鐵站 C 出口） 

 
歡迎家長參加，費用全免 
網上登記：www.vtc.edu.hk/ero/talk 

（請於當日準時入座，座位將以先到先得形式安排） 

查詢：2836 1098 

 

http://www.vtc.edu.hk/ero/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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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