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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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期望能貢獻社會，令文明及生活進步，人類的生活更美滿及幸福，但這動力是來自甚麼呢？
原來是對知識的追步及掌握。 
 

人類比其他動物優勝，是因為他們有語言的能力及群體合作的優勢，所以我們的整體能力，例如運
用資源，分工合作，甚至居安思危的前瞻思維都比其他猛獸或動物高。因此我們能創造更有系統及文
明的生活。 
 

直到科學的出現，我們對世界運作的掌握更有系統，探索精神令人類不斷求真及求進步，所以我們
有更優質的生活及文明。 
 

以上的兩個重要突破皆來自我們對知識的追求及掌握，我們追求進步是基於我們的學問能力及刻苦
精神，所以青少年階段是離不開打好知識基礎，同學一定要專注於學業，才能有足能力追求更深的學
問，偉大的夢想總離不開知識、毅力及專注，往往花上數十年的功夫才有收獲。 
 

雖然教育制度往往與考試分不開，但無論如何它也是一個測試自己能力的途徑，令我們檢視自己不
足，從而自我改善。 
 

所以中學文憑試是一個挑戰，但在眾多有豐富經驗的老師與大家一同努力下，各同學一定能夠完成
大學夢！馬可賓的師兄師姊能做得到，我相信各同學也能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11/10（五）取消中一級家長晚會／家庭與學校合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之改期安排  

因社區情況不明朗及估計交通仍然未完全恢復，為顧家長的安全以及回家可能遇到困難，原定星
期五晚（11/10）舉行的中一級家長晚會將會取消。班主任將於下星期五前致電家長簡述學生在校
情況。 
 

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將延期至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一時三十分於本校
308 室舉行，敬請留意。謝謝！ 

 

2. 留意社區情況變化  

近日因應社會情況變化及衝突，請家長更留意及叮囑子女，大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時有機會觸發
不快或意外，甚或引至身心傷害及法律責任，故家長務必與子女保持密切溝通，學生也務必徵求
家長同意才考慮應否參與，並注意人身安全，遠離可能出現的混亂、危險及非法活動。讓我們一
起為社區及社會求平安及包容，從上帝而來的愛勉勵我們。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第七期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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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加坡交流團（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本校將於復活節假期舉辦新加坡交流團，希望透過實地研習，加深學生對新加坡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親身體驗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概況，並讓學生與當地學生文化交流，從而擴闊視野。 

 

是次交流團由本校歷史科及地理科合辦，並由捷旅海外遊學有限公司（Jetour）協辦，屬學習性質，
故參與同學須於旅途中進行考察及交流工作。完成旅程後，亦須完成相關課業，並於日後在早會或
週會上與同學分享學習經歷。 

 

有關交流團的詳情如下： 
舉行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至 4 月 11 日(星期六) (4 日 3 夜) 
交流地點：新加坡 
參加人數：36 人 
對  象：中一至中三學生 
團  費：港幣 9280 元* 

(包括機票、住宿、膳食、作業、交通、稅項、保險、領隊費、導遊費、所有景點入場
費、燃油附加費，但不包括航空公司臨時增加之燃油附加費或其他附加費用) 

（*團費原為 9280 元，由 19-20 學年開始，教育局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給學校，故是項活動已
獲部份津貼，故同學只需繳交 6500 元至 7000 元的團費。另家長如因家庭經濟需要，可具函為是
次活動另外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信件請交予活動負責老師。） 

 

航班安排：乘搭國泰或新加坡航空公司往返 
 

 

住宿安排：IBIS Bencoolen、Hotel Chancellor 或同級 
 

行程安排： 
第一天：香港新加坡 ～ 魚尾獅公園 ～ 濱海藝術中心 
第二天：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 URA 城市規劃館 ～ 牛車水文化區～ 學校交流 
第三天：SEA 海洋館～ 濱海灣公園（2 個冷室參觀） 
第四天：濱海堤壩  ～ 新生水中心 ～ 香港 

 

中一至中三同學，必須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表示是否有意參加。如報名人
數過多，會以抽簽決定。獲取錄的同學將於十一月接獲通知，並須於十二月開始分期繳交有關費用
及有效的旅遊證件副本。 

 

如對是次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龎敏媚老師。 
 

4. 各大專院校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有更多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不同資訊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大專院校 日期 大專院校 日期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9/10（六） 明愛專上學院 15/11、16/11
（五、六）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6/10（六） 香港恒生大學 16/11（六） 

香港科技大學 27/10（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2/11、23/11 
（五、六） 

香港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2/11（六） 珠海學院 23/11（六） 

東華學院 9/11（六） 香港中文大學 30/11（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詳情可見於各院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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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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30/10（三）至
1/11（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9/10（二）至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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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四）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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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 至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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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Day A (三)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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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寫作 45 分鐘 

(08:45~09:30)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0~09:5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數學 1 小時 (10:3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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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5~10:05)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00 11:20~11:45 10:35~11:00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預備及派卷 (11:00~11:10)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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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寫作 50 分鐘 

(08:45~09:3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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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30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29/10 Day E(二) 30/10 Day A(三)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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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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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5~11:10 11:05~11:30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45 分鐘 
(11: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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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四
級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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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15~10:40 10:15~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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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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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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期望能貢獻社會，令文明及生活進步，人類的生活更美滿及幸福，但這動力是來自甚麼呢？
原來是對知識的追步及掌握。 
 

人類比其他動物優勝，是因為他們有語言的能力及群體合作的優勢，所以我們的整體能力，例如運
用資源，分工合作，甚至居安思危的前瞻思維都比其他猛獸或動物高。因此我們能創造更有系統及文
明的生活。 
 

直到科學的出現，我們對世界運作的掌握更有系統，探索精神令人類不斷求真及求進步，所以我們
有更優質的生活及文明。 
 

以上的兩個重要突破皆來自我們對知識的追求及掌握，我們追求進步是基於我們的學問能力及刻苦
精神，所以青少年階段是離不開打好知識基礎，同學一定要專注於學業，才能有足能力追求更深的學
問，偉大的夢想總離不開知識、毅力及專注，往往花上數十年的功夫才有收獲。 
 

雖然教育制度往往與考試分不開，但無論如何它也是一個測試自己能力的途徑，令我們檢視自己不
足，從而自我改善。 
 

所以中學文憑試是一個挑戰，但在眾多有豐富經驗的老師與大家一同努力下，各同學一定能夠完成
大學夢！馬可賓的師兄師姊能做得到，我相信各同學也能向自己的目標進發！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11/10（五）家庭與學校合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之改期安排  

因社區情況不明朗及估計交通仍然未完全恢復，為顧家長的安全以及回家可能遇到困難，原定星
期五晚（11/10）舉行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將延期至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一）下
午一時三十分於本校 308 室舉行，敬請留意。謝謝！ 

 

2. 留意社區情況變化  

近日因應社會情況變化及衝突，請家長更留意及叮囑子女，大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時有機會觸發
不快或意外，甚或引至身心傷害及法律責任，故家長務必與子女保持密切溝通，學生也務必徵求
家長同意才考慮應否參與，並注意人身安全，遠離可能出現的混亂、危險及非法活動。讓我們一
起為社區及社會求平安及包容，從上帝而來的愛勉勵我們。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 

第七期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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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加坡交流團（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本校將於復活節假期舉辦新加坡交流團，希望透過實地研習，加深學生對新加坡歷史及文化的認
識，親身體驗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概況，並讓學生與當地學生文化交流，從而擴闊視野。 

 

是次交流團由本校歷史科及地理科合辦，並由捷旅海外遊學有限公司（Jetour）協辦，屬學習性質，
故參與同學須於旅途中進行考察及交流工作。完成旅程後，亦須完成相關課業，並於日後在早會或
週會上與同學分享學習經歷。 

 

有關交流團的詳情如下： 
舉行日期：2020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至 4 月 11 日(星期六) (4 日 3 夜) 
交流地點：新加坡 
參加人數：36 人 
對  象：中一至中三學生 
團  費：港幣 9280 元* 

(包括機票、住宿、膳食、作業、交通、稅項、保險、領隊費、導遊費、所有景點入場
費、燃油附加費，但不包括航空公司臨時增加之燃油附加費或其他附加費用) 

（*團費原為 9280 元，由 19-20 學年開始，教育局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給學校，故是項活動已
獲部份津貼，故同學只需繳交 6500 元至 7000 元的團費。另家長如因家庭經濟需要，可具函為是
次活動另外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信件請交予活動負責老師。） 

 

航班安排：乘搭國泰或新加坡航空公司往返 
 

 

住宿安排：IBIS Bencoolen、Hotel Chancellor 或同級 
 

行程安排： 
第一天：香港新加坡 ～ 魚尾獅公園 ～ 濱海藝術中心 
第二天：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 URA 城市規劃館 ～ 牛車水文化區～ 學校交流 
第三天：SEA 海洋館～ 濱海灣公園（2 個冷室參觀） 
第四天：濱海堤壩  ～ 新生水中心 ～ 香港 

 

中一至中三同學，必須於 2019 年 10 月 24 日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表示是否有意參加。如報名人
數過多，會以抽簽決定。獲取錄的同學將於十一月接獲通知，並須於十二月開始分期繳交有關費用
及有效的旅遊證件副本。 

 

如對是次活動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龎敏媚老師。 
 

4. 各大專院校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有更多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不同資訊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大專院校 日期 大專院校 日期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9/10（六） 明愛專上學院 15/11、16/11
（五、六）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6/10（六） 香港恒生大學 16/11（六） 

香港科技大學 27/10（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2/11、23/11 
（五、六） 

香港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2/11（六） 珠海學院 23/11（六） 

東華學院 9/11（六） 香港中文大學 30/11（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詳情可見於各院校網頁。 
 



編號：19/20年度十月份（家訊）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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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30/10（三）至
1/11（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9/10（二）至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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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四）及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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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 至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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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 Day A (三)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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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寫作 45 分鐘 

(08:45~09:30)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0~09:5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數學 1 小時 (10:35~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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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5~10:05)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00 11:20~11:45 10:35~11:00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預備及派卷 (11:00~11:10)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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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寫作 50 分鐘 

(08:45~09:3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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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30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29/10 Day E(二) 30/10 Day A(三)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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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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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5~11:10 11:05~11:30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45 分鐘 
(11: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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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四
級 

 31/10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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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15~10:40 10:15~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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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