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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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近日天氣開始漸涼，日夜溫差較大，切記保重身體，避免著涼。 
 

上星期五(14/10)晚上舉行了中一級家長晚會，多謝各位中一家長的踴躍出席，讓我們能彼此交流，
疫情中仍能與大家親身見面，實在感恩。明天(21/10)便是中六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中六家
長見面，藉此機會讓我們同心協力幫助中六同學，迎戰疫情下不一樣的文憑試。 

 

下星期便是中一至中五級統測及中六級的考試(核心科目)，希望同學都能忠心盡責好好預備，以「馬
可賓 2000」的精神，發揮主賜給各位同學的才幹！什麼是「馬可賓 2000」的精神呢？ 

 

「馬可賓 2000」的精神源自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30 節，經文中主耶穌講論才幹與責任的比喻：有
一位主人按著三個僕人的才幹，分別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那領
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雖然賺了五千的表面上比賺了二千的為多，
但我們需留意的是，兩者也同樣賺取了一倍的報酬。說明賺了二千的僕人的忠心與努力程度，與那領五
千的，絲毫沒有差別。故兩者得到主人相同的稱讚、欣賞。但那領一千的，卻把銀子埋藏了。他荒廢自
己的才幹，沒有好好發揮，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最終受到主人責備。 

 

我們就是一個管家，天父讓我們管理衪所賜的生命、時間、智慧及才幹等，無論給予我們多少，均
需如領 2000 銀子的僕人一樣，要忠心盡責，好好加以發揮。同學要謹記天父是察看人的內心，重視我
們積極進取，努力發揮所長的精神，盼望各位同學能立志成為「又良善又忠心」的馬可賓人。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11 月 1 日起的上課安排  

根據現時統計，本校已達到教育局 11 月 1 日起的全校全日面授課要求，故本校將提請法團校董會
通過及向教育局申請 11 月 1 日起全校中一至中六所有級別繼續維持全日面授課。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防禦方法，可以減低重症及死亡風險。此外，本校積極安排學生參加多元化的
校外學習活動（如參觀、訓練、比賽、旅行日及陸運會等），讓學生擴闊視野，以獲得更全面的學習
經歷。校外有不少處所均要符合疫苗通行證方可進入（包括學生），為免錯失這些寶貴經歷以及得到
更全面和有效的保護，倘若學生已符合接種第三劑疫苗的條件，我們鼓勵學生應按政府的建議盡快
接種第三劑疫苗（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recommendedDoses）。 

 

2.  中六級家長晚會安排（學生必須出席）  

中六級家長晚會於明晚（10 月 21 日）舉行，請家長於 7:00pm 先到貴子弟所屬班房與班主任會面，
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此外，所有家長進入校園時須使用「安心出行」並符
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第八期 
十月二十日 



編號：22/23年度九月份（家訊）第八期 

 
3.  上學期統測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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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三）至
28/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5/10（二）至 28/10（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統測將於
27/10（四）及 28/10（五）進行，詳見下表。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上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統測佔上學期總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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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於每節開考前 10 分鐘到達試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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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10 至 27/10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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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 Day D (二) 26/10 Day E (三) 27/10 (四) 28/10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45 分鐘 

8:45 ~ 9:30 

小息 10:00~10:35 10:00~10:35 9:30~10:05 

第二節 
數學  

1 小時 
10:35~11: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10 11:20~11:55 10:35~11:10 

第三節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中
二
級 

第一節 

－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50 分鐘 

8:45 ~ 9:35 

小息 10:00~10:35 10:00~10:35 9:35~10:10 

第二節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40 11:10~11:45 

第三節 －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第一節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55 分鐘 

8:45 ~ 9:40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數學  
1 小時 

8:45 ~ 9:45 

小息 10:00~10:35 9:40~10:15 10:00~10:35 9:45~10:20 

第二節 
地理   

30 分鐘 
10:35~11:0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10:45~11:20 11:05~11:40 10:50~11:25 

第三節 － 
生社  

45 分鐘 
11:20~12:05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歷史  
30 分鐘 

11:25~11:55 

 

 27/10 (四) 28/10 (五) 

中
四
級 

第一節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 ~ 10:1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小息 10:15~10:50 10:00~10:35 

第二節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公民科  

45 分鐘 

10:3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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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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適用）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好！近日天氣開始漸涼，日夜溫差較大，切記保重身體，避免著涼。 
 

上星期五(14/10)晚上舉行了中一級家長晚會，多謝各位中一家長的踴躍出席，讓我們能彼此交流，
疫情中仍能與大家親身見面，實在感恩。明天(21/10)便是中六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中六家
長見面，藉此機會讓我們同心協力幫助中六同學，迎戰疫情下不一樣的文憑試。 

 

下星期便是中一至中五級統測及中六級的考試(核心科目)，希望同學都能忠心盡責好好預備，以「馬
可賓 2000」的精神，發揮主賜給各位同學的才幹！什麼是「馬可賓 2000」的精神呢？ 

 

「馬可賓 2000」的精神源自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30 節，經文中主耶穌講論才幹與責任的比喻：有
一位主人按著三個僕人的才幹，分別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那領
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雖然賺了五千的表面上比賺了二千的為多，
但我們需留意的是，兩者也同樣賺取了一倍的報酬。說明賺了二千的僕人的忠心與努力程度，與那領五
千的，絲毫沒有差別。故兩者得到主人相同的稱讚、欣賞。但那領一千的，卻把銀子埋藏了。他荒廢自
己的才幹，沒有好好發揮，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最終受到主人責備。 

 

我們就是一個管家，天父讓我們管理衪所賜的生命、時間、智慧及才幹等，無論給予我們多少，均
需如領 2000 銀子的僕人一樣，要忠心盡責，好好加以發揮。同學要謹記天父是察看人的內心，重視我
們積極進取，努力發揮所長的精神，盼望各位同學能立志成為「又良善又忠心」的馬可賓人。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中五級家長晚會（學生必須出席）  

本校中五級家長晚會於 11 月 4 日舉行，時間為 7:00pm – 9:15pm，學生必須出席，並於 7:00pm
直接進入禮堂就座，家長請於當晚 7:00p.m.先到課室與班主任會面，屆時將派發統測成績單，班主
任會與家長分享班內情況。了解班內情況，之後再到禮堂進行家長講座，敬請家長預留時間。此外，
所有家長進入校園時須使用「安心出行」並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是次家長晚會目的如下：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中五階段將會面對的處境及需注意的地方  
 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升學出路及大學收生要求 
 

我們懇請家長務必出席。此外，每年晚會都有很多家長及同學詢問一些他們關心的問題，為了更有
效率地回覆大家，敬請將你們的詢問填寫在電子回條上，多謝你們的參與。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第八期 
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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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月 1 日起的上課安排  

根據現時統計，本校已達到教育局 11 月 1 日起的全校全日面授課要求，故本校將提請法團校董會
通過及向教育局申請 11 月 1 日起全校中一至中六所有級別繼續維持全日面授課。 
 
接種疫苗是最有效的防禦方法，可以減低重症及死亡風險。此外，本校積極安排學生參加多元化的
校外學習活動（如參觀、訓練、比賽、旅行日及陸運會等），讓學生擴闊視野，以獲得更全面的學習
經歷。校外有不少處所均要符合疫苗通行證方可進入（包括學生），為免錯失這些寶貴經歷以及得到
更全面和有效的保護，倘若學生已符合接種第三劑疫苗的條件，我們鼓勵學生應按政府的建議盡快
接種第三劑疫苗（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recommendedDoses）。 

 

3.  上學期統測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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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三）至
28/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5/10（二）至 28/10（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統測將於
27/10（四）及 28/10（五）進行，詳見下表。 

‧ 中一至中三級統測佔上學期總成績 20%。中四及中五的統測佔上學期總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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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生於每節開考前 10 分鐘到達試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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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10 至 27/10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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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 (四) 28/10 (五) 

中
五
級 

第一節 

英文  

2 小時 

8:45 ~ 10: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 ~ 10:15 

小息 10:45~11:20 10:15~10:50 

第二節 
公民科  
1 小時 

11:20~12:2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