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4/15年度三月份（家訊）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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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六順利舉行家校聯歡晚會，我們在禮堂筵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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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星期三我們亦接待了印尼 Santa Laurensia Senior High School 的一群同學，他們全部都是
經挑選出來的優秀學生。我們分享了馬可賓的文化及讓他們參與課堂及聯課活動，彼此有美好的交流
及分享。 

 

今年開始我們亦鼓勵同學背誦一篇詩篇作目標，我們相信這對青少年成長皆有裨益，詩篇的體裁
令讀者容易產生共鳴，當中亦蘊含了前人的智慧；特別在年少時將其銘記於心是一種福氣。與此同時，
我們亦選了詩篇第一篇作年度詩篇，並已印備明信片給學生留念，歡迎各家長一同參與及提醒子女早
日將詩篇第一篇藏於心底。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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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一）至

1/4（三）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7/3（五）至 1/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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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二）及 1/4（三）進行，詳見今期家書末頁。 

‧ 學生仍須在早上 8:03 前回校集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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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故缺席考試，除作曠課外，該次考試亦作零分計算（包括沒有醫生紙証明的病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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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統測目的是評估學生的學業水平，應以公平的方式進行。學生亦應努力溫習，全力以赴，不應作

弊。如有作弊，除該科作零分計算外，還會記過處分。 
‧ 統測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正常上課日相同，統測完結後便會放學，讓學生有更充足時間溫習。 
‧ 各科統測的詳細範圍由科任老師向學生講解。 
‧ 21/3 至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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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紅十字會 310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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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a.m.-3:30p.m.，地點為禮堂。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梁錦榮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五日 

第二十五期 
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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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014/15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今期《家訊‧家書》附件為《2014/15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資料簡介及投票安排資料，
下周四將會派發家長校董選票予學生，由於 3 月 12 日中六級學生不用回校補課，故將於 3 月 11
日派發選票給中六家長。家長可透過子女於下周五交回學校，或親身交回校務處投票箱。 

 

4.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將於今天派發四月份飯單，同學須於三月六至十七日前交回小食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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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留意飯單
背頁的退飯須知，如有查詢，可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5. 三月份英語戶外活動－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Christ ian School 
馬可賓中學與基督教國際學校交流活動  (中一至中五學生適用 ) 

日    期：3 月 16 日(星期一) （該天為賣旗日補假，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活動時間：3:30 p.m. – 5:00 p.m.     
集合時間：2:15 p.m. 
集合地點：馬可賓中學小食部     
活動地點：基督教國際學校 (香港新界沙田石門安睦里 1 號) 
解散時間：約 6:00 p.m.  
解散地點：馬可賓中學  
負責老師：外籍英語老師 Ms. Charmene 
人    數：20 人 (先到先得)  
費    用：20 元 (學校已資助大部份交通費用) (如同學當天缺席活動，交通費用將不會退回) 
交    通：學校將安排旅遊巴接載同學前往活動地點及返回學校 
對    象：中一至中五級同學 
活動內容：訪問基督教國際學校，與國際學校學生進行交流活動和更深入認識他們的學習生活。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期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校服  

 

本次課程機會難得，有意參加的同學，須在 3 月 10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陳穎
衡小姐，名額先到先得；學校將在 3 月 11 日或以前另發家長信予獲學校取錄參加活動的學生。如
有查詢，請向王志傑老師查詢。 
 

＊ 校 務 處 將 在 3 月 10 日 或 以 前 將 入 選 名 單 上 載 至 英 文 科 網 誌  (MKP England!) 
(http://www.mkpengland.blogspot.com)及發出繳費通知書，敬請已報名的學生查閱。如同學入選而
於當天缺席活動，需於下一個上課天 3 月 17 日(星期二)交家長信給王志傑老師。如有查詢，可
聯絡王志傑老師。 

 

6.  香港理工大學本科生課程講座（中五級適用）  

講座將由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石丹理教授簡介本科生課程特色，並有不同學院進行分組講座，
包括建設及環境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工程學院、醫療及社會科學院。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 
對象：中五學生 
地點：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新界屯門安定邨） 
 
如有興趣，請於三月六日前向邱淑嫺老師報名。 

 

7.  汕頭大學設計學類本科專業 2015 年香港地區招生  

2015 年汕頭大學設計學類專業計劃現正招收港澳學生，有關報考資格、日期及辦法，已上載中六文
憑試升學資訊網站，有意報讀的同學請自行瀏覽。 

 

8. 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  

http://www.mkpengland.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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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家校合作及鼓勵家長與孩子善用餘暇以增進親子關係，本校家校會將舉辦家校會動漫基地、
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鼓勵家長及學生可善用互相溝
通、共享休遊機會。 
 

有關一天團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4 月 7 日(星期二)復活節公眾假期 
費用：$230 (大小同價)  

$60（3 歲或以下） 
名額：60 人(名額有限，先報先得) 
備註：費用包括行程內之交通、自助餐、3D 入場費、車上遊戲、獎品、專業領隊費用及旅遊平安

保險（0-75 歲每位$100,000 及$3,000 元正意外受傷醫療；75-85 歲保額為 50%）等 
溫馨提示： 如集合時間前兩小時，天文台懸掛黑色暴雨，8 號或以上風球，是次活動將改期進行。

其他情況照常出發。 
 如學生未能共同出席，同樣歡迎家長參加。 

行程： 

8:45 am 本校集合 

9:00-10: 45am 

乘車往動漫基地 
動漫基地其前身為綠屋，現已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戰前樓宇。地下用作零
售、畫廊及美術館等，約 300 平方米的露天公共空間，1 樓用作展覽空間及零
售，2 及 3 樓用作動漫藝術工作室、興趣班，以及出租予文藝團體用作不同用
途。 

11:00-12:30pm 

銅鑼灣著名之利景酒店 
自助餐單： 
頭盤：三文魚刺身及鱆紅魚刺身、法國煙鴨胸、雜錦德國凍肉、什錦壽司卷 
沙律：雜錦生菜沙律、粟米及紅腰豆沙律、千島長通粉沙律、 

德國薯仔沙律、車厘茄沙律 
湯：是日中式湯、是日西式湯 
麵食：四款麵食、水魷、魚皮餃、豬肉丸、花枝丸、魚蓉春卷、豬皮、冬菇、

翠玉瓜、菜心、生菜、芽菜、配上湯 
熱盤：豉汁蒸鯇魚、日式照燒雞扒、蟹柳扒節瓜甫、素春卷及咖哩角、越式魚

露扎肉炒油麵、菠蘿腸仔炒飯、蜜桃汁燒豬柳、上湯津白浸魚腐 
甜品：環球鮮果、芒果布甸、芝士蛋糕、朱古力慕絲蛋糕、椰絲啫喱糖、桂花

糕、各式雪糕 
飲品：新鮮即磨咖啡及茶 
（以上餐單只供參考，實際情況視乎餐廳供應為準） 

12:45-1:45pm 

乘車往 PMQ 元創方 
PMQ 元創方原址是在 1951 年建成的已婚警察宿舍。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0 年
11 月宣布改造原址成為標誌性的創意中心；將營運權授予由同心教育文化慈
善基金會有限公司（「同心基金」）成立的非牟利的社會企業－元創方管理有限
公司，並聯同香港設計中心、香港理工大學和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活化此項目。 

2:00-3:45pm 

乘車往淺水灣超視覺 3D 藝術館（包門票成人$160，長者小童$110） 
各位可參觀全港最大型 3D 超視覺藝術館，佔地 23,000 平方呎，共 2 層。館內
展出近 80 張畫作，分為 6 個主題空間，包括「遊遍香港」「勇進叢林」、「暢遊
海洋」、「奇幻視界」、「驚聲尖叫」及「虛擬幻境」，還可拍照留念。或 可漫步
往淺水灣，各位可觀賞望海觀音像，並可眺望水清沙幼之沙灘景色。 

4:00-5:00pm 乘車返回學校解散 
 
報名方法：於 3 月 19 日前填妥回條，連同款項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9.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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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與香港基督少年軍舉辦「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4/15」，目的是
希望藉輕鬆活潑的漫畫創作活動，鼓勵青少年遠離淫褻及不雅物品與暴力電子遊戲，並提高大眾對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 390 章）的認識。 
 
是次比賽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五名外，還設最高參與學校獎一名，得獎學校可獲頒現金券總值
港幣 2,000 元。另外，為提高學生的繪畫技巧，我們會邀請專業插畫師為學校組免費舉辦一節約 40
分鐘的漫畫教授工作坊。如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 3 月 12 日或以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10.澳洲中學展覽  

是次展覽由 AEAS 主辦，目的為有意到澳洲升學的學生提供教育資訊。屆時將有多達三十間學校到
場展出，並設有講座，歡迎家長及同學到場參觀。詳情如下： 
 

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廿二日（日） 
時間：下午一時至六時 
地點：九龍旺角朗豪酒店八樓全層 
 

若想了解更多資訊，可參閱網址 http://www.aeas.com.au，家長或同學亦可透過智能手
機的應用程式掃描右方二維碼瀏覽網站。 

 

11.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4/15「Teen 使行動－青少年思健推廣計劃」  

2015 精神健康漫畫創作比賽  
 

思健（怡和集團為提倡精神健康而設的慈善組織)及醫院管理局攜手合辦的「Teen使行動－青少年
思健推廣計劃」（簡稱Teen使行動），現舉辦「精神健康漫畫創作比賽」，以推廣社區人士對精神健
康的關注。如有興趣參加，同學請於3月12日或以前聯絡周錦慧老師。 

 

12.「香港青少年個性及升學就業發展」輔導計劃（中三及中四級適用）  

香港教育學院心理研究學系及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正在進行一項「香港青少年個性及升學就業發
展」輔導計劃，以網上問卷形式，了解中學生對個人及事業發展的看法。現誠邀中三及中四級同學
踴躍參加。 
 
參加者需填寫兩份多項選擇題問卷，填寫每份問卷需時約二十分鐘，整個程序將以中文進行。每位
提供了有效答數據的同學，將會獲得港幣 100 元的書卷、一份人格評估報告、以及一份職業取向報
告。 
 
問卷的網址： 
人格評估問卷：http://goo.gl/WVszHg       職業取向問卷：http://goo.gl/mSbT8c 
 
或同學亦可透過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掃描上方二維碼瀏覽網站。 
註：問卷的登入密碼已透過內聯網發送給相關同學。 
 

13.香港中文大學暑期課程（中五級同學適用）  

香港中文大學將於本年七月十一至廿四日舉辦暑期課程，讓同學體驗大學課堂及宿舍生活。課堂內
容包括：醫學、法律、工程、工商管理、社會科學、文學及科學。有關課程及費用請瀏覽網址：
www.osp.cuhk.edu.hk/si/programme，並在四月十七日前於網上報名。若同學有意申請費用減免，須於
三月二十日前遞交申請。如有查詢，請聯絡邱淑嫺老師。 

 

14. 香港演藝學院開放日  

日  期：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日） 
時  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地  點：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查詢電話：2584 8500, 2584 8700 
 

有興趣的同學或家長敬請留意。 
 

15. 招募家庭接待海外英語交流生  

http://goo.gl/WVszHg
http://goo.gl/WVszHg
http://goo.gl/mSbT8c
http://www.osp.cuhk.edu.hk/si/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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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來年將申請繼續與 AFS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Hong Kong (AFS)（http://www.afs.hk）合作，在
下學年（2015/2016）九月開始讓一位外籍男／女學生（約 15 歲）到我校作交流生一年，他／她將
會就讀中三，現招募一個馬可賓學生的家庭作接待家庭，也藉此讓 貴子弟及本校學生有更多機會
接觸外國文化，並與交流生建立友誼及鍛鍊英語。 

請注意，接待家庭須全學年為此外籍學生提供以下資源： 
 

1) 提供膳食（在學校上課的日子：提供早餐及晚餐；午餐則會由 AFS 資助，學生自行在外進食；周末及
假日：提供早午晚三餐） 

2) 準備足夠的日常生活用品 

3) 提供溫習及睡覺空間（可提供獨立睡房或與 貴子弟共用一間睡房） 
 

在成為接待家庭後，學校及 AFS 將會為家長提供持續協助，讓交流生盡快適應本港的生活。 

如有查詢或有興趣成為接待家庭，請於 4 月 30 日前致電本校聯絡龔俊驥老師。 
 

* 請家長注意，AFS 將會在約 4 月下旬通知學校是否有合適的外籍學生到我校作交流生，所以學校會在 

5 月再聯絡有意成為本校交流生的接待家庭家長。 

 

16. 藝術獎項  

日期 姓名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1/2/2015 3A 許雅喬 奧比斯 VMC 奧比斯慈善籌款 
繪畫比賽 公開組 冠軍 

23/1/2015 1C 黃頴希 保良局 2014 國際家庭農業 
美術設計比賽  

二等獎 
三等獎 

 

17. 聯課活動獎項  

27/2/2015 

4A 黃鎧欣、4E 洪晞瑤 
3A 周曉筠、3B 劉嘉敏 

聖公會蒙恩小學 2014-2015 周年運動會 
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5A 梁家銘、3A 梁展希
3C 黃俊諺、3D 郭信賢 男子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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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統測時間表 
 

 30/3 Day A (一) 31/3 (二) 1/4 (三)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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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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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9:4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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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20) 
綜合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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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8:45) 

中文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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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9:45~10:10 10:00~10:25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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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11:05~11:30 ─ 11:05~11:30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通識 45 分鐘 (11:40~12:25)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普通話 30 分鐘 (11:40~12:10) 

 

中
三
級 

 27/3Day E(五) 30/3Day A(一) 31/3 (二) 1/4 (三)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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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聆聽 1 小時 

(8:4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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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9:45~10:1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普通話 
30 分鐘(10:20~10:5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物理 30

分鐘 
(10:2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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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 10:50~11:15 10:50~11:15 11:05~11:30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15~11:25) 
生物 30 分鐘 
(11:25~11:55) 

預備及派卷 
11:15~11:25) 
化學 30 分鐘 
(11:2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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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四
級 

 31/3 (二) 1/4 (三)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8:35~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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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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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10:15~10:4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英文 2 小時 (10:5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15 分鐘 (10:5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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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三月份英語戶外活動－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敝子弟有興趣參加 Exchange with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School 馬可賓中學與基督教國際學校交流活動，請

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同時，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願意成為家長義工以協助活動進行，歡迎老師聯絡本人。 

 註：學生／家長暫不須繳交任何費用，直至學校另行通知（繳費通知書）。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學生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用正楷寫上全名) 

班別：         學號：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 日 
 

---------------------------------------------------------------------------------------------------------------------------------- 
 

 
回  條 

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團（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校會家校會動漫基地、PMQ 元創方、淺水灣超視覺藝術館、銅鑼灣利景酒店自助餐一天遊

活動，並希望為以下家屬報名參加，費用$230 x＿＿人＋$60 x＿＿人，合共＿＿＿元正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參加者名稱 

特別安排（如有） 
(如長者或嬰孩) 

1.  (聯絡人) 
 

3. 
 

2. (本校學生) 
 

4.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級＿＿班學生：＿＿＿＿＿＿（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主曆二零一五年三月_____日 

編號：14/15 年度三月份（家訊）第二十五號 

10/3(二)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編號：14/15 年度三月份（家訊）第二十五號 

19/3(四)或之前交回校務處陳穎衡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