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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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家長： 

校長的話 
 

轉眼間又與你們渡過一個學年，但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充滿各人。暑期在即，很希望藉此機會跟
大家重溫本學年的學習主題：「追求卓越  尋找智慧」，在暑假期間，切勿沾染不良嗜好或沉迷上網及
各類電子產品，小心交友，以免誤入歧途。同學應善用時間，充實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最後，
下星期三（8/7）為全校家長日，敬請家長們按照預約時間來到學校與班主任會面。另外，總務組已
安排於二樓、四樓及六樓加設飲水機，請同學珍惜食水，善用公物。 

 

一年間同學成長了多少呢？路加福音 2:52 記載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
齊增長。希望這都成為同學的目標，智慧靠學習、思考及閱讀而來；身量靠強身健體；神和人喜愛的
心則靠認識信仰及品格陶造。每年一點一滴的累積，同學必能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各級暑期功課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一升中二) 暑期功課(中二升中三) 

中文 

1)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 

- 閱讀理解第2章 

- 文化專題閱讀理解第3章 

2) 閱讀金庸《連城訣》及做相關工作紙 

3) 「文言百搭教策略（第一層）」練習 

1)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 

- 閱讀理解第1-3章未完成部分 

- 寫作第4章未完成部分 

- 語文基礎第10章未完成部分 

2) 閱讀《三國演義》及做相關工作紙 

3) 文言百科你要知（第二層）練習（藍色封

面）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1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2 writing tasks (WS)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70 

pages (using RAC Book Report Form) 

1) Longman Anthology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2 writing tasks (WS)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100 

pages (using RAC Book Report Form) 

數學 1) F.1 Maths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1) F.2 Maths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閱讀《點與線》、《追風箏的孩子》及做中文閱讀報告工作紙 

2) 閱讀理解練習（額外）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3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Read P.1 - P.124 of the Reader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A book in the 

textbook list – The reader will be used in S4) 

數學 1) Practical Maths for HKDSE – Junior Revision Section A 

通識 
1) 閱讀圖書《致命性疾病》 

2) 自學課本《公共衛生》P.6-15, 25-43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  

第四十一期 
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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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暑期功課(中四升中五) 暑期功課(中五升中六) 

中文 

1) 作文一篇 

2) 閱讀理解兩篇（匯知練習） 

3) 中文閱讀報告工作紙（SBA）（芙蓉鎮、

煙花三月、親愛的安德烈） 

4) 5C, 5D, 5E 神鵰工作紙 

1) 中文閱讀報告一篇（SBA） 

2) 作文一篇（模擬卷 5 寫作題目三選一）（教

圖） 

3) 閱讀理解（模擬卷 4-5）（教圖） 

英文 由科任老師通知 由科任老師通知 

數學 1)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1)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閱讀圖書《全球化》（須於 21/7 交回） 

2) 自學課本《全球化》P.6-23，並完成課本

P.37-39（須於 21/7 繳交） 

3) 全球化單元功課 

- 2012 P2 Q2 

- 課本《全球化》P.86 題 a 

4) IES 功課（15/7 補課當日派發，並須於

14/8 交回） 

1) 2013 P1 Q3 及 2014 P1 Q3 

2) 自學《人》課本 P.4-24 

3) 自學《通識王》課本 P.2-47 

4) 資料回應題(數據篇) 

 

2. 暑假期間工作提醒  

本校收到勞工處來函，現提醒家長及同學根據《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的規
定，18 歲以下人士受僱工作是受到若干限制，這些限制旨在保障他們的安全及身心的健康發展。 
為協助家長及同學認識該兩條規例的內容，歡迎家長登入以下網址，瀏覽及下載有關的刊物： 

 

暑期工僱傭條例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labour.gov.hk/chs/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簡體版) 
青少年工作安全攻略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036C.pdf 
學生課餘工作安全須知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203C.pdf 
新入職青少年的職安健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Youth.pdf 
暑期工作錦囊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eip/Guide_for_Students_Seeking_Summer_Jobs.pdf 

 

然而，同學應在暑假好好分配作息時間，或外遊擴闊眼界；或將勤補拙追回落後的學業等。故此，
本校重申：我們不鼓勵同學在暑假受聘工作。 

 

3. 非本地升學事宜  

擬前往中國內地或香港以外地方修讀大學、大學基礎班、商科、技術或其他課程的學生，在申請入
學前，宜先蒐集較詳盡資料 (瀏覽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lifeplanning)；在辦理有關入學
申請時，應謹慎行事，如須預繳高昂註冊費用或學費，更應格外小心。在考慮申請入讀非本地院校
前，學生宜向有關國家領事館或專員公署、非牟利機構(名單及其聯絡方法和相關資料見教育局網
頁)，查詢該院校背景，並應了解日後是否可以自由轉讀當地另一所院校，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獲
發還已繳付的學費。此外，學生務須留意，只有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有關國家的移民部門或
駐港領事館才可以為學生辦理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入境手續。即使學生付款予某機構後獲發
簽證，亦不表示兩者有任何關係。因此，切勿誤信付款予旅遊公司或其他介紹所便可就讀中國內地
課程/前往外地升學，否則學生最終可能要承擔風險和損失。如有查詢，請致電 3698 4126 與教育
局升學輔導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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