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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註冊／S9  

香港神託會主辦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中一新生須知 (2015  2016) 
 

 

一） The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英語學與教 
 

We have adopted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t junior and senior secondary levels. 

In addition to catering for students’ diversity, our school has implemented the Curriculum of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LAC) and cross-curricular project learning in English in junior 

forms since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0-11. We have also arranged supplementary classes to 

help students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of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English Language, we have been adopting school-based 

modular teaching at all levels and the relevant teaching materials are tailor-made by form 

teachers, which are aimed to suit the abilities and interests of our students. Apart from putting 

emphasis on having more practice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encourages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the solo and group events of the Speech Festival as well as different types of writing 

competitions. Furthermore, there are after-school oral practices to help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public examinations and enhance their oral proficiencies. 

 

We believe that enriching the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campus and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ies and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are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in MKP. As a result, in addition to intensive training sessions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oral skills, our school has launched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enrich the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in the campu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We have arranged talks delivered by foreign guests, and arranged overseas missionary visits 

as well as cultural exchange visits with international and overseas schools. There are also a 

variety of regular English programmes including English Days,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LAC) Days (such as Science day and History day etc.),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English 

speaking days, English drama, movie shows, debating competitions, singing competitions, 

campus radio programmes, off-campus English activities, the English Drama Club and the 

English Society.  

 

本校初中及高中均以英文為授課語言。學校在 2010/11 學年已設立跨學科英

語應用課程（LAC）及在初中各級推行跨學科英語專題研習。除照顧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外，我們開辦課後輔導班，幫助有需要的學生，盡快適應以英

文為學習語言的轉變。  

 

英文科課程設計方面，各級早已落實推行校本單元教學。由同級老師共同

設計有趣味並適合本校學生程度的校本課程，除強調多讀多寫外，英文科

老師均積極鼓勵同學參與校際朗誦節的個人及集體朗誦比賽、不同類型的

寫作比賽等。另外，在課餘及試前安排公開試的說話訓練，務求強化學生

的語言能力。  

 

我們相信強化英語環境及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和興趣能有效地促進學生的英

語學習。本校透過聆聽、說話、閱讀、寫作四方面的密集訓練，並推行多

項活動，以強化學校英語環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活動包括邀請

海外嘉賓以英語演講、海外宣教士到訪、與本港國際學校及海外學校作文

化交流、其他恆常的英語活動包括：英語日、學科英語日（如科學日、歷

史日等……）、英語早會、英語說話日、英語戲劇、英語電影分享、英語辯

論比賽、英語歌唱比賽、英語校園電台廣播、校外英語活動、英文戲劇學

會及英文學會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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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ey Measures to Enhance S1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in 2015/16 : 
 

  促進 2015/16 學年中一學生英語學習的重要措施：  

 

1) Provide drama experience for the coming S1 students in the summer bridging course and 

after-school drama programme. 
 

提供暑期英語銜接課程和課後英語戲劇班，供所有中一學生參加增強學生的

說話能力和運用英語作戲劇的技巧。  

 

2) Work with the EDB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of Language Across Curriculum 

(LAC) and cross-curricular project learning in S1. Students will need to attend one LAC period 

in each cycle and complete at least 6 cross-curricular projects in Integrated Science, 

Mathematics, Computer Literacy and English. 
 

與教育局共同設計跨學科英語應用課程（ LAC）教材及在中一級推行跨學科

英語專題研習。中一學生須在每循環週參與一節跨學科英語應用課堂及完成

至少六個綜合科學、數學、電腦及英文的跨學科英語專題研習。  

 

3) Prepare a LAC booklet for the incoming S1 students in summer to help them study the 

vocabulary they will learn in different content subjects in S1. 
 

設計中一跨學科英語手冊，讓學生在暑期預習各學科的英語字彙和常用句

子。  

 

4) Invite groups of exchange students/missionaries and English speaking guests to visit the school 

and interact with S1 students. 
 

邀請外國交換生和宣教士到校分享和與中一學生作交流。  

 

5) Arrange campus and out-of-school English activities to enrich students’ language experience. 

Comments will be written in students’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Reports to repor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English activities. 
 

舉辦一系列的校園和校外英語活動，增潤學生的語文學習。老師根據中一學

生參與英語活動的表現給予評語，並紀錄於聯課活動紀錄表內。  

 

三） 宗教活動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學，重視學生全人的成長，校內有不同的宗教活動，例如早會、週會、

宗教教育課、小組及團契活動等，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觀，本校亦有一駐校教會  －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關懷學生的心靈需要，亦在周末為學生提供一些有益

身心的活動。 

 

四） 語言政策 

在法團校董會大力支持下，我們仍然堅持以新高中學制的畢業生 100%考進大學為目標，以

英語為教學語言，盼望用六年時間把全體學生學能提升至「學能前列的 18%」，為高中畢業

銜接進入大學打好基礎。同時為提升學生普通話及中國語文能力，中一至中三各級設有以普

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班別。 

 

五） 校規及校服樣式 

請參閱已派發之有關規則。為使同學儀容整潔，學校希望學生購買兩套 校服，方便清洗及替

換。 

 

六） 學費 

中一級至中三級學費及堂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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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學年各項費用 

於開學時公佈及收取各有關費用。 

 

八） 家長資源中心 

為加強學校與家長溝通，本校設有家長資源中心，並有家校會委員或義工當值。家長可於開

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 12:00 n.n.2:00 p.m.）借閱有關教育子女的書籍、錄音帶和優質家長

講座資料，家長並可享用家長熱線提供之輔導及查詢等服務（電話：2465 0312）。另外，本

校家校會每年均需要大量義工協助處理家長資源中心及學校工作。中一新生家長是補充因子

女畢業而未能繼續擔任義工的唯一新血。誠意邀請你們加入家校會大家庭，有興趣者歡迎致

電家長熱線 2465 0312 或本校李婉媚老師。 

 

九） 編班政策 

本校的分班考試共有四科：中、英、數及學習意向測驗（S.S.H.A.），校方將按考試成績替學

生分班，並按中英數分班試成績及 SSHA 的總分平均分配在 A 班至 D 班，以英語為教學語

言。當中一些班別將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根據家長意願及學生普通話筆試及面試測試成績

作甄別）。如因事未能出席分班試者，學校將自行替學生分班，家長不得異議。 

 

十） 升中一重要活動 

本校在開學前安排了一系列活動，包括分班試、普通話筆試及面試、家長會、中一導入課程、

中一新生音樂甄別試、升中一英數基礎班、暑期樂器班課程、視覺藝術學院畫班、暑期藝術

及工藝培訓課程，詳情請參看中一新生備忘（S6）及有關通告（S11, S12, S13, S14, S15, S16）。 

 

十一） 聯課活動 

為培養學生的紀律及團結精神，本校舉辦不同種類的制服隊伍供學生參與，學生必須 參加

其中一隊，詳情於開學後公佈。此外，本校亦成立不少學會及球隊，如籃球隊、排球隊、興

趣小組隊等供學生自由參加，促使學生有均衡的全人發展。 

 

十二） 留校午膳 

為方便照顧各同學，同時培養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初中學生均須留校午膳。同學可自行攜

帶午膳或在本校食物部訂購午膳。（詳情日後再行公佈） 

 

十三） 不設校巴服務 

  由於本校鄰近設有輕鐵站，交通十分方便，故校方不擬安排校巴服務。 

   

十四） 新學年上課時間 

新學年全年上課時間均為上午八時零三分至下午三時三十五分，詳細上課時間表於開課後公

佈。至於開學的第一至二天（九月一日及二日），上課時間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其他資料，可參看「本校簡介」。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