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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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上星期帶領嘉賓嚴志成博士到來與同學分享福音訊息。嚴博士的親身經驗令我們明白無論
個人能力有多高、思辨技巧有多卓越、口才有多突出，總不及主的恩典及帶領叫人蒙福及得力。能服
侍其他人是因為經歷過神的愛及保守，希望同學也能認識主及蒙福。 

 

在此亦感謝各伙伴及協作教會的支持，無論在基督教教育課堂、午間及課後信仰小組的協調及配
搭，叫我們的教育更能全面發展。各教會令福音周活動更豐富及完備；另各老師和同學的籌備與參與
亦是叫人感動，願主親自報答他們。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互選  

承蒙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參與，使本屆 2016/17 年度
家校協作委員會家長委員得以順利產生。本年度（第十四屆）的十二位家長委員於 10 月 4 日舉行
家校委員會互選後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靈育 康樂 總務 聯絡 執委 
張德芝 
女士 

黃鳳鳴 
女士 

鄧淑儀
女士 

何鳳英
女士 

金雪梅
女士 

蘇海婷
女士 

龔蘭英
女士 

李文菊
女士 

陳燕芬女士、馮德妹女士
羅蘭香女士、李欣歡女士 

 

感謝各家長委員的積極支持和參與。 
 

2. 預防流行性感冒四價疫苗注射  

每年秋冬，便是香港流行性感冒高峰期，患病人數大增。預防流感除增強個人抵抗力、保持空氣流
通及注意個人環境衛生外，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亦是有效的方法。 
本校今年度安排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團體優惠價為本校師生及家人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
感冒疫苗，更承蒙瑞銀慈善基金會資助免費注射疫苗，只須選擇參加「關愛兒童」計劃，家長於學
童接受流感疫苗後 4 個月接受一個 2 分鐘的電話跟進，內容關於疫苗成效檢討和意意。此計劃只適
用於本校注射疫苗的 12 至 14 歲學生，不適用於補打券。安排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本校地下 G01 室 
費用：每針港幣$130（參加「關愛兒童」計劃免費） 
備註：亦可購買$130「補打券」於 2017 年 2 月 28 日前注射。 
 

參加辦法：請填寫今期《家書》回條，並列明注射疫苗人數，然後於 10 月 21 日（星期五）前交回
校務處陳小姐(暫時毋須繳交款項)。學校稍後將派發「同意書」予各位參加者，敬請填寫該「同意
書」後連同款項於 10 月 28 日（星期五）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李婉媚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三日  

第七期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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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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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及中五的中文科、英文科、
數學科及通識科的統測將於27/10（四）及2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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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10至2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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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 Day E (三) 27/10 Day A (四) 28/10 Day B (五) 

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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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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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45 分鐘 

(10:20~11:05) 

小息 11:05~11:30 － －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普通話 30 分鐘 

(11:40~12:10) 

－ － 

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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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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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25 10:00~10:25 9:4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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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寫作 50 分鐘 

(10:20~11:10) 

小息 － 11:20~11:45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通識 45 分鐘 

(11:55~12:4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普通話 30 分鐘 

(11:4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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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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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聆聽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8:35~8:45)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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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25 10:00~10:25 10:00~10:25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中史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10:25~10:35)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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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1:30 11:20~11:45 － 10:50~11:15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11:45~11:55) 

通識 45 分鐘 

(11:55~12:40) 

－ 

預備及派卷(11:15~11:25) 

企會財 30 分鐘 

(11:25~11:55) 

 

中
四
級 

 27/10 Day A (四) 28/10 Day B (五) 

中
五
級 

27/10 Day A (四) 28/10 Day B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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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8:35~8:45) 

英文 2 小時 

(8:4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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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25 10:45~11:1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10:50-11:5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35-12:05)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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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紅十字會 1020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10 月 20 日（下周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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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工作坊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IELTS) 是全球最普及的英語測試，每年考生逾 200 萬人。由於 IELTS 成績廣受外
國及本地大學認可，視之為評核英語能力的標準，因此有些欲往外國升學或有意入讀本港大學的文
憑試考生都會報考 IELTS，在申請大學時以該試成績補足本地公開考試成績。 

有見及此，本校舊生家長（鄭明哲先生，Uncle Fatty）將為本校學生及家長舉辦一場 IELTS 報讀及
考核要求的簡介會，費用全免，歡迎有興趣同學及家長參加，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 4 時至 5 時 

地點：本校 201 室 

 有興趣的同學請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四）前向校務處蕭小姐報名。 

 

6. 中一級「學生實用急救講座」 (中一級必須出席) 
為使中一同學對急救學有基本概念和了解，學校特別參加了由香港聖約翰救傷會主辦的「學生實用
急救講座」，讓同學藉此增加對急救的知識，凡完成參與計劃者，均獲出席證書。是次活動安排在
最後一日統測後，如有其他查詢，可聯絡聯課活動組林玉蓮老師。 
 
日期：28-10-2016（五） 
時間：11:30-12:30pm 
地點：學生活動室 G01 室 
對象：中一學生必須出席 

 

7. 牛津英語寫作比賽（中一至中三級適用）  
牛津出版社現在舉辦初中英文偵探故事寫作比賽，詳情如下： 
 
目的：為培養初中學生對寫作的興趣，並提昇他們的創意 
內容：同學需續寫一個偵探故事 
字數：上限 600 字 
對象：中一至中三同學 
截止繳交日期：2017 年 1 月 13 日 
獎項：冠軍（2017 年暑假英國交流團連機票） 

亞軍（$1000 書券） 
季軍（$800 書券） 
優異獎（五名）$500 書券 

 
所有參加者均可獲獎狀一張 
 
同學如有興趣或任何查詢，請與王志傑老師聯絡。 

 

8. 校友獲獎  
本校校友文皓驊（2015-16中六畢業生）獲香港會計師公會頒發傑出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學生獎
2016。讓我們恭喜他同時，也願各位馬可賓人以他們為學習榜樣，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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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大學及大專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的學習有較多了解，各大專院校現為高中同學設立不同的資訊開放
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各大學名稱 日期 各大學及學院名稱 日期 

香港城市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浸會大學資訊開放日 15/10/2016（六） 明愛專上學院資訊開放日 11-12/11/2016

（五、六） 

香港中文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教育大學資訊開放日 22/10/2016（六） 職業訓練局-香港高等科技教育

學院(香港高科院) 資訊開放日 12/11/2016（六） 

香港大學資訊開放日 29/10/2016（六） 恒生管理學院資訊開放日 
東華學院資訊開放日 19/11/2016（六） 

香港嶺南大學資訊開放日 
香港公開大學資訊開放日 5/11/2016（六） 珠海學院資訊開放日 26/11/2016（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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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注射四價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參加者適用】（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敬覆者：本人同意以下人仕注射預防流行性感冒疫苗，包括： 

 學生本人  不參加「關愛兒童」計劃（$130） 

 參加「關愛兒童」計劃 12-14 歲之本校學生（免費） 

 

 家屬  7-18 歲_______位（$130） 

  19-64 歲_______位（$130） 

  補打券_______張（$130） 

 

合共港幣_______元。（暫時毋須繳交款項） 

 

  此覆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六年十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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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前交回校務處陳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