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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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各家長出席上星期的「上學期學業成績頒獎典禮」，有家長向我表示特別欣賞「馬可賓 2000」
的獎項，因它支持及鼓勵同學保持積極的態度，力求上進。人生確實是一場馬拉松比賽，毅力與堅持是
基礎，態度是向前的動力。 

 

在高中頒獎禮中，我們很高興邀請了嶺南持續進修學院院長吳志榮教授作主禮嘉賓。吳教授分享
了他自己求學的親身經驗，在缺乏及困難的情況下，他仍把握每個機會盡力做好自己本份，甚至於經
濟條件欠佳的情況下半工讀完成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親自向同學演繹了恆毅力（grit）的意思，
吳教授的故事令大家十分感動。所以同學更加要珍惜機會，努力完成自己的夢想。 

 

另外，在初中頒獎典禮中，得蒙英汝興先生作主禮嘉賓。英先生是一位有豐富領袖及教育經驗的
退休校長，他鼓勵同學認定目標及自己的能力，遇到挫折時不要放棄，凡事總有出路及對策。現今教
育有很多支援生涯規劃的資源及措施，同學要好好利用發展自己的潛能。 

 

成長是奇妙的旅程，有苦有樂，但當中總充滿很多喜悅及樂趣。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 2017/18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本校今天將會派發家長校董選票予學生，家長可透過子女明天(9/3)交回學校，或親身交回校務處投票
箱。 
 

2.  香港紅十字會 315 捐血日  

本校將會於 3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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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公益少年團、歷史科主辦：參觀屏山文物徑  
日期：28/3/2018 （星期三）（復活節假期第一天） 
時間：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參觀文物徑(附導賞)、地區著名的茶餐廳便餐(自費自由參與) 
費用：車費 10 元 
博物館簡介：香港首條歷史文物徑，1993 年開幕。新界原居民鄧族建立的「三圍六村」，歷史源遠

流長。沿途有法定古蹟聚星塔，歷史建築鄧氏宗祠、覲廷書室、文物徑訪客中心等
等。漫步古意盎然的圍村、宗廟，從珍貴的歷史古蹟中了解早期香港郷村的生活文
化。透過導賞員的講解，定可以更認識新界的傳統風貌 

 

如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於明天（3 月 9 日）聯絡周笑霞老師、梁麗琼老師或林珏怡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五期 
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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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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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下學期統測將於 22/3（四）至 27/3（二）
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1/3（三）至 27/3（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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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一）及 27/3（二）進行，詳見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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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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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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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3 至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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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統測時間表 

 22/3 Day D (四) 26/3 (一) 27/3 (二) 

中 
一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小息 10:00-10:25 9:45-10:10 10:0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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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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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0 分鐘 (8:45~9:3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9:35-10:0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 (10:35~11:3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綜合科學 45 分鐘(10:10~10:55)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10:20~11:35) 
小息 ── 10:55~11:20 11:35~12:00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20~11:30) 
歷史 45 分鐘 (11:30~12:15)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21/3 Day C (三) 22/3 Day D (四) 26/3 (一) 27/3 (二) 

中 
三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10:00) 

預備及派卷(08:35~08:45) 
英文聆聽 1 小時 20 分鐘 

(8:45~10:0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8:45~9:4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10:05-10:30 9:45-10:1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 
(10:35~11:35)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普通話 30 分鐘 
(10:3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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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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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息  ── 11:05~11:30 11:10~11:35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生物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11:35~11:45) 
化學 30 分鐘  
(11:45~12:15) 

── 

 

 26/3 (一) 27/3 (二) 

中 
四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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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5~08:45) 
英文 2 小時 (8:45~10:45)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10:15) 

小息  10:45-11:10 10:15-10:4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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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港中學校際廚藝挑戰賽 2018（奧尼牌健康食油主辦）  

為鼓勵年青人吃得健康及提高煮食興趣，香港西廚學院將聯同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舉辦「奧尼
牌健康食油呈獻：全港中學校際廚藝挑戰賽 2018」。透過選用純素食材並配合烹飪技巧，讓大家加
深對純素食的了解。一起吃得環保、滋味又健康！ 

 

主題及內容利用純素食材烹調的主菜（可熱盤或冷盤）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4 月 6 日 

決賽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 

決賽地點：香港西廚學院 

報名方法：用手機掃描 QR code 網上報名 

 

6. 香港理工大學職業生涯規劃工作坊（中五級適用）  

香港理工大學將於 6 月及 7 月舉辦「一天職業生涯規劃工作坊」，屆時將介紹學系課程及畢業就業
選擇，參觀理大校園等，以協助學生規劃升學出路，有助於聯招選科作出明智選擇。工作坊內容
如下： 
 
 主題 日期 活動簡介及報名表格 

1 BiotechWork 
（生物科技系） 

6 月 25 日 及 29 日 
或 

 6 月 26 日及 29 日 
（兩節內容相同） 

http://work.fdmt.hk/biotech/MAKOPAN 
 

2 
TechWork: Science 
behind Fashion  
（時裝科技系） 

7 月 5 日 http://work.fdmt.hk/tech/MAKOPAN 
 

 
活動費用全免，請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自行於網上報名，報名截止日期為 3 月 23 日。如有問題，可
向陳豪軒老師或關家欣老師查詢。 
 

7. 學生會班際籃球賽  

由學生會舉辦的班際三人籃球比賽已於 3 月 1 日（四）順利完成。透過班際活動凝聚班內氣氛，比
賽分四日進行，結果如下： 
 
初中組 冠軍：2D     高中組 冠軍：5A 

  亞軍：2C        亞軍：4D 
 雙季軍：3B, 3C      雙季軍：4C, 5C 

 
 

 

 

每周鼓勵金句 

"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 尼希米記 8:10 下 
如欲認識聖經、基督信仰或為你禱告守望，請於周二至周五上午 10:00-下午 5:00 致電中華宣道會

恩友堂 2468 4007 溫寶儀牧師或其他同工。 

學校晨更祈禱會於逢星期五早上 7:30-8:00 於 G11 室舉行，歡迎同學及家長抽空參與。 

 

 

http://work.fdmt.hk/biotech/MAKOPAN
http://work.fdmt.hk/tech/MAKO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