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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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末是中一級自行分配學位收生面試日，中五級各班、學生團契及關懷長者大使等亦參與了服務
學習愛心義賣活動，各同學都用心籌備及落力參與當中，透過這次活動我們為無國界醫生、支持社區長
者服務及世界宣明會支援飽受戰亂的敍利亞難民籌募善款，培育本校學生僕人領袖才能。 

 

義務服務除了能擴闊眼界，學懂珍惜及感恩外，更是令自己醒察的一個好機會，馬太福音記載耶穌
基督的教導，在行善時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是要我們保持一顆單純的動機，不以其他目的改變
行善的意義，因為行善本身已是一個目的，共同創造一個更美麗的世界。 

 

不少到場的家長都表示十分欣賞同學的品行，尤其在校外沒有老師在場的環境時，同學仍十分有禮
貌及自律，我們也感到十分鼓舞同學能夠將馬可賓人特質融入生活及自律習慣中。 

 

在此感謝各老師及同學的參與及支持，看見同學在當中的成長及學習而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各同學
繼續努力，立志「作鹽作光」。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防禦流行性感冒在校園擴散事宜  

學校已於 3 月 11 日透過短訊及 3 月 12 日透過特別通告，通知家長有關事宜，詳情請參閱有關通
告。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
一切的預防措施。有關最新的流感資訊，可瀏覽衛生防護中心網站(網址為 http://www.chp.gov.hk)，了
解更多資料。 

 

2.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2017/18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3 月 9 日進行投票，經過點票後，選舉結果如下： 
 

家長校董：周偉文先生 替代家長校董：張少玲女士 
 

在此再次感謝兩位家長的無私奉獻。 
 

3. 校內音樂會（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  
為提升同學音樂修養及提供表演平台的機會，本年度的校內音樂會將於四月舉行，詳情如下： 
日期：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 
時間：4:45p.m.-5:45p.m. 
地點：禮堂 
備註：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請於當天4:35p.m.在地下磚地集隊，簽妥背頁的回條，並於16/3
交回班主任。若同學因要事未能出席音樂會，需於明天（16/3）交家長信給譚綺雯老師申請。 

 

4. 下學期統測時間表更新事宜  (中四級適用 )  
3月27日（二）進行的中四級英文科統一測驗，時間將由1小時45分鐘改為1小時55分鐘，故完卷時
間、第二節開考時間及放學時間亦會順延10分鐘，放學時間為12:45，請家長及同學留意，詳見後頁
統測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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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第四期 
九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六期 
三月十五日 

 

http://www.makopan.edu.hk/Content/08_others/01_what_is_new/index.aspx?ct=latestNews&styleId=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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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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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分鐘 (8:45~10:40) 

小息  10:15-10:40 10:4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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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11:15)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1:15~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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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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月份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掙扎求存 ”貧窮體驗活動） 
 

日  期：5 月 5 日(星期六) 時  間：1:45 p.m.-5:00 p.m.  
集合時間：1:30 p.m. 集合地點：香港十字路會閘口 
人  數：20 人 負責老師：黎倩彤老師 
活動及解散地點：香港十字路會 Hong Kong Crossroads (屯門黃金海岸對面) 
費  用：$20 (學校已津貼$55) 
交  通：自行前往，同學請自行支付交通費用 
對  象：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如報名人數過多，英文學會會員將獲優先取錄，其它同學的參加申

請則按先到先得原則處理) 
活動內容：透過真實體驗活動，經歷第三世界國家的貧民生活，如何在掙求存的環境中維持生計

及照顧家人需要，從而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及明白第三世界國家貧民的困境。 
活動語言：全英語 (於活動其間學生必需以英語溝通)  
服  飾：PE 衫(如天氣轉冷可穿學校 PE 風褸或校褸)及黑或藍色長褲 

 

注意事項：由於參與制服團隊是初中畢業其中一項要求，如初中同學在當天下午 2 時前需要參加
制服團隊的活動，將不能請假參加此課外英語活動。 

 

有意參加的同學需於 3 月 20 日或之前填妥回條，交給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如有查詢可聯絡黎倩彤
老師 

 

＊ 校務處將在 4 月 13 日或以前發出取錄通知書。如同學入選而沒有合理原因下於當天缺席活動，將要在下一
個上課天 2018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交家長請假信給黎倩彤老師。 

 

7.  罪案消息—單車盜竊  
 

屯門區近日發生多宗共享單車盜竊案件，當中被捕人士多為屯門區中小學學生。他們毀壞單車鎖後
便取去單車，單車公司報警處理，涉事學生其後被捕。警方提醒同學以上行為已觸犯了盜竊罪或刑
事毀壞罪，切勿因一時貪玩而誤墮法網。 

 

8.  中二級水火箭設計比賽  
 

由綜合科學科舉辦的 中二級水火箭設計比賽 已於3月6日（二）順利進行。參賽同學透過課堂所學，
應用牛頓第三定律原理進行水火箭設計，並在午膳時間進行發射，比賽結果如下（獎項將於稍後早
會時段頒發）： 

 

飛行高度組         最佳設計外觀 
冠軍： 2C 林東洲、2C 陳耀湘     冠軍： 2B 周芷慧、2B 徐心怡 
  2C 何朗然、2C 林靖皓       2B 何芷嫣、2B 黎心賢 
  2C 薛渝政         2B 源敏希 
  

亞軍： 2C 胡天恩、2C 石芷茵     亞軍： 2C 楊綺琳、2C 吳咏怡 
  2C 陳淑詠、2C 溫浩洋       2C 魏弋霖、2C 石愷雲 
  2C 陳佾德         2C 施惠齡 
  

季軍： 2C 楊綺琳、2C 吳咏怡     季軍： 2C 陳佾德、2C 胡天恩 
  2C 魏弋霖、2C 石愷雲       2C 石芷恩、2C 陳淑詠 
  2C 施惠齡         2C 溫浩洋 

 

 

每周鼓勵金句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立比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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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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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校內音樂會（中二及中四級同學必須出席）  

 

敬覆者﹕  

本人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但本人未克出席。 

 知悉敝子女參加校內音樂會事宜，本人將會出席校內音樂會，共________位出席(不包括敝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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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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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英語戶外活動：Hong Kong Crossroads－Struggle For Survival Simulation Game 
（香港十字路會－ “掙扎求存 ”貧窮體驗活動）（參加者適用） 

 
敬覆者：敝子弟有興趣參加上述活動，請學校考慮敝子弟的申請。 

此外，敝子弟是英文學會會員（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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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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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五)交回班主任轉交校務處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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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日或之前交回校務處羅沅玲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