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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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尾聲，家長可與子女一起檢視本學年的學習成果，並反思得失，為暑期訂立目標，以致能在暑
期中實踐本學年學習主題：「善用時間 追求卓越」。另外，敬請家長們預留時間於 7 月 9 日家長日與
班主任會面傾談。 
 

近年生涯規劃成了新高中課程實施後的另一學習範圍，老師們都比以往提早向同學介紹升學及就業
的方向及能力需要，這安排的好處是讓同學及早思考人生方向，有助訂立學習目標及發展相關技能。
當然我們亦要明白學生正於成長階段，性格及人生目標仍在發展及探索階段，我們需給他們空間及
讓天父陶造他們的生命。在考試後，我們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安排了十多位畢業生分享他們的經驗，
謹在此感謝各畢業生對母校的支持！ 
 

但無論如何，向自己負責任是一項必須的功課，我們期望同學能為自己前途主動思考及下苦功．只
要這樣，任何選擇都會是最好的選擇，亦是我們今年學習主題「追求卓越」的精神。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消息  

家校會於六月及七月份暫停學生午膳翻熱飯餸服務，敬請家長及同學留意。 
 

2.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安排  
 

 本年度各級下學期考試將於六月廿十日完結，各級之對卷安排及試後活動，已詳列於背頁，另
各項校外活動將另函通告。當日該級沒有活動時，學生不用回校，除 Apple Day 及中一二跳繩同
樂日活動外，各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如在試後活動期間因病未能回校，必須備醫生紙
請假手續辦理，否則作當曠課論。 

 

 關於七月二日及三日試後活動特別安排，如七月二日因天雨影響 Apple Day 環校跑比賽時，七月
二日活動將與七月三日對調，若上述兩日均因天雨未能如期舉行時，Apple Day 活動將會取消。
各級別活動改為班主任節及放學時間提早為上午九時正。 

 

 中五級專業教育學院(屯門)課程體驗日 
為了讓本校中五級學生對新高中畢業出路有更多認識，本校與屯門專業教育學院安排於本年六
月三十日(星期一)在該院校為同學舉辦課程體驗日活動，由專業教院教職員帶領同學深入瞭解不
同專業課程(包括工商管理、資訊科技及工程學)的內容，介紹該專業教育學院之學習環境及教學
設施，使同學更瞭解不同專業以選擇自己的升學出路。同學必須出席是次課程體驗日活動，整
個活動大約為三小時三十分。活動詳情如下： 
(1) 活 動 日 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一) 
(2) 活 動 地 點：新界屯門青雲路十八號專業教育學院(屯門) – 近輕鐵青雲站 
(3) 集 合 時 間：上午九時正 
(4) 集合及解散地點：專業教育學院(屯門)正門 
(5) 解 散 時 間：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6) 費       用：全免 
(7) 負 責 老 師：鄭卓傑老師 
(8) 注 意 事 項：同學須穿著整齊校服出席是次活動，當天同學將分為約二十人一組， 

方便進行參觀活動，請同學於集合時按老師指示分組。 
 

祝你們身心健康！ 
＿＿＿＿＿＿＿＿＿＿＿＿＿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十期 
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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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卷日及試後活動回校時間表（2013-2014） 

日期 回校／活動時間 內容 參與級別 備註／其他活動 

23/6

（一） 
8:03am~3:35pm 中一二對卷 中一二 

1. 中一二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24/6

（二） 

8:03am~12:05pm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中國語文科） 中三 
1. 中一二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8:03am~3:35pm 中一二對卷 中一二 

25/6 

（三） 

8:03am~12:20pm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數學及英文科） 中三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8:03am~3:35pm 中四五對卷 中四五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26/6

（四） 
8:03am~3:35pm 中三四五對卷 中三四五 

1. 中三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 *初中基督徒領袖訓練營（27/6-29/6） 

27/6

（五） 
8:03am~3:35pm 中三對卷 中三 

1. 中三級須留校午膳 

2.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0/6 

(一) 

8:03am-10:00am 跳繩同樂日(地點：大興體育館) 中一二 
1. 學生回校服飾及活動地點：中一二級學生必

須穿著體育服短袖上衣及本校體育服長

褲，並須 7:50am 後才到達大興體育館場 

2. 中四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3. 中五級學生須自行到達屯門專業教育學院 

8:03am-10:00am English Film Show 中四 

10:30am-12:00pm MKP Oscar(地點：本校) 中一二 

9:00am-12:30pm 專業教育學院(屯門)課程體驗日 中五 

1/7 

（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公眾假期)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2/7

（三） 

8:03am-10:30am Apple Day（班際環校跑接力比賽） 各級 1. 早會時段：回歸升旗禮 

2. 全校學生回校服飾：學生必須穿著體育服短

袖上衣及本校體育服長褲，參賽同學須帶備

短褲，比賽前才更換；另須帶備並定時補充

水份。 

3. *茨冠禮綵排（有關學生 11:30-12:15pm） 

10:30am-11:00am 中三級對分 中三 

3/7 

(四) 

8:03am--12:00pm 

中 四 五：社際問答比賽 

中一二三：班主任節時間（1） 
各級 ／ 

中 四 五：班主任時間（1） 

中一二三：社際問答比賽 

12:30pm-1:35pm 中三茨冠禮 中三 ／ 

4/7 

(五) 

教職員會議（1）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環保時裝比賽綵排（1）（12:00-3:00pm） 

7/7 

(一) 
9:30am-12:00pm 職業分享講座 中四五 

1. 教職員會議（2） 

2. 環保時裝比賽綵排（2）（1:00-4:00pm） 

8/7 

（二） 
10:00am-12:00pm 環保時裝設計比賽 各級 

1. 結業禮綵排（中一至中三得獎學生）

12:00-1:15pm 

2. 結業禮綵排（中四及中五得獎學生）

1:15-2:00pm 

9/7 

(三) 

家長日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並按預約時間與家長一同出席。） 
校內書展活動（8-9/7）新玻璃房 

10/7 

(四) 

中一新生註冊日 

各級放假一天，學生不用回校。 

11/7 

(五) 

8:03am-10:00am 
中 四 五：班主任時間（2） 

中一二三：結業禮 
各級 

1. 學生須帶備文具及手冊回校 

2. 中六放榜輔導日（2:00-3:30pm） 
10:30am-12:00pm 

中 四 五：結業禮 

中一二三：班主任時間（2） 

其他注意事項： 

1. 對卷日及試後活動期間，學生回校時間與平時上課時相同，維持不變，除了 7/7，8/7 職業分享講座及環保時裝比賽，

當天回校時間分別為上午九時三十分及十時正。 
2. 除 Apple Day 及中一二跳繩同樂日活動外，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如 2/7 因天雨影響環校跑比賽時，2/7 活動將

與 3/7 對調，放學時間亦會有所變動；若兩日均受天雨影響下，放學時間提早至 9:00am。 
3. 如有其他特別活動，將另函通知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