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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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又與你們渡過一個學年，但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充滿各人。昨日（2/7）我們亦已在全校早會
時段舉行升旗禮，同學均十分專注。暑期在即，很希望藉此機會跟大家重溫本學年的學習主題：「善
用時間 追求卓越」，在暑假期間，切勿沾染不良嗜好或沉迷上網及各類電子產品，小心交友，以免
誤入歧途。同學應善用時間，充實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最後，下星期三（9/7）為全校家長
日，敬請家長們按照預約時間來到學校與班主任會面。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可算是全球化下其中一個最佳例證，不同的文化、科技、經濟，甚至價值觀交流
令各國人民有更多互相認識的機會，但無論以上的範疇怎樣進步（例如今年有門線快拍技術決定入
球是否有效，亦有遙控直昇機在球場高空拍攝比賽情況等），精彩的球賽始終都離不開艱苦的訓練、
團體合作、臨場應變及情緒管理等元素，技術、合作及體能仍是勝利的關鍵。希望同學都可借鏡學
習，好好培養自己的學問、協作能力及毅力，並善用時間，參與自己人生的「球賽」。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內地大學香港中學生親子體驗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現與香島專科學校合辦「內地大學香港中學生親子體驗營」，為本港中學生及
家長安排三天行程，在中山大學進行不同範疇的專題研究、實驗及參觀，包括地球環境、商科、人
文、生命科學、醫學、IT 等專題，以及參觀「天河二號」超級電腦，走訪四個校區（珠海、南、北、
東校校區），盡情體驗在中山大學的生活及學習。歡迎同學及家長踴躍參加。 

 

行程詳細資料如下： 

日期:2014 年 8 月 22 至 24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行程：旺角珠海廣州旺角 

對象：本港中學生及家長 

名額：80 人 

費用：$1580／每位（包往返香港至內地交通、食宿、綜合旅遊保險、學者講座及參觀等） 

查詢電話：2381 0426（香島專科學校） 
 

參加者請於 2014 年 7 月 18 日或以前填妥報名表及攜同有效香港身份證及回鄉卡正本及副本，並於
香島專科學校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親臨該校（地址：旺角運動場道
29 號）辦理手續，費用須以現金或支票繳交。名額有限，欲報從速。（備註：支票抬頭請寫「香島
專科學校有限公司」並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參加者姓名、活動名稱及聯絡電話號碼。） 
 

有關詳情及報名表格請參閱以下網頁，http://www.hkfew.org.hk 或 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 

 
2. 農產品獎學金－海魚獎學金助學金  

農產品獎學基金及海魚獎學基金接受家庭背景與本港學漁農業或漁農產品統銷業有直接關係的中
四至中六同學申請獎學金/助學金。有關資料及申請表可向漁農自然護理署屬下農業推廣辦事處、蔬
菜統營處總務部及魚類統營處轄下魚類，批發市場／魚站之漁業聯絡辦事處索取，或從漁農自然護
理署網頁 http://www.afcd.gov.hk 下載。截止申請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 

第四十二期 
七月三日 

http://www.hkfew.org.hk/
http://www.chinaeduguide.edu.hk/
http://www.afc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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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暑假期間工作提醒  

本校收到勞工處來函，現提醒家長及同學根據《僱用兒童規例》和《僱用青年（工業）規例》的規
定，18 歲以下人士受僱工作是受到若干限制，這些限制旨在保障他們的安全及身心的健康發展。 
為協助家長及同學認識該兩條規例的內容，歡迎家長登入以下網址，瀏覽及下載有關的刊物： 

 

暑期工僱傭條例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labour.gov.hk/chs/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簡體版) 
青少年工作安全攻略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036C.pdf 
學生課餘工作安全須知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203C.pdf 
新入職青少年的職安健須知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Youth.pdf 
暑期工作錦囊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eip/Guide_for_Students_Seeking_Summer_Jobs.pdf 

 

然而，同學應在暑假好好分配作息時間，或外遊擴闊眼界；或將勤補拙追回落後的學業等。故此，
本校重申：我們不鼓勵同學在暑假受聘工作。 

 

4. 非本地升學事宜  

擬前往中國內地或香港以外地方修讀大學、大學基礎班、商科、技術或其他課程的學生，在申請入
學前，宜先蒐集較詳盡資料 (瀏覽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cgs)；在辦理有關入學申請時，
宜謹慎行事，如須預繳高昂註冊費用或學費，更應格外小心。在考慮申請入讀非本地院校前，學生
宜向有關國家領事館或專員公署、非牟利機構(名單及其聯絡方法和相關資料見教育局網頁)，查詢
該院校背景，並應了解日後是否可以自由轉讀當地另一所院校，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獲發還已繳付
的學費。此外，學生務須留意，只有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有關國家的移民部門或駐港領事館
才可以為學生辦理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入境手續。即使學生付款予某機構後獲發簽證，亦不
表示兩者有任何關係。因此，切勿誤信付款予旅遊公司或其他介紹所便可就讀中國內地課程/前往
外地升學，否則學生最終可能要承擔風險和損失。如有查詢，請致電 3698 4222 與教育局升學輔
導組聯絡。 

 

5.  各級暑期功課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一升中二) 暑期功課(中二升中三) 

中文 

1)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閱讀理解第1-3章未
完成部分） 

2) 閱讀金庸《連城訣》及做相關工作紙 

3) 「文言百搭教策略（第一層）」練習 

1)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 

- 閱讀理解第1-3章未完成部分 

- 寫作第4-5章未完成部分 

- 語文基礎第10章未完成部分 

2) 閱讀《三國演義》及做相關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1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Longman Anthology 1 (Writing Tasks P.31 

& P.63) 

Write about 100 words for each task in a 

new short green exercise book. Subject: 

Anthology Log Book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70 

pages (using RAC Book Report Form) 

1) Longman Anthology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Longman Anthology 2 (Writing Tasks P.75, 

& P.99) 

Write about 140 words for each task in a 

short green exercise book.(Subject: 

Anthology Log Book)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100 

pages (using RAC Book Report Form) 

數學 1) F.1 Maths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1) F.2 Maths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 

- 閱讀理解第1-3章未完成部分 – 寫作第4-5章未完成部分 

- 語文基礎第10章未完成部分 

2) 閱讀《點與線》、《追風箏的孩子》及做中文閱讀報告工作紙 

英文 
1) Longman Anthology 3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Read P.1 - P.124 of the Reader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A book in the 

textbook list – The reader will be used in S4) 

數學 1) F.3 Maths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通識 
1) 閱讀《致命性疾病》並完成工作紙 

2) 自學課本《公共衛生》P.4-28，並完成議題探究 1.1a 及 1.1b 

                                                                高中暑期功課會於補課期間由科任老師派發。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labour.gov.hk/chs/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036C.pdf
http://www.oshc.org.hk/others/bookshelf/CB203C.pdf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os/D/Youth.pdf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eip/Guide_for_Students_Seeking_Summer_Job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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