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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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教育研究裏面，都會問一條很有趣的問題，就是學生每日的平均睡眠時間，現在我們每年
問學生的生活概況時，亦有類似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全世界或者我們得到的數字，平均有
七個或八個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同學的百分比，是不斷下降。換句話說，同學的睡眠時間是越來越少，
每日大約五至六個小時是佔多數，這反映了在現今世代同學都是傾向深夜入睡。原因有很多，可能是
個人的習慣、學習需要，但大家可能都會同意使用電子產品更是一個主要原因， 

 

無論是提醒學生，提醒家長的監管，都要從使用電子產品的習慣着手，幸好據我們的同學表示，
當家長作出提醒的時候，大部份都會跟從，甚少出現對抗的情況。所以在此提醒各位家長，其實我們
要鼓勵子女要有充足的睡眠，因為要有充足的體力及飽滿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學習，否則只是透支精神
來處理不同的事情。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睡眠來支持學習，只會事倍功半。所以各位同學亦須留意自
己休息的時間，這是對自己意志力的挑戰。 

 

最後願各同學能好好運用自己的假期，有充足休息及閱讀，為新學年作好準備。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新學年開學事宜  

新學年升中一至中六開學日為 9 月 3 日（星期一），開學第一天及第二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9 時至 12
時 30 分，其後的上課時間為上午 8 時 03 分至下午 3 時 35 分，詳細時間表將於開課後公布。此外，
請所有同學於 9 月 3 日繳交暑期功課，同時學校會於 9 月 3 日公布及收取各項有關費用，敬請留意。
（請於 9 月 4 日準備現金或支票，費用與去年相若） 

 

2. 暑期須知  

1. 同學們又長大一年了，有些同學的校服已欠稱身及較為破舊，請家長在暑假期間為子女準備，
在新學年有好的開始。學校的指定校服供應商為添記校服公司，請家長按照手冊要求為子女購
買校服。另外，風化案件時有發生，為保護女同學安全，裙長以完全蓋膝為起碼標準。此外，
暑假期間，請家長幫助同學須繼續保持純樸的儀容，染髮或穿耳皆不適宜，詳情請參考家長通
訊冊。 

2. 學生和家長在暑假期間如須要向警方求助，可致電屯門分區警署報案室（電話：2456 5200）；
或致電中學學校聯絡主任陳警長（電話：2473 8341）。 

3. 請家長鼓勵同學善用假期，充實自己，溫故知新以準備來年的學習。故此，學校不鼓勵學生做
暑期工，同學亦應避免因此誤入暑期工陷阱。 

4. 為保障子女的學習成效及個人安全，家長須審慎地為子女選擇補習社（若有需要），不應讓子女
到未有在教育局註冊的非法補習社補習，學校亦不建議家長讓子女到「家居式」補習社補習。 

5. 請家長特別留意，過往警方曾發現不法之徒借收買舊書之名，實際上透過收集被盜竊課本，從
而經營二手書店。學校在此呼籲家長，切勿光顧這類無良書店。 

6. 若同學需於暑假回校補課或舉行其他活動，均需穿着整齊夏季校服回校（非體育服）。 
 

3. 暑假期間自強室開放事宜  

為鼓勵同學善用暑假溫習，學校將開放101室作自強室供同學自修之用，詳情如下： 
 

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開放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祝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第四十一期 
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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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暑期開放事宜  

暑假期間圖書館會開放，詳情如下： 
(a) 日期：16/7(一)~2/8(四)、8/8(三)~10/8(五)、20/8(一)~31/8(五) 
(b) 時間：8:00AM-1:00PM 及 2:00PM-5:00PM 
(c) 服務：同學可閱覽圖書及自修，惟只限升中五及升中六同學可借用新高中參考書，借用期限 3 天。 
 

學校亦鼓勵同學善用暑假，到就近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或使用本校已購買的電子書，同學可經圖
書館網頁（Library.makopan.edu.hk）進入閱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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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工作安全攻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pdf 
 

 

學生課餘工作安全須知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panels/2016/Students_Panel_May_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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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報讀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須知  

教育局提醒同學和家長，若報讀上述學校（包括補習班、商科、語文及電腦課程等），須留意以下事項： 
 

1. 應選擇報讀獲教育局註冊或臨時註冊的非正規私校 
2. 報讀前細閱課程單張，包括費用、上課日期、時間、地點、教員資料、退款政策及程序。 
3. 留意課程費用資料（如：應按月繳交費用） 
4. 應保存正式收據 
5. 應選擇安全的學習環境、合適上課日期及時間。 
 

家長可瀏覽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 
 

7.  2018-2019 年度開學各類收費預算  

2018-2019 年度開學各類收費預算，詳情如下：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家校會年費(註 1)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校本管理費(註 2)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堂費(註 3) --- --- --- $300.00 $300.00 $300.00 

*學生手冊及簿費：參考 1718 年度資料 $90.00 $80.00 $78.70 $85.50 $75.20 $70.50 

馬可賓讀書人紀錄冊 $27.00 --- --- --- --- --- 

訂購報紙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註「*」：資料只供參考，學校將因應實際需要而在新學年作出調整。 
註  1 ：本校在學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均為本會「家長會員」，並須繳交年費。多名子女就讀本

校之會員只須繳交一份年費。 
註  2 ：此乃教育局批核全港中學收取之費用，目的為加強教學及改善學校設施之用。 
註  3 ：中一至中三不用繳交堂費。而中四至中六級須繳交堂費$300。 
 

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wcp/SummerJob.pdf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books/2016/CB1279C.pdf
http://www.oshc.org.hk/oshc_data/files/panels/2016/Students_Panel_May_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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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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電子通告事宜  

本校內聯網系統(eClass)使用至今，運作暢順，各樣功能發展漸趨成熟。為支持「愛護地球、環保減
碳」，以及進一步提升家校通訊的效率，本校計劃由 2019 年 1 月起，全面使用電子通告取代印刷版
通告。家長透過登入 eClass 內聯網系統 https://intranet.makopan.edu.hk 及 eClass Parents App，便
可接收及簽署學校通告，並使用其他功能。 
 

校方將於 2018 年 9 月透過電話訊息 (SMS) 向家長發放「eClass Parent App 使用指引」及家長戶口
資料(登入名稱和密碼)，家長可於 2018年 10月起嘗試使用 eClass家長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簽覆不同類型通告及查閱資料。由於初次使用電子通告，於 2018 年 9 月至 12 月期間，校方仍會同
步派發印刷版通告，家長在過渡期間仍以印刷版通告回條為準，並指示學生把印刷版通告回條交回
班主任處理。計劃詳情將於 9 月進一步發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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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通》語體文閱理（突破一至五、七）
及修辭（突破一至五） 

2)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1) 《一點通》語體文閱讀能力 
（突破一至七 P.1-64） 
（突破四除外，P.31-42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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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about 250 words on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wo student. You are 

going to share with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at an inter-school athlete meet 
about “Is keeping fit important in modern 
life?”. Write the article.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70 
pages (using the given book report form) 

1) Longman Anthology 2 (Reading and 
Vocabulary Parts only) 

2) Write about 290 words on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three student. You are 

going to share at the meeting of the local 
history society about “The historical 
person I admire”. Write the article 

3) A book report – A non-fiction of at least 100 
pages (using the given book report form) 

數學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1 – S.2)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2 – S.3) 

 

科目 暑期功課(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一點通》P.31-70 
2) 重溫文言經典工作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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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about 340 words on the following topic on the given worksheets. 

 You are a form four student. You are going to share at the meeting of the local history 
society about “The historical person I admire”. Write the speech. 

3) Self-study Longman Grammar Focus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The S.3 Grammar 
Textbook): All the remaining chapters (Check the answers by yourself before submission) 

數學 Mathematics Summer Fun (S.3 – S.4) 

通識 
1. 閱讀《傳染病對城市的威脅》、《從香港看災害與公共衞生的關係》 
2. 自學及預習《公共衛生》課本(P.6-15、20-25、28-37)，並完成課本 P.17_Qa、P.27_Qa、P.39_Qa 

 

科目 暑期功課(中四升中五) 暑期功課(中五升中六) 

中文 

1) 作文一篇 
2) 中文閱讀報告工作紙（SBA） 
3) 神鵰工作紙（5C, 5D）及影視名著功課

（5A, 5B） 

1) 作文一篇 
2) 樂思卷一模擬卷四及五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自學《奪星起步點 2》題型 6_限定資料
論證，並完成題型 6 所有練題 

2. 自學及預習《現代中國》課本(P.3-17、
24-25)，並以完成課本 P.20-23 

3. 自學文章《十三五生涯規劃通通識》
P.6-24 (自學做於 A 簿) 

1. 自學及預習《全球化》課本(P.86-97、
100-109)，並完成應試練習 P.92-93 題(a)、
P.98-99 題(a)、P109-104 題(b) (自學做於 A 簿；
應試練習做於 B 簿) 

2. 自學《奪星起步點_題型操練 1》題型 4 並完
成 P.70-73；及自學《奪星起步點_題型操練 2》
題型 9 及 10，並完成 P.63-65 及 84-90 

3. 拆解 2016 及 2017 年 DSE 卷二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