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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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不是單靠記憶便可完成任務，以下是幾個影響力甚大的因素。 
 

語文 -- 人與動物的差異就是語言能力，因為語言是抽象思維的基礎，也是人類獨有能累積知
識，反覆推理的動力。所以只有持續閱讀能提升語文能力，同學一定要養成閱讀習慣。 
 

毅力 -- 學習路只會越來越艱辛，無論是數理、語文、經濟學、社會科學或商業，內容只會越來
越深奧，所以勤奮及專心是不二之法，尤其在資訊科技的吸引下，同學一定要自律，抗拒電子產品的
引誘。 
 

互相支持 -- 學習不單是個人的力量，也是朋輩甚至是家人及師長間的互相支持，所以同學不要
忘記家人、老師及友伴的關心，大家的分享慰問也是學習動力一部份。 
 

除學習以外，學校與家長一樣關心同學的安全及成長，希望同學也在珍惜學習機會之餘，一定以
人身安全及正向成長為重，免得家人和師長擔憂。如有任何疑慮，歡迎與師長們聯絡。 
 

本年度學校選用的年度詩篇是《詩篇 23》，希望能安慰及鼓勵我們面對人生的不同階段。 
 

『耶和華是我的牧人，我必不會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到安靜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蘇

醒；為了自己的名，他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山谷，也不怕遭受傷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杯滿溢。我

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愛緊隨著我；我也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 23》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家校會互選  

承蒙一班熱愛本校並願意付出寶貴私人時間來協助家校會運作的家長參與，使本屆 2019/20 年度家
校協作委員會家長委員得以順利產生。本年度（第十七屆）的九位家長委員於 9 月 27 日舉行家校
委員會互選後職位分配如下：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司庫 靈育 康樂 總務 聯絡 執委 
吳錦蘭 
女士 

冼細妹 
女士 

張雯茵 
女士 

蔡淑儀 
女士 

陳慧嫻 
女士 

林娜 
女士 

許松梅 
女士 

吳苹 
女士 

周少輝 
女士 

 

感謝各家長委員的積極支持和參與。 

 
2. 大茶壺派發飯單事宜  

大茶壺明天(4/10)將派發十一月份飯單，同學須於 10 月 8 日至 11 日交回小食部，沒有飯單的同學
請到小食部索取，家長也可到小食部交回飯單。大茶壺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如有查詢，
請致電小食部 2463 8218 或辦公室 2461 5536。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葉志兆 校長 

主曆二零一九年十月三日 

第六期 
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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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六級第一次畢業試通告（中六級適用）  

本學年中六級畢業試將分兩次舉行，今天將發出第一次畢業試的電子通告，請家長督促子女細閱其
內容， 並作好準備迎接考試。 

 

4. 各大專院校資訊開放日  

為使各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有更多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不同資訊開放日，詳情請參閱下表： 

大專院校 日期 大專院校 日期 
香港公開大學 2/11（六） 香港大學 2/11（六） 

香港理工大學 5/10（六） 東華學院 9/11（六） 

香港中文大學 12/10（六） 明愛專上學院 15/11、16/11
（五、六）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9/10（六） 香港恒生大學 16/11（六） 

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 26/10（六）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22/11、23/11 

（五、六） 

香港科技大學 27/10（日） 珠海學院 23/11（六） 

敬希各同學踴躍參加，詳情可見於各院校網頁。 
 

5. 聯課活動獎項  

日期 姓名 活動名稱 組別 獎項   

27/9/2019 6C 黃千倖 

普崎杯 2019 全國速度輪滑（場地）
錦標賽青年女子甲組 

15000 米淘汰賽 季軍  

300 米計時賽 季軍  

500 米計時賽 殿軍  

1000 米計時賽 殿軍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殿軍  

普崎杯 2019 全國速度輪滑（公路）
錦標賽青年女子甲組 

10000 米積分賽 季軍  

500 米計時賽 季軍  

20000 米淘汰賽 季軍  

200 米計時賽 殿軍  

普崎杯 2019 全國速度輪滑（場地） 
錦標賽 馬拉松全馬女子組 季軍 

 

銘灃杯 2019 全國少年輪滑錦標賽 

500 米計時賽 冠軍  

1000 米計時賽 冠軍  

10000 米積分淘汰賽 冠軍  

15000 米淘汰賽 亞軍  

青年女子甲組 季軍  

300 米計時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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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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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30/10（三）至
1/11（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9/10（二）至 1/11（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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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四）及 1/11（五）進行，詳見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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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會如常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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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10 至 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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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測時間表如下：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 
 30/10 Day A (三) 31/10 (四) 1/11 (五) 

中 
一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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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45 分鐘 

(08:45~09:30)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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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09:55~10:05)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00 11:20~11:45 10:35~11:00 

第三節 
預備及派卷 (12:00~12:10)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預備及派卷 (11:45~11:55)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預備及派卷 (11:00~11:10)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中 
二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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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0 小時 (08:45~09:35) 

小息 10:00~10:25 10:00~10:25 09:35~10:00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預備及派卷 (10:00~10:10)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30 11:10~11:35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30~11:40)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預備及派卷 (11:35~11:45)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29/10 Day E(二) 30/10 Day A(三) 31/10 (四) 1/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閱讀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英文寫作 55 分鐘 
(08:45~09:4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中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數學 1 小時 
(08:45~09:45) 

小息 10:00~10:25 09:40~10:05 10:00~10:25 09:45~10:10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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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及派卷 
(10:05~10:1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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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及派卷 (10:10~10:20)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 10:45~11:10 11:05~11:30 ─ 

第三節 ─ 

預備及派卷 
(11:10~11:20) 

通識  45 分鐘 
(11:20~12:05) 

預備及派卷(11:30~11:40)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 

 

中
四
級 

 31/10 (四) 1/11 (五)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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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08:45-10:00) 
小息 10:15~10:40 10:00~10:25 

第二節 
預備及派卷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預備及派卷 (10:25~10:35) 
通識 1 小時(10:35-11:35) 

中
五
級 

第一節 
預備及派卷 (08:3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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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08:45-10:15) 
小息 10:15~10:40 10:15~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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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0: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