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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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 
 

上星期五(9/10)晚上舉行了中二級家長晚會，多謝各位中二家長的出席，讓我們能彼此交流，在晚
會的過程中家長們十分專心，不時將講座重點記下及將投影片內容拍下，各位家長對子女成長的關心及
愛護，實在令我們十分感動。明天(16/10)便是中一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中一家長見面，藉
此機會讓家長更多了解子女升中後在學校各方面的情況，促進彼此溝通了解，盡早互相配合協助學生適
應中學生活。 

 

明天(16/10)晚上亦是家庭與學校協作會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在此向上一屆家校委員的無私付出
表達謝意，同時祝願新一屆家校會會務順利，繼續促進家校密切關係，幫助我們的學生、你們的子女茁
壯成長！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英文查經班  

為培養本校學生靈命及提升他們的英語能力，本校特任導師（Teaching Fellow）李恩添博士將於 11
月開始逢周一及周四下午 3 時至 4 時開辦兩組英語查經班，以全英語進行，中一組日期為 2/11、
9/11、16/11、7/12、14/12、21/12 及 4/1/2021（7 次）；中二組日期為 5/11、12/11、19/11、26/11、
3/12、10/12 及 17/12（7 次），每組只限 5 至 8 位同學參加，費用全免。 
 

有興趣的同學可於 10 月 27 日或之前填妥電子回條，先報先得，額滿即止。 
 

注意事項： 是次活動暫時將以 Zoom 網上會議形式進行，網上課室的 PMI 及密碼將在稍後確認通
知書中公佈 

 若學校恢復全日上課，是次活動將恢復在午飯時間進行，詳情另行公佈。 
 請注意校務處將在 10 月 28 日或以前發出確認通知書，確認 貴子弟能參與英文查

經班，若沒有收到確認通知書，則表示 貴子弟未能入選是次活動。 
 

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2. 申請關愛基金「購買平板電腦」事宜  

若有意申請關愛基金「購買平板電腦」的家長，請於明天（2020 年 10 月 16 日）前簽回上星期發出
之電子通告。如有查詢，可與方建龍老師聯絡。 
 

備註：透過關愛基金購買平板電腦的家長(包括半津)須向校方遞交 2020/21 學年資助證明文件的副
本，方可獲得資助。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   

第八期 
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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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可賓校園英語小記者計劃  (2020-21) 
本校英語環境組今年將會與 Roundtable Education 合作舉辦校園英語小記者計劃。透過是次計劃，
同學將會參加四次有關媒體素養、訪問及表達技巧的工作坊。學校亦會於午膳時間為小記者提供約
五次的實習機會。於每次實習前，導師會先與同學共同籌備及規劃內容並撰寫講稿，並於每次實習
後一同檢討及撰寫新聞稿。 
 

同學如有興趣參加，可於 10 月 23 日或之前，拍攝 2 分鐘的自我介紹影片及參加是次計劃的原因，
並上載至 Google Drive (http://gg.gg/2021mkpjp)，及填妥報名表 (http://gg.gg/2021mkpjp)。 
 

同學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4. 網上資優課程  2020/21  

教育局開設網上資優課程，目的為香港資優/高能力學生提供適切的增潤學習機會，讓他們能盡展
所長。網上資優課程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主辨，並由教育局作為支持機構，歡迎學校提名小四至中
六的資優/高能力參加。 
 
網上資優課程包括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及轉變中的香港經濟共五個課程，同時提供、
英文版本。每個課程各包括三級別的研習，最高級別課程水平達高中程度。學生完成課程中每個級
別的研習，並在級別總測驗取得及格成績， 將會獲發該級別的修業證書。適齡學生如能在任何一個
課程的第三級別測驗中取得及格成績，將符合資格申請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員。 
 
如同學有興趣，請於 10 月 23 日或之前聯絡廖美璍老師。 
 

5. 留意社區情況變化  

近日因應社會情況變化及衝突，請家長更留意及叮囑子女，大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時有機會觸發不
快或意外，甚或引至身心傷害及法律責任，而「國旗法」、「國歌法」及「港區國安法」已經實施，
更要避免觸犯相關法例。請家長務必與子女保持密切溝通，叮囑子女注意人身安全，遠離可能出現
的混亂、危險及非法活動。讓我們一起為社區及社會求平安及包容，從上帝而來的愛勉勵我們。 
 

此外，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得悉最近的「社會事件」引起社會上很大的迴響
及關注，家長多方面需要支援，故印製「對應社會事件家長錦囊」小冊子。內容包
括家長與子女分享「社會事件」的方法及常見子女問題解答。家長可從右面 QR Code

下載或瀏覽網頁（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6. 有關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報名事宜  

有興趣報名參加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同學，由 10 月 15 日(四)起可到譚綺雯老師簿架(B18)索
取報名表格。參賽者需自行上網 http://www.hksmsa.org.hk 查詢有關比賽之規則、曲目、項目編號
及費用，並於 10 月 28 日(星期三)前把已填妥之報名表，連同報名費用一併交回給譚綺雯老師。 
(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
名、班別及所報之項目編號)。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2021 年）就「2019 冠狀病毒病」之特別安排（2020 年 8 月 28 日更新） 
本港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各項防疫措施仍然嚴格。專家指出疫情或會延至 2020 年年
底，而本會也得悉學校的行事日程也受到顯著影響。就此，協會經過審慎評估並考慮後，決定於第
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改動如下： 
 

「錄影模式」 
協會徵詢了教育局及教育界代表的意見，決定將音樂節的比賽模式由現場表演改為以「錄影模式」
進行，由評判評審參賽者錄影片段，以確保學生、老師、家長和評判（包括本地及海外）在安全的
環境參與音樂節。**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http://gg.gg/2021mkpjp
http://gg.gg/2021mkpjp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http://www.hksms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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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午網上實時英語活動（English Tea Activities） (第一期 )  

為提供更多機會讓同學運用英語及提升他們對英語的興趣，本校英文科將舉辦第一期網上實時英語
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 及 25/11（星期三，共 7 次） 
時  間：3:00 p.m.至 3:30 p.m. 
內  容：英文科老師在每次活動舉行前將在內聯網及 Google Classroom 發佈有關該次活動內容的

訊息，亦會在早會中向同學宣傳該活動。 
地    點：ZOOM 網上教室  
對  象：全校學生 
注意事項： 同學需要於活動前 5 分鐘進入網上課室。網上課室的 PMI 及密碼如下： 
 PMI: 288 997 1809 
 密碼：EnglishTea 
 當同學進入課室時，需要於名字一欄中填寫［班別（學號）英文全名，英文名］，以供確

認身份。此外，同學需在活動期間全程開啟鏡頭，否則將不能參與活動。 
 

 若學校恢復全日上課，英文科將恢復在午飯時間(平均每循環週三次)舉辦英語活動，
供同學參加。 

如有查詢，可透過內聯網或致電本校與龔俊驥老師聯絡。  
 

8.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為使同學對大學生活及各學系入學要求有更多的了解，各大專院校將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鼓勵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及早規劃升學出路。 

 

聯招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香港科技大學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ust.hk/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4 日 https://infoday.cityu.edu.hk/  

香港大學 10 月 31 日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公開大學 11 月 7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嶺南大學 未有公佈 

 

聯招以外專上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演藝學院 10 月 17 日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4 日 

 

「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參與院校 

院校 日期 網址 

東華學院 11 月 14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最新安排請見於各院校網頁）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20 日 

11 月 21 日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1 日 

珠海學院 11 月 21 日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11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https://www.eduhk.hk/acadprog/infoday/
https://infoday.ust.hk/
https://infoday.hkbu.edu.hk/2020/
https://infoday.cityu.edu.hk/
https://www.infoday.hku.hk/
https://infoday2020.hkap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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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職業探索系列（一）：香囊工作坊  

為了讓同學了解更多中醫藥相關知識及增加同學對中醫藥課程的認識，從而提高同學對中醫藥的
興趣。本校升學及職業輔導組將與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會舉辦「香囊工作坊」。工作坊將會分
成兩個部分，分別是香囊製作及中醫課程分享。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全校同學 (中三至中六學生優先) 
日期：2020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地點：G01 室 
活動內容：1. 介紹材料的功效和性質 
    2. 香囊製作 
    3. 中醫學生分享 
名額：30 人 
 
若有意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請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一）前簽妥 eClass 電子回條報名。名
額有限，先到先得。如有查詢，可與范 家靜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10. 第十四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由香港品質保證局、教育局舉辦的第十四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海報設計創作比賽，主題
為理想家園，有興趣參加的同學可自行參閱比賽網頁： https://www.hkqaa.org，截止報名日期為 12
月 31 日。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852) 2202 9111 或電郵至 hkqaa.mkt@hkqaa.org 與李小姐聯絡。 
 

11. 「兒童笑說想」短片創作比賽  

「兒童笑說想」短片創作比賽的入選作品已上載兒童事務委員會網 頁(http://coc.gov.hk)，公眾人士
可在 2020 年 10 月 16 日或之前參加 網上投票。首 100 名選中冠軍作品的投票者可獲得紀念品一
份。 

 
12.有關政府宣布體育及宗教活動限制放寬事宜  

政府早前宣布，市民在體育處所進行隊際運動，人數上限按該隊際運動項目可多於四人。另外，
豁免群組聚集範圍予以擴大，容許沒有供應食物或飲品的宗教聚集。詳情可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政府表示，市民應保持防疫意識，須繼續注重個人和環境衞生，不容鬆懈，以免疫情再在社區爆
發。故此，若相關活動限制放寬仍然繼續生效，在子女參與上述活動前，家長應與子女溝通，衡
量風險，決定是否容許子女參與，並叮囑子女謹守防疫措施，注意個人衛生。 

  

https://www.hkqaa.org/
http://coc.gov.hk/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9/29/P2020092900657.htm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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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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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三）至
30/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7/10（二）至 3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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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四）及 3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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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10 至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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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Day C (三) 29/10 (四)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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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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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 Day B(二) 28/10 Day C(三) 29/10 (四)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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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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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 (四)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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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