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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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親愛的家長： 
 

轉眼間與你們渡過一個學年，但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充滿各人。暑期在即，很希望藉此機會跟大
家重溫本學年的學習主題：「享受閱讀樂趣 培養正向品格」，勸勉同學繼續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把這句
話實踐，同學應善用時間，充實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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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下星期三（7/7）為全校家長日，敬請家長
們按照預約時間於網上與班主任會面。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25 周年標誌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  

本校創立於 1997 年 9 月 1 日，屹今已超過 24 年，為了慶祝即將踏入 25 周年，本校特意舉辦 25
周年標誌(LOGO)設計及標語(SLOGAN)創作比賽，使之成為25周年各項慶祝活動的推廣標誌及標語。 

 

25 週年校慶主題：感恩，歡聚，承傳 
 

標誌設計 ( 25th Anniversary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1. 規   格：必須以電腦製作，並以電子檔案呈交 
2. 格   式：JPEG 及提供彩色及黑白版本 
3. 元   素：25/廿五/二十五、馬可賓/MKP 
4. 像   素：不可少於 800x800 像素 （PIXELS） 
5. 組   別：只設公開組 
6. 準   則：切合主題（50%）；設計與意念（25%）；美感與構圖（25%） 
7. 奬   項：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奬乙名 
8. 評分方法：校內及公開投票 
9. 呈交限期：2021 年 8 月 31 日 
 
備註：冠軍設計得奬標誌將用於推廣 25 周年校慶中的各項活動 

 

標語創作 (25th Anniversary Slogan Design Competition)  
1. 要    求：總字數不可超過 30 字（不包括標點符號） 

可包含以下元素：基督教信仰、感恩、歡聚、承傳、祝福祝賀 
2. 語    言：中文 或 英文 
3. 組    別：初中組、高中組、公開組（校友、家長） 
4. 準    則：切合主題（50%）；創意（25%）；節奏流𣈱（25%） 
5. 奬    項：各組別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奬乙名 
6. 呈交限期：2021 年 8 月 31 日 

 

備註： 
• 所呈交的作品必須附以不少於 100 字說明創作意念 
• 所有作品必須為學生原創作品及未曾公開 
• 如參賽作品涉及抄襲，或內容涉及違法、粗言穢語、誹謗言論等，學校會取消其參與資格，

亦不予通知 
• 參賽作品的版權屬於學校（即本校）所擁有，學校有權透過任何形式出版及宣傳 
• 如有任何異議/修訂，學校會保留最終決定權，而不另行通知 

如有查詢，可聯絡方建龍老師或鄧智強老師。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  

第四十期 
七月二日 

報名表格 



中二升中三： 

科目 功課安排 

中文 

1. 文言策略第二層（閱理1-8） 
2. 閱讀《三國演義》及完成工作

紙 
3. 完成語文基礎知識練習冊 

英文 

1. Complete all units in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2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2 

數學 
1. Train Up Mathematics 2 

(3rd Edition) (S.2 – S.3) 

 
 

2.  有關暑期功課安排  

中一升中二： 

科目 功課安排 

中文 

1. 完成閱讀理解練習冊 
2. 完成語文基礎知識練習冊 
3.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4. 完成文言策略第一層 

英文 

1. English Summer Fun (S.1-S.2) 
2. Read Oliver Twist 
3. Complete all units in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1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1 

數學 
1. Train Up Mathematics 1(New 

Syllabus Edition) (S.1 – S.2) 

 

中三升中四： 

科目 功課安排 

中文 
1. 重溫範文（岳陽樓記、山居秋冥、聲聲慢、魚我所欲）及做工作紙 
2. 文言三篇 
3. 閱讀《點與線》及完成工作紙 

英文 

1. Complete  
◼ all units in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3  
◼ the selected units in Grammar Focus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 Units 31, 32, 33 & 34 
2. Read Slumdog Millionaire 
3. Individual Oral Book Report Presentation  

(The book can be Slumdog Millionaire or another book that you like.) 
◼ Discuss one particular episode in the story that you remember most. 

Describe why you think it remains so clear to you. Write about the 
decisions you would make if you wer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book and how the decisions would lead to a totally different ending. 

◼ Present with at least 4 pages (no more than 8 pages) of PowerPoint / 
Google Slides. You should add images or other visual or audio 
elements to enrich your presentation.  

◼ Record your presentation with the aid of your PowerPoint / Google 
Slides. 

◼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last at least 3.5 minutes (maximum 5 
minutes).  

◼ Suggested use of tools: Screencastify, Google Slides, Adobe Spark 
Video (suggested but not limited to)  

◼ Upload your video onto the S4 Google Classrooms on 2 or 3 
September 2021.  

數學 1. Train Up Mathematics 3(3rd Edition) (S.3 – S.4) 

公民與社
會發展科 

閱讀課外圖書：《通識基本法小水豚的搞怪日常（下學期）》 
⚫ 使用學校圖書館超閱網連結登入(最初設定，登入後可更改) 

⚫ 學生名稱：學生證號碼 
⚫ 登入密碼：學生證號碼 
⚫ 閱讀後，學生需以以下其中一項形式完成讀後報告： 

選擇一：以 6 頁簡報表完成讀後報告 或 
選擇二：在 1 頁 A4 紙以概念圖形式總結圖書內容，及 100 字反思 
呈交方式：中四級 Google Classroom 
呈交日期：31/8/2021 23:59 

 

  



中四升中五： 

科目 功課安排 

中文 

1. 準備小組討論【綠色】(19/7 或 21/7) 

2. 準備 SBA 輯選閱讀【黃色】(20/7 考核) 

3. 文言文閱讀理解(人物傳記)【米色】(請根據日期完成練習)(2/9

繳交) 

4. SBA 閱讀工作紙【白色】(先完成《親愛的安德烈》，《煙花三

月》留待中五完成) (2/9 繳交) 

5. 閱讀《神鵰俠侶》【粉紅色】(2/9 繳交)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1.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現代中國》(2020 年修訂版)課題 1 及課題 2，並以完成當
中的「解題教室」1.1、2.1 及 2.2(做於課本內)（第一堂通識
科繳交） 

2. 自學議題筆記_議題：十四五國家規劃及香港的發展(自學做於
C 簿) （第一堂通識科繳交） 

3. 《現代中國》課外閱讀 
閱讀後，學生需以以下其中一項形式(格式見 Google 

Classroom)完成讀後報告： 
選擇一：以 6 頁簡報表完成讀後報告 或 
選擇二：在 1 頁 A4 紙以概念圖形式總結圖書內容，及 150 字
反思 
呈交方式：中四級 Google Classroom 
呈交日期：31/8/2021 23:59 

 

中五升中六： 

科目 功課安排 

中文 

1. 作文（題目另外印刷）（12/7 暑期補課當天繳交） 

2. 匯知模擬 4 試卷一「閱讀能力考卷」(2/9 繳交) 

3. 匯知模擬 5 試卷一「閱讀能力考卷」(2/9 繳交) 

4. 閱讀理解功課(2/9 繳交) 

5. 作文一篇(2/9 繳交) 

英文 1.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1.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全球化》(第三版)第 1 章，並 P.16-17、P.20-21、及 P.27(做

於課本內) （第一堂通識科繳交） 

2. 完成 2019 年通識卷卷二題 3，做在 Book B 內。（第一堂通識

科繳交） 

3. 閱讀課外圖書：《全球化 - 氣候變化與人類健康》(中文大學出

版)、及《全球化》。 

 

 



3.  QF 帶你進入美容業  – 天然面膜 DIY 及特技化妝工作坊  

為了讓同學對美容業有更多了解，爲未來深造學習或擇業做好準備，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咨詢
委員會將舉辦天然面膜 DIY 及特技化妝工作坊。活動詳情如下： 
 
對象： 中三至中五學生 
日期：2021 年 7 月 17 日或 7 月 24 日或 7 月 31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及 下午 2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九龍長沙灣道 681 號貿易廣場 6 樓 613–616 室 （港鐵長沙灣站 B 出口） 
工作坊内容： 1. 認識天然面膜的主要成份及功效，並製作天然面膜 

2. 認識一般特技化妝所需用具，並進行簡單燒傷及刀傷化妝 
名額： 25 人 (此活動由 QF 主辦, 學校代爲報名, 取錄與否由 QF 決定, 入選同學將另行通知。) 
費用： 全免 
備註：1. 成功報名的同學須自行前往活動地點 

2. 完成工作坊的同學將獲發出席證書 
 
若有意參加是次活動的同學，請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星期一）前 簽妥 eClass 電子回條報名。名
額有限，鼓勵同學踴躍參與。如有查詢，可與范家靜老師或關家欣老師聯絡。 

 

4.  香港律師會「青 Teen 講場 10 周年」「推紀及仁  與理同行」紀律部隊參觀活動  

活動資料 
日期：2021 年 7 月 11 日（日） 活動時間：下午 2 時至 4 時 
所屬紀律部隊：政府飛行服務隊 所屬部門：政府飛行服務隊總部 
活動地點：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南環路十八號 
對象學生：中三至中五 
集合時間及地點：下午 1:45 學校大閘 解散時間及地點：下午 4:45 學校大閘 
名額：10 名(費用全免) 
 

因為防控疫情的關係，參與學生必須完成以下其中一項 
1) 在活動舉行前三日內(即 8/714:00 後)，完成新冠肺炎的檢測，並提供 SMS、email 的檢測報告。 
2) 活動前已完成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並出示針紙證明。 
因名額有限，老師會個別通知獲選同學。如有疑問，請聯絡關家欣老師。 

 

5.  留意社區情況－保障自身安全  

請家長留意及叮囑子女，切勿參與未有不反對通知書的公眾集會，以免觸犯相關法例。此外，大
規模的社區集體活動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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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香港青年協會家長全動網，得悉早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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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sn.hkfyg.hk/value_added/detail/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