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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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長好！近日天氣開始漸涼，切記保重身體，避免著涼。 
 

上星期五(15/10)晚上舉行了中一級家長晚會，多謝各位中一家長的踴躍出席，讓我們能彼此交
流，疫情中仍能與大家親身見面，實在感恩。明天(22/10)便是中六級家長晚會，我們十分期望與各位
中六家長見面，藉此機會讓我們同心協力幫助中六同學，迎戰疫情下不一樣的文憑試。 
 

下星期便是中一至中五級統測及中六級的考試(核心科目)，希望同學都能忠心盡責好好預備，以
「馬可賓 2000」的精神，發揮主賜給各位同學的才幹！什麼是「馬可賓 2000」的精神呢？ 
 

「馬可賓 2000」的精神源自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14-30 節，經文中主耶穌講論才幹與責任的比
喻：有一位主人按著三個僕人的才幹，分別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
千。那領五千的，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雖然賺了五千的表面上比賺了二
千的為多，但我們需留意的是，兩者也同樣賺取了一倍的報酬。說明賺了二千的僕人的忠心與努力程
度，與那領五千的，絲毫沒有差別。故兩者得到主人相同的稱讚、欣賞。但那領一千的，卻把銀子埋
藏了。他荒廢自己的才幹，沒有好好發揮，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最終受到主人責備。 
 

我們就是一個管家，天父讓我們管理衪所賜的生命、時間、智慧及才幹等，無論給予我們多少，均
需如領 2000 銀子的僕人一樣，要忠心盡責，好好加以發揮。同學要謹記天父是察看人的內心，重視我 
們積極進取，努力發揮所長的精神，盼望各位同學能立志成為「又良善又忠心」的馬可賓人。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大專院校網上課程資訊日  

各大專院校將於 9 月至 12 月期間舉辦「網上課程資訊日」，讓高中同學了解不同課程的內容及收生
要求等重要資訊，及早規劃升學出路。如同學有意參與相關活動，請自行於網上報名。如有問題，
可向升學及職業輔導組老師查詢。 

 

院校 日期 網址 
香港浸會大學 10 月 23 日  https://ar.hkbu.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10 月 23 日 https://www.admo.cityu.edu.hk/  
香港教育大學 10 月 30 日 https://www.apply.eduhk.hk/ug/event-details  

香港大學 10 月 30 日 https://www.infoday.hku.hk/  
香港都會大學 11 月 6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香港樹仁大學 11 月 6 日 https://infoday.hksyu.edu/zh-hant/  

嶺南大學 11 月 13 日 https://cutt.ly/LEJExBf  
香港伍倫貢學院 11 月 13 日 未有公佈，同學可稍後自行搜尋 
明愛專上學院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http://infoday.cihe.edu.hk/  
香港恒生大學 11 月 20 日 https://infoday.hsu.edu.hk/  

珠海學院 11 月 20 日 https://www.chuhai.edu.hk/InfoDay/  
註：各院校將不定期更新活動網址及其他資訊，同學可自行搜查最新內容。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主曆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八期 
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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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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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三）至
29/10（五）進行，中三級的統測將於 26/10（二）至 29/10（五）進行，中四及中五的統測將於
28/10（四）及 2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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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0 至 28/10 期間，全校學生活動將會暫停。學校一向強調學生應建立平日恆常的溫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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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0 Day D (二) 27/10 Day E (三) 28/10 (四) 29/10 (五) 

中
一
級 

第一節 

－ 

中文  
1 小時 15分鐘 
8:45 ~ 10:00 

英文閱讀  
1小時15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45 分鐘 

8:45 ~ 9:30 

小息 10:00~10:35 10:00~10:35 9:30~10:05 

第二節 
數學  

1 小時 
10:35~11:35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歷史  
30 分鐘 

10:05~10:35 

小息 11:35~12:10 11:20~11:55 10:35~11:10 

第三節 
普通話  
30 分鐘 

12:10~12:40 

中史 
30 分鐘 

11:55~12:25 

地理 
30 分鐘 

11:10~11:40 

中
二
級 

第一節 

－ 

英文閱讀  
1小時15分鐘 
8:45 ~ 10:00 

中文  
1小時15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50 分鐘 

8:45 ~ 9:35 

小息 10:00~10:35 10:00~10:35 9:35~10:10 

第二節 
綜合科學  
45 分鐘 

10:35~11:20 

歷史  
30 分鐘 

10:35~11:05 

數學  
1 小時 

10:10~11:10 

小息 － 11:05~11:40 11:10~11:45 

第三節 － 
地理  

30 分鐘 
11:40~12:10 

中史  
30 分鐘 

11:45~12:15 

中
三
級 

第一節 
英文閱讀  

1小時15分鐘 
8:45 ~ 10:00 

英文寫作 
 55 分鐘 
8:45 ~ 9:40 

中文  
1小時15分鐘 
8:45 ~ 10:00 

數學  
1 小時 

8:45 ~ 9:45 

小息 10:00~10:35 9:40~10:15 10:00~10:35 9:45~10:20 

第二節 
地理   

30 分鐘 
10:35~11:05 

中史  
30 分鐘 

10:15~10:45 

化學  
30 分鐘 

10:35~11:05 

生物  
30 分鐘 

10:20~10:50 

小息  10:45~11:20 11:05~11:40 10:50~11:25 

第三節 － 
生社  

45 分鐘 
11:20~12:05 

物理   
30 分鐘 

11:40~12:10 

歷史  
30 分鐘 

11:25~11:55 

 

 28/10 (四) 29/10 (五) 

中
四
級 

第一節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 ~ 10:15 

英文  
1 小時 15 分鐘 

8:45 ~ 10:00 

小息 10:15~10:50 10:00~10:35 

第二節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公民科  
45 分鐘 

10:35~11:20 

中
五
級 

第一節 
英文  

2 小時 
8:45 ~ 10:45 

中文  
1 小時 30 分鐘 

8:45 ~ 10:15 

小息 10:45~11:20 10:15~10:50 

第二節 
通識  

1 小時 30 分鐘 
11:20~12:50 

數學  
1 小時 30 分鐘 

10:50-12:20 
 

學生請提早 10 分鐘到課室/禮堂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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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務「小故事‧動人心」創作比賽  

活動目標是鼓勵學生以「過去一年，我感謝……」為題目，回顧過去一年，利用文字感謝自己或
與自己有關的人和事。有關比賽詳情，同學可瀏覽該會網址：http://llb.elchk.org.hk。 
 

4. 校友傑出成績  

本校畢業年度 姓名 學院 學科 獎項 
2016-17 李靖瑋 

香港浸會大學 

應用生物學理學士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017-18 李曉欣 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 

2017-18 黃樂穎 
新聞與數碼媒體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8-19 蔡芷晴 文學士(運動及康樂管理) 

2018-19 熊智琳 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理學士 

2019-20 洪鎮堯 
工商管理學士 
(財務學專修) 

2018-19 盧芍霖 
新聞與數碼媒體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9-20 雷呈昊 宗教、哲學及倫理文學士 

2019-20 陳惠萍 
工商管理學士 

(人力資源管理學專修) 
2019-20 楊紫棠 社會科學學士（歷史） 

2017-18 程梓朗 
工商管理學士 

(應用經濟學專修) 校長榮譽榜 
（President’s  

Honour Roll） 
2017-18 羅敏妍 

新聞與數碼媒體學士 
(中文新聞專修) 

2018-19 邱栩洋 地理社會科學學士 

2018-19 施惠雯 中國語言文學文學士 

學院成績優異榜/ 
校長榮譽榜 
(Dean’s List/ 
President’s  
Honour Roll 

2017-18 梁晞悅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科學學士（城市研究） 
逸夫書院 

傑出學生團體獎 

   以上校友學習態度積極，表現傑出，本校謹此恭賀校友獲此優秀成績。 
 

http://llb.elchk.org.hk/
http://cpw.hkbu.edu.hk/
http://buarts.hkbu.edu.hk/arts334/tc/index.php
http://bba.hkbu.edu.hk/eng/programmes/curriculum/hrm.jsp
http://bba.hkbu.edu.hk/eng/programmes/curriculum/econ.jsp
http://geog.hkbu.edu.hk/?page_id=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