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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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家長： 
 

  
 

轉眼間已接近本學年的完結，明天是本學年的結業禮，希望同學善用暑假，多做有益身心的
活動，為迎接下學年作好準備。 

 

詩 90:12「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原來數算日子和
得智慧的心是分不開的，有智慧的人必定懂得善用時間。尤其在疫情下，一切都不是必然，我們
要更珍惜與家人及親友相處，亦要把握可以學習的機會。願同學都能好好利用暑假，尋找智慧。
祝各家長及同學有一個充實的暑假，在學識及愛心上均有長進。 

 
本校女子丙組乒乓球隊奪得了屯門區學界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冠軍及男子丙組奪得了全港中

學三人籃球馬拉松冠軍（詳見內容第 3點），在此恭賀得獎同學。盼望所有馬可賓同學在不同範疇
上繼續努力，盡展潛能，發光發亮。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學生開學時提交「正面半身照片」事宜  

為更方便、有效及快捷讓學生家長於開學初提交「正面半身照片」供手冊等之用，本校將於
下年度(2022-2023)安排攝影公司到校替學生拍攝學生證件相（此服務實屬代辦形式，並非由
本校負責，所有拍攝相片款項將直接由學生交予攝影公司辦理）。家長可選擇自行在外間公司
為子女拍攝學生相片，或選擇參與上述服務，拍攝服務詳情如下： 
 
相片尺寸：1.5 x 2 吋 
價    錢：$10/1 打，$15/2 打 (貼紙底) 
拍攝日期：開學初（確實日期有待開學後公佈） 
拍攝時間：將在課堂期間進行 
 
無論學生外出或於本校拍攝相片，均須遵照以下規格： 
➢ 底色：一般證件相底色 如淺藍、淺粉紅、白色 
➢ 尺寸：一般證件相尺寸 (約 1.5 x 2 吋) 
➢ 穿著夏季校服，相片必須清楚見校章，不可穿著體育服及冷衫外套 
➢ 學生不可佩戴飾物  
➢ 女生儀容： 

‧髮長及肩者，須束馬尾，束起之頭髮放在肩後 
‧劉海不可遮蓋眼眉及髮鬢須翹到耳後夾妥。(可佩戴黑色、綠色或白色之髮夾)  

➢ 男生儀容： 
‧頭髮須短，不可遮蓋眼眉或耳朵，髮尾不可觸及恤衫領 

 
以上拍攝服務，詳情將於開學（9 月 1 日）公佈，請家長留意。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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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強室開放時間 

暑假期間自強室開放時間，詳情如下：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同學若回校溫習，請穿整齊校服及回校前做檢測，並將檢測記錄表給予校務處檢查後才
可使用自強室。 
 

3. 學生體育比賽獲獎消息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首屆全港中學校際三人籃球馬拉松，已於 7 月 30 日完成賽事，本校
在男子丙組項目中，與一百多隊參與隊伍較量後順利晉級決賽，隊員包括有1A楊錦傳、2C嚴
善俊、2C許雲杰、2B魏梓俊、2B余逸昇，八強比賽中擊敗傳統勁旅拔萃男書院及葵涌裘錦秋
書院、最後冠軍決賽更 17 比 3 大比數擊敗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勇奪全港冠軍，
而 1A 楊錦傳分別奪得最佳籃球員及最有價值球員獎。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屯門區中學分會校際乒乓球比賽，賽事於 7 月 31 日順利完成，本校
女子丙組隊員，包括 2D 張藝桐、1D 溫卓然、1C 孫卓穎及 1D 劉媐瞳及 2D 邢敏，決賽中擊敗
梁銶琚中學，最終勇奪本屆女子丙組冠軍。 
 
恭喜以上各得獎同學，謝謝你們為校爭光。 

 

4. 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第 94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現正舉行。在這昏亂易迷失的世代中，我們實在需要尋求神的幫助。
為了鼓勵同學踴躍參與、思考生命，宗教科和英文科已為同學安排獎勵計劃，若同學交回聽
後感想予負責老師，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交予負責老師，將會獲得一份小禮物。我們也鼓勵
家長們可以參與網上培靈研經會，家長、同學可觀看直播或重播。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
陳惠儀老師或龔俊驥老師。 
 
以下為培靈研經會資料： 
 
2022 年 8 月 1-10 日 
以網上直播方式進行，不設現場聚會。 
主題：永恆的盼望 Our Eternal Hope 
 
早堂・研經會  
主題：明白基督的心 
講員：柯貝爾牧師 Rev. Bill Crowder (靈命日糧事工聖經教師) 
時間：早上 9 時正 (周一至六) 
 
午堂・講道會  
主題：如此我信 - 使徒信經與舊約神學 
講員：李思敬牧師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 
時間：早上 11 時正 (周一至六) 
 
晚堂・奮興會  
主題：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講員：鮑維均牧師 (美國三一神學院院長) 
時間：晚上 7 時正 (周一至日) 
 
透過 YouTube 及 Facebook 網上直播，詳情留意大會網頁: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 
 
Youtube 直播: 
https://www.youtube.com/hongkongbibleconference/live 

  

https://www.hkbibleconference.org/
https://www.youtube.com/hongkongbibleconference/live


 

暑期功課安排 

 

中一升中二： 

中文 
1.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2. 閱理和語文基礎餘下練習 

英文 

Complete all units in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1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1 

數學 

Train Up Mathematics 1： 

- Unit 2：Introduction to Algebra 

- Unit 3：Percentages 

- Unit 4：Numerical Estimation 

- Unit 6：Angles Related to Lines 

- Unit 8：Introduction to Coordinate Geometry 

- Summer Test 

 
 

中二升中三： 

中文 閱讀《三國演義》及完成工作紙 

英文 

Complete all units in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2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2 

數學 

Train Up Mathematics 2： 

- Unit 2：Rates, Ratios and Proportions 

- Unit 4：Identities and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 Unit 5：Formulas 

- Unit 7：Congruence and Similarity 

- Unit 8：Angles Related to Rectilinear Figures 

- Unit 10：Trigonometric Ratios 

- Unit 11：Area and Volume (2) 

- Summer Test 

 

  



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閱讀《點與線》及完成工作紙 

2. 閱讀《追風箏的孩子》 

英文 

1. Complete  

- all units in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3  

- Unit 28 in Grammar Focus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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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數學 

Summer Adventure in Mathematics 3： 

- Unit 1：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 Unit 4：Deductive Geometry and Quadrilaterals 

- Unit 6：Areas and Volumes (3) 

- Unit 7：Coordinate Ge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 Unit 8：Applications of Trigonometry 

- Revision Test 

公民與社會展科 

閱讀課外圖書：《識法導航(中學》知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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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中四升中五： 

中文 

1. 閱讀《傾》(BC)、《神》(AD)、《煙》(全級) 

2. 完成《煙花三月》工作紙 

3. 完成《傾》工作紙(BC)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公民與社會展科 

1. 單元功課(二) – 香港少數族裔在港生活的困難及應對方法。

(作業 P.29-31) (做於 B 簿內)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2. 閱讀課外圖書：《知識雜誌：百年歷史 當代中國》電子版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中五升中六： 

中文 《名創》閱理模擬試卷(四)(五)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通識 

1. 預習課本《全球化》(第三版 2020 年修訂版) 第 1 章，並 P.16-

17、P.23-24、及 P.31-33。(做於課本內) 

呈交日期：第一堂通識堂交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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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瀏覽全球化網頁： 

http://www.tlsh.tp.edu.tw/~t127/globalization/index.htm  

 

http://www.tlsh.tp.edu.tw/~t127/globalization/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