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HKFAA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2015-2016 School Notice 學校通告（3）
敬啟者：下列各項事宜敬希垂注：
一、 家長手冊 Parent Handbook 2015-2016
為了加深中一家長對本校的了解，隨通告派發「家長手冊」予中一級家長，以供參閱。
「家長手冊」電子版已上載於校網，家長可上網參閱或下載。
二、 公益金便服日 Dress Casual Day 2015
本校學生會為響應香港公益金呼籲，定於 2015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舉辦「公益金便
服日」籌款活動。本年所得善款，將全數撥捐公益金資助的「安老服務」
。我們希望藉是
次活動，讓同學體驗為公益盡力之公民精神。同學參與是次活動與否，全屬自願，贊助
款項不拘；不參加是次活動者，當天仍須穿著整齊校服上課。有關活動詳見附件一。
三、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及中一
家長晚會 AGM cum Inauguration Ceremony of PTA and S1 Parents’ Night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就職典禮謹訂於 10 月 16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
現誠邀各家長出席。同時，為使家長對中一子女之校園生活有更全面瞭解，本校特安排
家長與班主任會面時段，讓家長了解子女升上中學後之學習適應情況。現誠邀各位家長
撥冗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五)
時間：晚上 6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
活動及地點：淘書樂 (送書活動-家長及同學可選取喜愛書本) (雨天操場 6:30 – 7:00pm);
中一家長晚會 (中一課室 7:00 – 7:45pm);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委員就職典禮 (禮堂 7:45 – 8:30pm)
煩請 台端填妥回條，並囑 貴子弟於 10 月 5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以便統籌辦理。如有
任何查詢，歡迎聯絡盧永業老師或黃小蕙老師。
四、 淘書樂 Reading Brings Happiness
為了鼓勵家校合作，並為同學建立優良的閱讀環境，協助子女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本
校將於中一家長晚會前舉行免費送書活動，讓家長為自己或子女選取好書，並將書本帶
回家閱讀，與家人朋友分享，一同享受閱讀樂趣。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10 月 16 日
時間：下午 6 時 30 分至 7 時
取書地點：雨天操場
書籍來源：教師、校友及校外熱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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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安排 Arrangement of First Term S1-S5 Uniform Test
本學年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將於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8 日舉行，請 台端督促 貴子
弟努力溫習，為統測作好準備。有關統測時間之安排及考生須知，詳見附件二及附件三。
六、 中六級上學期考試安排 Arrangement of First Term S6 Examination
本學年中六級上學期考試將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3 日舉行，請 台端督促 貴子弟努
力溫習，為考試作好準備。有關考試時間之安排及考生須知，詳見附件四及附件五。
七、 普通話提升課程 Putonghua Enhancement Program
為了提升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本校中文科與校外專業普通話機構合辦「初中學生普
通話提升課程」。課程將由外聘之專業普通話教師任教，目的在鼓勵初中學生從不同途
徑提升普通話之聽、說、讀、寫能力。課程詳情如下：
對象：中一至中三學生
日期：2015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6 日，共六節課
(15/10, 29/10, 5/11, 12/11, 19/11, 26/11)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 4:05-5:05
地點：102 室
費用：$100 (如出席率達八成，校方會全額資助)
如對以上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張穎瑤老師。
八、 普通話資優培訓課程（GAPSK 應試班）
Putonghua Enrichment Program for Gifted Students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普通話之聽、說、讀、寫能力，本校積極鼓勵初中學生參與由國家教
育部港澳台辦公室舉辦的「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簡稱"GAPSK 考試")。
GAPSK 考試由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發兼得國家教育部審批，備受認同及具權威性。
GAPSK 考試更是現時唯一一個為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而設的公開考試平台，讓學生在
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通過 GAPSK 考試，真實地反映他們的普通話聽、說、讀、寫各方
面能力。GAPSK 考試平台是全港澳中小學生普通話能力的一個新指標，成績更可作為學
生升學或投身社會時的普通話語言能力的認證。有關 GAPSK 的資料可瀏覽以下網頁：
http://www.gapsk.org。
為使本校學生能具備應考能力，爭取佳績，中文科特聘請校外專業普通話機構開辦「普
通話資優培訓課程(GAPSK 應試班)」，詳情如下：
對象：中二至中三學生
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2016 年 3 月 9 日，共 14 節課
(2015 年：4/11, 11/11, 18/11, 25/11, 2/12, 9/12, 16/12
2016 年：20/1, 27/1, 3/2, 17/2, 24/2, 2/3, 9/3)
時間：逢星期三下午 4:05-5:35
地點：本校 103 室
費用：全年$800 (如學生出席率達八成，學校會津貼一半學費$400，款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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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課程後退回，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可向學校申請特別津貼)
備註：學生需於明年暑假參加「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並繳付
考試費，如考試合格，學校將會退回考試費，詳見附件六。
如對以上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張穎瑤老師。
九、 普通話增潤課程 School-based Putonghua Enhancement Program
本校初中中國語文科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為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的
課堂，中文科特開辦普通話增潤課程，由中一級中文科老師推薦學生參加，課程由本校
教師任教，費用全免。
十、 英語提升課程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
為協助中一學生適應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學科，本校將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開辦英語增
潤班，費用全免。詳情將於稍後公佈。如對以上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雷捷老師。
十一、 2015-2016 年度「我與中大早有約」
2015-2016 "Our First Encounter with CUHK Professors"
本校作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的屬校，自 2011 年開始，開展「我與中大早有約」計
劃。計劃主要目的，是希望讓本校學生於中學階段有機會親炙卓越的中大教授，向他們
學習，擴展視野，激發升讀中大的志願，預早定下人生目標。計劃中學生有機會親臨中
大，與中大主管人員及資深教授共進早餐，閒談並分享升學及人生各課題，深受學生歡
迎。2015-2016 年度「我與中大早有約」計劃將繼續進行，現誠邀 貴子弟發揮「震夏人」
積極奮發之精神，主動報名參加。有關詳情如下：
日期：由中大教授選定
時間：早上 7:30-9:30am 期間 (約個半小時)
地點：中大校園
如 貴子弟對有關活動感興趣，可聯絡秦嘉敏老師、葉家誌老師或陳佩鳳老師。
十二、 冬季資優課程 Winter Programme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2015-2016
中大教育學院將於 2015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6 年 2 月 6 日期間舉辦冬季資優課程，共有
二十多項課程適合本校學生參加，包括數學、英語、科學、經濟、藝術創作等課程，詳
情可到以下網址閱覽： http://www.fed.cuhk.edu.hk/pgt。上述課程費用約二千多元，家境
清貧者可向中大教育學院申請獎學金。合資格的高中同學也可申請學校資助。有意報讀
學生可自行網上報名，網址為：http://cloud.itsc.cuhk.edu.hk/pgt，截止報名日期為 10 月 16
日。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謝嘉穎老師或林燕老師。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周厚峰謹啟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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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Reply Slip
(回條請於十月五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學校通告(3)（2015/2016）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_（
）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學校通告（3）事宜，並就有關事宜回覆如下：

一、16/10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及中一家長晚會
本人 *□ 將會出席是項活動。出席人數：____位家長
*□ 未能出席當日活動。
* 請在適當之方格內填上「」

二、普通話提升課程
小兒／小女 *會/ 不會 報讀普通話提升課程，並附費用$100。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三、普通話資優培訓課程（GAPSK 應試班）
小兒／小女 *會/ 不會 報讀普通話資優培訓課程(GAPSK 應試班)，並附費用$800。
*請刪去不適用者

此覆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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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二零一五年度 公益金便服日

甲. 籌款形式：
 10月6日(星期二)當天校門設有善款箱，同學可把善款投入箱內，然後索取「公益金便服
日標貼」便可。
 如以劃線支票形式，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公益金」﹔
 若同學或其家長捐款一百元以上而需要收據，請向學生會負責同學登記，日後將可獲發
公益金發出之正式收據。
 若家長希望作額外捐助，可把善款存入公益金於中國銀行之戶口(賬號012-874-0-0085884)或恒生銀行之戶口(賬號: 280-157553-001)。

乙. 善款金額：不限
丙. 儀容指引：
 便服衣式應以樸素、簡單及輕便為主，不宜奇裝異服或穿著暴露誇張之衣飾。同學的裙
子和褲子需蓋半膝，同學均不可穿背心和貼身褲(leggings)。


同學不宜佩戴過量及誇張飾物，如耳環、手鍊、頸鍊等，頭髮亦禁止染色，女同學禁止
塗上化妝品。



若同學穿著體育服，亦代表參與是次籌款活動。



若同學當天上體育課，那可穿上樸素、輕便的體育服式，包括運動鞋。



若同學不參與當日活動，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上課。



如同學當日儀容不合規格，老師會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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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15-16)
中一級
地點：課室 星期四(22/10) 星期五(23/10)
第一節

中文

第二節

中史

Mathematics

星期一(26/10)

星期二(27/10)

星期三(28/10)

English

綜合人文

Science

星期一(26/10)

星期二(27/10)

星期三(28/10)

中文

中史

Science

星期一(26/10)

星期二(27/10)

星期三(28/10)

中二級
地點：課室

星期四(22/10) 星期五(23/10)

第一節

Mathematics

第二節

綜合人文

English

中三級
地點：課室

星期四(22/10) 星期五(23/10)

第一節

English

中文

歷史

Biology

Chemistry

第二節

Mathematics

地理

中史

經濟

ICT

第三節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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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15-16)
中四級
地點：課室

星期四(22/10)

星期五(23/10) 星期一(26/10)

地理 (402)

BAFS + ICT
(404)

星期三(28/10)

歷史 (402)
中國文學 + 化學

中史 (403)
第一節

星期二(27/10)

(403)
通識

Mathematics

Chemistry (404)

Physics (405)

經濟 (405)

VA (VA Rm)

Economics (406)

English

(四智/勇/忠/誠)
照常上課
第二節

中文

Biology (402)
Maths(M1)
(402)

中五級
地點：課室

星期四(22/10)

星期五(23/10) 星期一(26/10)

星期二(27/10)

星期三(28/10)

ICT (502)
Physics (503)
第一節

English

通識

中文

BAFS (1X + 3X)
(504)
地理 (505)
中史 (506)
VA (VA Rm)

第二節

中國文學 +

(五智/勇/忠/誠)

Economics (502)

照常上課

化學 +
Chemistry (503)

Biology (505)

經濟 (504)

Maths(M1)
(505)

歷史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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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附件三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統測
考生須知


測驗進行期間，考生切勿交談，否則當作弊論。



考生於測驗期間，必須誠實公正，悉力以赴，爭取最佳成績；任何作弊行為將受紀律處
分，而作弊學生之成績將作零分論。



考生若於測驗期間請病假，必須出示醫生紙證明。否則測驗作零分論，並受紀律處分 (特
別情況除外)。



如考生遲到，仍可安排進入試場測驗，但不會予以加時。



測驗進行期間，如發現手提電話發出響鬧聲音，該考生或將被扣分及接受紀律處分。



考生在測驗進行期間及離開試場時，必須保持安靜。



除指定應用文具外，所有攜來之物品須存放於教師指定的位置。



如有攜帶計算機入場，請仔細檢查計算機皮套，確保皮套內並無任何紙張。



考生進入試場後應停止閱讀，並將書籍及筆記等物品放入書包內，然後把書包放在椅子
下。



測驗進行時不得離開試場，如需到洗手間，則必須先得到監考老師批准。



測驗期間，如因颱風或暴雨襲港，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該日之測驗取消，校方將另訂
日期補測；其他科目則按照原定測驗日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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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CUHKFAA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Secondary Six First Term Examination Timetable (2015–2016) 中六級上學期考試時間表
Venue 地點 : Hall 禮堂
Date 日期

Time 時間

Subject 科目

29.10.2015
(Thu)

08:15 - 09:30 (1hr 15mins)
10:05 - 11:35 (1hr 30mins)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中文 (一) (閱讀能力)
Chinese Language (Writing) 中文 (二) (寫作能力)

30.10.2015

08:15 - 09:45 (1hr 30mins)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Reading) 英文 (一) (閱讀能力)

10:20 - 12:20 (2hrs)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Writing) 英文 (二) (寫作能力)

08:15 - 09:45 (1hr 30mins)

Chinese Language (Listening & Intergrated skills) 中文 (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Mon)

10:20 - 12:20 (2hrs)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英文 (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3.11.2015

08:15 - 10:15 (2hrs)

Liberal Studies (I)

(Tue)

10:50 - 12:05 (1hr 15mins)

Liberal Studies (II)

4.11.2015

08:15 - 10:30 (2hrs 15mins)

Mathematics (I) 數學 (一)

(Wed)

11:05 - 12:20 (1hr 15mins)

Mathematics (II) 數學 (二)

5.11.2015
(Thu)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08:15 - 10:15 (2hrs)
10:50 - 12:50 (2hrs)
08:15 - 10:15 (2hrs)
10:50 - 12:20 (1hr 30mins)
08:15 - 12:15 (4hrs)

Chemistry (I) 化學 (一) (2X)
Chemistry (II) 化學 (二) (2X)
Chinese Literature (I) 中國文學 (一) (文學創作) (2X)
Chinese Literature (II) 中國文學 (二) (文學賞析) (2X)
ICT (I)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一) (2X)
ICT (II) 資訊及通訊科技 (二) (2X)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2X)

9.11.2015
(Mon)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08:15 - 10:15 (2hrs)
10:50 - 12:10 (1hr 20mins)
08:15 - 10:00 (1hr 45mins)
10:35 - 12:05 (1hr 30mins)
13:30 - 16:00 (2hrs 30mins)

Physics (I) 物理 (一) (1X)
Physics (II) 物理 (二) (1X)
Chinese History (I) 中國歷史 (一) (1X)
Chinese History (II) 中國歷史 (二) (1X)
History (I) 歷史 (一) (1X)
History (II) 歷史 (二) (1X)
English Language Paper 4 (Speaking) 英文 (四) (說話能力)*

10.11.2015
(Tue)

08:15 - 09:30 (1hr 15mins)
10:05 - 12:20 (2hrs 15mins)
13:30 - 16:00 (2hrs 30mins)

BAFS (I)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 (2X / 3X)
BAFS (II)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二) (2X / 3X)
English Language Paper 4 (Speaking) 英文 (四) (說話能力)*

11.11.2015
(Wed)

08:15 - 09:15 (1hr)
09:50 - 12:05 (2 hrs 15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35 (1hr 15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Economics (I) 經濟(一) (1X)

(Fri)
2.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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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二)

Economics (II) 經濟(二) (1X)
Geography (I) 地理 (一) (1X)
Geography (II) 地理 (二) (1X)
Biology (I) 生物 (一) (1X)
Biology (II) 生物 (二) (1X)

13:30 - 16:30 (3hrs)

Mathematics (M1)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一) (3X)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中文 (四) (說話能力)*

13:30 - 16:30 (3hrs)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中文 (四) (說話能力)*

12.11.2015 (Thu) 8:15 - 10:45 (2hrs 30mins)
13.11.2015 (Fri)

通識 (一)

附件五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中六級上學期考試
考生須知


考生必須於早上七時五十五分或應考科目開始前十五分鐘回校。



如當天沒有應考科目，考生不用回校。



考試進行期間，考生切勿交談，否則當作弊論。



考生於考試期間，必須誠實公正，悉力以赴，爭取最佳成績；任何作弊行為將受紀律
處分，而作弊學生之成績將作零分論。



考生若於考試期間請病假，必須出示醫生紙證明。否則考試作零分論，並受紀律處分
(特別情況除外)。



如考生遲到，仍可安排進入試場考試，但不會予以加時。



倘考生在聆聽考試時遲到，則不可進入試場，需前往特別室考試，但不會予以加時。
如遲到超過三十分鐘，其考試資格將被取消。



考試進行期間，如發現手提電話發出響鬧聲音，該考生或被扣分及接受紀律處分。



考生在考試進行期間及離開試場時，必須保持安靜。



除指定應用文具外，所有攜來之物品須存放於教師指定的位置。



如有攜帶計算機入場，請仔細檢查計算機皮套，確保皮套內並無任何紙張。



考生進入試場後應停止閱讀，並將書籍及筆記等物品放入書包內，然後把書包放在椅
子下。



考試進行時不得離開試場，如需到洗手間，則必須先得到試場主任批准。



考試期間，如因颱風或暴雨襲港，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該日之考試取消，校方將另
訂日期補考；其他科目則按照原定考試日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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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簡稱“GAPSK 考試”)簡介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香港的社會語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普通話的使用也越來越廣
泛，GAPSK 考試由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研發兼得國家教育部審批，備受認同及具權威性。
GAPSK 考試更是現時唯一一個為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三)而設的公開考試平台，讓學生在學
習普通話的過程中，通過 GAPSK 考試，真實地反映他們的普通話聽、說、讀、寫各方面
能力。GAPSK 考試平台是全港澳中小學生普通話能力的一個新指標，成績更可作為學生升
學或投身社會時的普通話語言能力的認證考試詳情參閱有關網頁 http://www.gapsk.org。
考試內容
範圍

內容

佔總分

聽

聽、寫能力

30%

寫

拼音、語法知識

20%

讀

讀字詞、對話

25%

說

回答問題、命題說話

25%

筆試

口試

成績公佈
考生凡考獲 60 分以上，均免費獲頒發相應的「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考試證書」。GAPSK
考試成績於考試日之後六至八個星期會有結果。入級者可獲 GAPSK 考試委員會及北京大
學語文教育研究所聯頒的「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證書」。
卓 越
優 良
熟 練
基 準
D

60-69 分

C

70-79 分

B

80-89 分

A

90-100 分

相
對
等
級

校方資助計劃
參加 GAPSK 考試成績優異者，將獲資助部分報名費以茲鼓勵。詳情如下：
報考性質

資助百份比

實際資助金額

校方推薦學生

100%

$520

卓越

75%

$390

優良

50%

$260

熟練

25%

$130

學生自願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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