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HKFAA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2016-2017 School Notice 學校通告（3）
敬啟者：
下列各項事宜敬希垂注：
一、 中一級「自主互助學習」計劃 S1 Self-regulated Learning
本校檢視9月份中一學生學習情況，同學繳交功課及學習常規漸見進步，10月份開始中一
學生將照常於3時50分放學，學生可留校或回家完成預習及課業。另本校將因應學生學習
需要，為個別學生開設「課後功課輔導班」，詳情將稍後發通告予個別學生家長。各家
長如有疑問，請聯絡何淑妍老師或鄭大龍老師。
二、 購買冬季校服Purchase of Winter Uniform
本校已安排豐昌順校服公司及維多利校服公司親臨本校為學生度身訂製冬季校服，當天
同學須帶備訂金以便訂購有關冬季校服，冬季校服之尺碼、價錢，及款式詳情，請參考
校服公司之訂購表，當天安排如下：
供應商

訂購日期

取貨日期

豐昌順校服公司 (電話: 3549 6799)
地址：馬鞍山中心商場 A80 號

5/10

8/11

維多利校服公司 (電話: 2637 3313)
地址：沙田乙明村明信樓地下 45 號

12:30 - 5:00

訂購及取貨地點

雨天操場
12:30 - 5:00

家長亦可選擇自行前往以上校服供應商之門市選購。
三、 公益金便服日 Dress Casual Day 2016
本校學生會為響應香港公益金呼籲，定於 2016 年 10 月 6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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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IELTS 備試課程 Preparation for IELTS Course
為讓同學透過參加國際認可考試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能力，本校英文科與校外英語課
程機構合辦「IELTS 備試課程」
，課程將由外聘老師任教，目的在鼓勵高中同學從不同途
徑提升英語之聽、說、讀、寫能力。課程詳情如下：
日

期：7/10, 14/10, 18/11, 25/11, 2/12, 16/12/2016;
13/1, 20/1/ 2017（逢星期五，全期共八堂）
時
間 ：放學後 4:15 - 6:15（共兩小時）
上課地點：本校 404 課室
學
費 ：$720（同學亦可申請政府活動津貼減付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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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鼓勵同學積極學習英語，本校將為上學年於英國語文科考獲佳績的中五及中六
同學開辦此課程，學費由學校全額資助。
五、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中一家長座談會
AGM of PTA and S1 Parents' Forum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謹定於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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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安排家長座談會，
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升上中學後之學習適應情況。
詳情如下：
日期：201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 時至 8 時 30 分
地點：中一家長座談會
（中一課室 7:00 – 7:45pm）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禮堂 7:45 – 8:30pm）
煩請 台端填妥回條，並囑 貴子女於 10 月 3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以便統籌辦理。如有
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張美美助理校長或黃小蕙老師。
六、 有關中六級上學期考試安排 Arrangement of S6 First Term Examination
本學年中六級上學期考試將於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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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二及附件三。
七、 普通話增潤課程 School-based Putonghua Enhance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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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普通話提升課程 Putonghua Enhance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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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共六節課
（27/10 , 3/11 , 10/11 , 17/11 , 24/11 , 1/12）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 4:05-5:05
地點：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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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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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普通話資優培訓課程（GAPSK 應試班）
Putonghua Enrichment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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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3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共 14 節課
（2016 年：3/11 , 10/11 , 17/11 , 24/11 ,1/12 , 8/12, 15/12
2017 年：9/2, 16/2, 23/2, 2/3, 9/3, 23/3, 30/3）
時間：逢星期四下午 4:05-5:35
地點：本校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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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附件四。
如對以上課程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張穎瑤老師。
十、

有關 2017-2018 年大學聯合招生事宜 (只適用於中六級)
JUPAS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2017-2018 Important Dates
2017 年大學聯合招生將於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12 月 1 日（下午 11 時 59 分）接受申請，
申請費為港幣 420 元正。若申請人於截止申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1 時 59
分））後繳交申請費，需另繳港幣 300 元正之逾期申請附加費。
繳交申請費的途徑及程序：
所有在校及非在校申請人必須於截止申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1 時 59 分））
前以下列其中一項途徑繳交申請費：
‧信用咭
‧繳費靈（網上繳費）
‧電子銀行服務（只適用於私人戶口）
‧現金（東亞銀行）
‧現金（「大學聯招處」）
若申請人透過電子銀行服務繳交申請費或前往東亞銀行以現金繳交申請費，應注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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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需要不少於一個工作天處理。因此，申請人應儘早繳交申請費以便能夠及時完成申請
程序。有關申請程序及繳費詳情可瀏覽：www.jupas.edu.hk。
此外，每年九月至十月期間，各間大學均舉行資訊日以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不同大學的環
境及收生要求，家長可鼓勵同學了解以助選科。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每逢星期一班主
任節時段會舉行「生涯規劃課」及相關活動，希望有助同學積極規劃多元出路，敬請 台
端垂注。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張美美助理校長或陳惠葉老師。
十一、 佛山廣州南沙生態考察活動/姊妹校探訪之旅 Namsha Tour(Visit to Sister School)
本校將於 11 月探訪本校姊妹校佛山順德陳村陳惠南紀念中學，並舉辦兩校學生共同考察
活動。有關活動時間地點及費用詳列如下：
日期：2016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至 12 日（星期六）共 2 天
地點：廣東省佛山及廣州番禺（詳見行程表）
活動：學校參觀，與陳惠南紀念中學學生交流並共同考察南沙濕地公園及水鳥世
界。
團費：200 元（包括最基本綜合旅遊保險，家長亦可自行另購買保險增大保障/保額）
如有經濟困難，可申請資助。
行程表(暫定)
日期:

活動

備註

11/11 上午 7:45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 旅遊巴往深圳灣口岸
陳震夏中學出發
轉乘內地旅遊巴往大夫山森林公園
（如交通擠塞此項目將予取消）
午膳

11/11 下午

午膳後往佛山順德陳村陳 參觀學校剪紙中心及校園
惠南紀念中學
校園參觀及相互認識

晚餐並晚宿酒店

12/11 上午

兩校師生共同考察

南沙濕地公園及水鳥世界

12/11 下午

返香港

約六時半抵香港

12/11 後

視像會議分享所學

另訂日期於本校進行

本活動名額有限，初中及負責環保及生態活動學生將可優先參與，有意者請先找余晨星
老師或盧永成老師索取報名表。報名截止日期為 10 月 7 日。入選名單最遲於 10 月 12 日
公布。如需申請資助，請在名單公布後三天內（不含公布日）交回資助申請表！入選同
學必須嚴格遵照老師指示進行活動。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余晨星老師聯絡。
十二、 「同根同心」- 香港初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Same Root Care 2016 Mainland Exchange
Programme for Hong Kong Junior Students
為了讓同學能多瞭解內地的經濟及教育，加深對國家的認識，本校參加了香港教育局「薪
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承辦的「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並於 2016 年 12 月 8 日至 9 日期間帶領全級中二級同學前往廣州進行考
察。詳情如下：
考察主題：廣州的國家出資、民營和合資企業的發展（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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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8/12/2016（四）至 9/12/2016（五）
集合及解散地點：學校操場
學生繳付費用：港幣 205 元 5 角（30%）餘款由教育局資助，費用已包括交通費、
住宿費、膳食費、參觀入場費；領隊、導遊及司機小費；旅遊業議會印花稅；綜合
旅遊醫療保險（保障：醫療保障（最高保障額為港幣$300,000）
；意外保障（最高保
障額為港幣$300,000）；個人責任：最高賠償金額 HK$500,000；個人財物保障（最
高保障額為港幣$1,000）
；全球緊急支援服務：包括緊急醫療援助服務及保障等）[若
家長認為保障未足夠，可自行購買其他旅遊保險]
請注意：上述款項需一次過繳付及數目足夠，如繳費未足而需再次繳交會導致額外
行政費用，此情況下學生需負責繳交額外行政費用（在 OK 便利店需每次另繳收費
3 元 2 角，如電話入數則每次另繳收費 2 元 1 角。）
暫定行程
日期

上 午

下 午

指定時間在學校集合。
參訪廣州市內一間中學。
乘旅遊巴士經深圳灣口岸出境，轉乘 （注意：如遇內地假期，廣州學校或未
8/12

9/12

內地巴士前往廣州。
進行午膳。

能安排交流，將會由其他景點代替）
餐前分享及交流。到餐廳晚餐。
餐後返回酒店。

在酒店餐廳用早餐。
參觀國家出資企業（如：羊城晚報社、珠江鋼琴、廣州造船廠等）。
參訪中外合資的大型企業（如：廣州豐田/本田汽車廠）。
參訪港資或中港合資企業（如：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益力多、美樂多等）。
參觀完畢後，進行午膳。膳後乘旅遊巴士回深圳灣關口出境。

（註：行程以當地接待單位安排為準。）
由於此活動乃配合公民教育之學習內容，學生需利用考察過程中搜集得來的資料完成
指定習作，如沒有特別原因，所有學生均須出席。
煩請各家長為子女檢查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証（俗稱回鄉卡）的有效期會否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前到期，若會，請盡快辦理換領手續；亦請未有回鄉卡的學生盡快辦理換領手
續。
如有需要申請資助，請於 10 月 11 日或之前遞交申請表格，表格可在校務處正門索取。
請填妥並交回校務處，逾期申請均難以作處理。申請者可待資助結果批出才繳費。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630 5006 與林燕老師或余晨星老師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周厚峰謹啟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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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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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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LTS 備試課程
小兒／小女 *會/ 不會 報讀 IELTS 備試課程，並附費用$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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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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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中二學生）
本人 *同意／不同意 敝子弟參與是項交流活動（HK$205.5）。
若不同意，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 貴家長同意 貴子弟參加上述活動，請填寫<出入境及緊急聯絡資料> 及<學生報名
表>各項資料。參加者請在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2 日期間內以繳費靈繳交 205 元 5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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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度

公益金便服日

甲. 籌款形式
 10月6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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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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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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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Language (Reading) 中文 (一) (閱讀能力)
Chinese Language (Writing) 中文 (二) (寫作能力)
English Language Paper 1 (Reading) 英文 (一) (閱讀能力)

1.11.2016
(Tue)

08:15 - 09:30 (1hr 15mins)
10:05 - 11:35 (1hr 30mins)
08:15 - 09:45 (1hr 30mins)
10:20 - 12:20 (2hrs)
13:30 - 16:00 (2hrs 30mins)
08:15 - 09:45 (1hr 30mins)
10:20 - 12:20 (2hrs)
13:30 - 16:00 (2hrs 30mins)
08:15 - 10:15 (2hrs)
10:50 - 12:05 (1hr 15mins)

2.11.2016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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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matics (I) 數學 (一)
Mathematics (II) 數學 (二)

3.11.2016
(Thu)

08:15 - 12:15 (4hr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08:15 - 10:15 (2hrs)
11:20 - 12:40 (1hr 20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08:15 - 10:00 (1hr 45mins)
11:20 - 12:50 (1hr 30mins)
08:15 - 10:30 (2hrs 15mins)
11:20 - 12:20 (1hr)
13:30 - 16:00 (2hrs 30mins)
08:15 - 10:15 (2hrs)
11:20 - 12:50 (1hr 30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35 (1hr 15mins)
13:30 - 16:00 (2hrs 30mins)
08:15 - 09:30 (1hr 15mins)
10:05 - 12:20 (2hr 15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08:15 - 10:45 (2hrs 30mins)
11:20 - 12:20 (1hr)
08:15 - 10:15 (2hrs)
10:50 - 12:50 (2hrs)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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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stry (I) 化學 (一) (2X)
Chemistry (II) 化學 (二) (2X)
History (I) 歷史 (一) (2X)
History (II) 歷史 (二) (2X)
Economics (II) 經濟(二) (2X)
Economics (I) 經濟(一) (2X)

27.10.2016
(Thur)
28.10.2016
(Fri)
31.10.2016
(Mon)

7.11.2016
(Mon)

8.11.2016
(Tue)

9.11.2016
(Wed)
10.11.2016

(Thur)
11.11.2016

(Fri)

English Language Paper 2 (Writing) 英文 (二) (寫作能力)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中文 (四) (說話能力)*
Chinese Language (Listening & Intergrated skills) 中文 (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English Language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英文 (三) (聆聽及綜合能力)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中文 (四) (說話能力)*
Liberal Studies (I) 通識 (一)
Liberal Studies (II) 通識 (二)

English Language Paper 4 (Speaking) 英文 (四) (說話能力)*
ICT (I)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一) (1X)
ICT (II) 資訊及通訊科技 (二) (1X)
Geography (I) 地理 (一) (1X)
Geography (II) 地理 (二) (1X)
English Language Paper 4 (Speaking) 英文 (四) (說話能力)*
BAFS (I)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一) (1X / 3X)
BAFS (II)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二) (1X / 3X)
Mathematics (M1) 數學 (延伸部分 單元一) (3X)
Biology (I) 生物 (一) (3X)
Biology (II) 生物 (二)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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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time & venue of S6 Chinese and English Oral Examination will be informed by Chinese and English teachers respectively.

*

個別中六級同學之中文及英文口試時間及地點會由科任老師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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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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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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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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卓 越
優 良

對

熟 練
等

基 準
D

60-69 分

C

70-79 分

B

80-89 分

A

90-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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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75%

$390

優良 B

50%

$260

熟練 C

25%

$130

學生自願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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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中二學生）
出入境及緊急聯絡資料（本頁將印發予家長，收回後資料將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別: ________ 性別: 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 國籍: ___________
緊急聯絡辦法（所有提供的電話只作為是次旅途緊急聯絡之用，活動結束後即予銷毀，敬請
盡量提供可直接聯絡的電話）
緊急聯絡人姓名

與學生關係

緊急聯絡電話

1
2

身份證/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請將

貴子弟 身份證(正面)的影印

本貼在此方格內，並在方格的右方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鄉證或回鄉卡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資料。如

貴子弟沒有身份證，請提

交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資料面)的影印本。

請將

回鄉證或回鄉卡到期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子弟回鄉卡(正面)或回鄉證(資料頁)的影印本貼在

此方格內，並在方格的右上方填寫有關資料。如

貴子弟

(i)

沒有回鄉證或回鄉卡；或

(ii)

回鄉卡或回鄉證的有效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9 日以前

請馬上辦理有關申請手續，並須於 2016 年 11 月 8 日前
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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