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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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活動
五、學校假期

一、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同學：
去年是本校豐收的一年，文憑試放榜日，整個教員室都喜氣洋溢。我們的同學在不同
的學科均取到 5*及 5**的優異成績，包括中國語文、數學、物理、數學延伸等，能進入本
地大學繼續升學的有五位同學，包括入讀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嶺南大學等，連同內地及
台灣升學的同學，約有 27%同學入讀大學，超過香港學校一般水平。
中六同學的畢業旅行，今年選了杭州。岑燁同學還特別從北京轉到上海，與我們會合。
西湖的優美，是無可置疑，我希望同學不獨用眼去看西湖，試試用心去感受，感受人與大
自然之間的關係。導遊還笑我要求高，同學看見美景只會奔跑，這叫青春。我和導遊能靜
靜地看風景，這叫老成。給導遊一語道破，果然是高人。我知同學要與中學生活說再見，
也感覺到他們的彷徨。很多時，同學都會借意發洩自己的情緒。我這個校長，有時都會陪
著同學大叫。理想與希望，從每一個同學的臉上顯露出來，衷心祝願他們都有美好前程。
7 月期間，本人應教育學院邀請，演講有關優質教育策略，與會者多是中、小學教師，
希望我的經驗能協助他們教學。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亦邀請本人及陳玉群老師到中文大學演
講，與來自內地數十位教師及領導交流美德教育之經驗。期間，多位與會老師讚賞本校以
儒家思想教學的成就。
有兩件喜訊要與各位家長分享，一是教育局及建築署已通過招標，批准本校大型維修，
估計本年 12 月會開始動工。明年暑假，學校將有煥然一新的格局和外貌。其次是本校堂會
已與晉德教育基金達成協議，並於 8 月 29 日簽訂合作協議，為本校重開小學課程，踏上第
一步。當日到來觀禮的嘉賓，包括著名學者，商界名流及前任政府高官等，可知社會上，
對本校重開小學的重視程度。合作協議包括設立維修基金，讓學校改善硬件設備，興建一
所具最先進設備的教學大樓等。基金主席並即場捐贈港幣一百萬元與堂會，用作發展儒學
的種子基金。
暑假期間，學校鉛水問題，成為城中熱話。本校已委托化驗機構為學校驗水，另一方
面為保障學生健康，學生飲水機將全面更換有除鉛功能的濾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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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玉玲老師在假期間，不斷聯絡德國的交流學校。現在已決定，本年十月有位德國女
同學會來校交流，並住在我們學生的家裡，為期三個星期。介紹學校，香港社會、教育制
度等，及帶領同學遊覽香港勝景，就成為我校的責任。明年四月，我校將會派遣兩位同學
前往德國交流，希望我校同學珍惜交流機會，擴闊視野及增強閱歷，使自己見多識廣。
開學的第一個星期，看見同學繃繃跳的回校，踫見整個月沒見的同學都會大叫，互相
問好。陳樹俊老師很感性的說，同學都很喜歡學校，要讓他們有美好的學習生活。陳老師
經常對學生說：不可有欺凌、不可有冒犯、不可有歧視！我同樣感到壓力，每次看見一臉
天真，稚氣爛漫的同學向我鞠躬問安，腦海就浮現問題：如何栽培他們成材？如何建立他
們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如何教導他們成為頂天立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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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喜訊
恭賀曾家雯老師和馮勵賢老師榮獲由「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之「第二十屆表揚
2.1
教師計劃」表揚狀。
2.2

陳慶成老師、洪濱瑾老師及潘頴琪老師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多元智能躍進計
劃 2014/2015」頒發嘉許獎座，以表揚同事對學生無私奉獻。
統籌：黃育訓老師

2.3

5B 馬明惠完成由港鐵（MTR）舉辦「“Train”出光輝每一天」暑期訓練計劃 2015，
馬同學表現優秀，獲大會頒發最具創意潛力大獎及獎金$500，以茲鼓勵。
統籌：黃育訓老師

2.4

4B 唐悅宜、5A 梁美愛、麥建熙、姚宗勝、容嘉聰、5B 李珞倩、蘇汶浩、林明慧
完成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馬蹄蟹校園保母計劃 2014-15，成功將親手飼養的三
隻馬蹄蟹放歸自然棲息地，獲大會頒發證書以作嘉許。
統籌：黃育訓老師、李曉晴老師及羅姚芳先生

2.5

4B 唐悅宜、5B 陳沛豪、許羡興、6A 李梓樂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多元智能躍
進計劃 2014/2015」頒發嘉許獎座，以表揚學生積極及正向的進步。
統籌：黃育訓老師

2.6

4B 蔡彬峻、周拯完成由「羣力資源中心」、「軍民同樂活動籌委會」、「德育關注
組」
、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聯合主辦，為
期 15 天的「2015 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獲頒結業證書。
統籌：黃育訓老師

三、學校消息
學校短訊(SMS)
3.1
為加強與家長溝通，本校將繼續利用流動電話發放訊息，希望各位家長能提供手
提電話號碼，方便日後聯絡。
3.2

中一至中四級學費






入讀中一級之學生，全年學費 3,800 元
入讀中二級之學生，全年學費 3,800 元
入讀中三級之學生，全年學費 3,400 元
入讀中四級之學生，全年學費 2,980 元
入讀中五級之學生，全年學費 1,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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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十期繳付)，即每月繳交 380 元。
(分十期繳付)，即每月繳交 380 元。
(分十期繳付)，即每月繳交 340 元。
(分十期繳付)，即每月繳交 298 元。
(分十期繳付)，即每月繳交 170 元。





每級學費調整均以 貴子弟入學是年學費未來調整的基準。
有關中一級至中五級學生 9 月份之學費繳交方法如下：
 請學生於 9 月 25 日 (星期五) 透過銀行自動轉賬繳交。
有關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6 月份的學費，各家長會透過銀行自動轉賬，每
月的第一個工作天繳交學費，敬請家長將已填妥之「銀行自動轉賬授權書」
不遲於 9 月 4 日交回班主任處理。

3.3

助學金
為使經濟陷於困境的同學可繼續專心學習及參與活動，學校特別設立助學金計
劃。透過經濟援助，使同學能解燃眉之急。助學金全年均接受申請，各項申請簡
介已經上載學校網頁，家長如有需要，請學生自行到校務處索取表格。如有查詢，
可致電本校與學生事務主任莫玉玲老師聯絡。

3.4

午膳安排
為避免低年班學生外出感染不良的社會風氣，學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安排留校
午膳，請各位家長留意以下各事項：
 家長可自行每天為子弟安排午膳，使用保溫及安全的飯壺由學生帶回學校；
 家長可自行為子弟送飯到校，由校方安排交給 貴子弟；
送飯時間：下午 12 時 15 分至 12 時 50 分（請清楚註明學生班別及姓名）；
 家長可透過本校安排之供應商 ─ 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為 貴子弟訂購飯
盒。供應商每月為學生設計營養均衡、多種款式的飯盒供學生選擇，飯盒訂
價每個港幣 22 元正。家長每月收到訂飯表格後，學生可將填妥表格連同所需
款項交小食部職員彙集處理。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955161 與小食部店長聯
絡。

3.5

訂造冬季校服事宜
學生事務組將會於 10 月中旬安排校服公司派職員到校為同學度身訂造冬季校
服，訂金港幣 100 元正；校服價目表於訂造校服前派發，家長亦可依式樣自行縫
製。另外，小食部亦有代售校章(每個 7 元正)、校領帶(每條 15 元正)、女生校服
紅腰帶(每條 15 元正)、男生校服黑皮帶(每條 38 元正)，方便學生隨時購買。

3.6

儲物櫃
校方為每位學生提供儲物櫃，務使學生培養自理能力，同時，亦方便工友於下課
後進行全面清潔工作。學生應該小心保存儲物櫃鑰匙，請家長自行配備 1-2 套「後
備匙」，並妥善保管，學生事務組不再提供借用後備匙服務，學生如遺失鑰匙或
損毁儲物櫃，一概取消儲物櫃使用權。

3.7

聯絡學校方法
校務處電話：

25766427 / 25763415

4

傳真：
電郵：
3.8

28828658
enquiry@chms.edu.hk

本學年中一至中六級上學期「統一測驗」將於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期間舉行，
特函附上 「上學期統測時間表」
，敬希 台端審閱，並督促 貴子弟勤 加溫習，並
準時出席各科測驗為盼。
孔聖堂中學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2015-16 年度

上學期統一測驗時間表

十月三十日(星期五)

十一月二日(星期一)

十一月三日(星期
二)

中

8:30- 9:45 中文

8:30 -9:30 英文(一)

8:30-9:30 數學

8:30-9:15 綜合科

一

(GCSE)(一)

10:00-10:45 英文(二)

10:00-10:30 基礎數學

學

8:30-9:30 中文(DSE)(一)

11:15-12:00 通識

10:00-10:35 中國歷史

9:45-10:20 世界歷

11:05-11:50 地理

史

10:15-11:30 中文
(GCSE)(二)
10:15-11:30 中文
(DSE)(二)
中

8:30- 9:45 中文

8:30 -9:30 英文(一)

8:30-9:30 數學

8:30-9:15 綜合科

二

(GCSE)(一)

10:00-10:45 英文(二)

10:00-10:30 基礎數學

學

10:00-10:35 中國歷史

9:45-10:30 公民及

8:30-9:30 中文(DSE)(一)
10:15-11:45 中文

通識

(GCSE)(二)
10:15- 11:30 中文
(DSE)(二)
中

8:30- 9:45 中文

8:30 -9:30 英文(一)

8:30-9:30 數學

8:30-9:05 化學

三

(GCSE)(一)

10:00-10:45 英文(二)

10:00-10:30 基礎數學

9:35-10:10 世界歷

8:30-9:30 中文(DSE)(一)

11:15-12:00 通識

10:00-10:35 中國歷史

史

10:15-11:45 中文

12:30-13:05 生物

11:05-11:50 地理

10:40-11:10 經濟

(GCSE)(二)
10:15- 11:30 中文
(DSE)(二)
12:00-12:35 物理
中

8:30-9:45 英國語文(一)

8:30-9:45 中國語文(GCSE)(一)

8:30 -9:45 通識教育

8:30-9:30 數學

四

10:15-11:30 英國語文(二)

8:30-9:45 中國語文(DSE)(一)

10:15-11:15

10:00-11:00 經濟

10:15-11:45 中國語文

歷史、視覺藝術、

10:00-11:15

(GCSE)(二)

資訊及通訊科技

生物、物理、地理

10:15-11:45 中國語文(DSE)(二)

10:15-11:30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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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8:30-9:45 英國語文(一)

8:30-9:45 中國語文(DSE)(一)

8:30 -9:45 通識教育

8:30-10:00 數學(必

五

10:15-11:30 英國語文(二)

10:15-11:45 中國語文(DSE)(二)

10:15-11:15 經濟

修)

10:15-11:45

10:30-11:30 視覺藝

歷史、化學

術

12:00-13:15 數學(延伸)

10:30-11:45 地理
10:30-12:00 生物、
物理
中

8:30-9:45 英國語文(一)

8:30-9:45 中國語文(DSE)(一)

8:30 -9:45 通識教育

8:30-10:30 數學(必

六

10:15-11:30 英國語文(二)

10:15-11:45 中國語文(DSE)(二)

10:15-11:15 經濟

修)

10:15-12:15

11:00-12:00 視覺藝

化學、歷史

術

12:00-13:30 數學(延伸)

11:00-12:30 地理
11:00-13:00 生物

四、學校活動
4.1 9 月 1 日
4.2 9 月 2 日
4.3 9 月 4 日至 11 日
4.4 9 月 11 日
4.5 9 月 30 日
4.6 10 月 5 日至 10 月 8 日
4.7
4.8
4.9

10 月 13 日至 15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3 日

五、學校假期
5.1 9 月 3 日
5.2 9 月 28 日
5.3 10 月 1 日
5.4 10 月 9 日
5.5 10 月 21 日
此

開學禮
藥物教育講座
夏令時間
第一次課外活動招生日
學生會選舉
中文作文比賽
學生健康服務
第一次教師發展日
上學期統一測驗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日
中秋節翌日假期
國慶日假期。
孔聖誕
重陽節

致

各家長
孔聖堂中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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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漢謹啟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回

條

敬覆者：本人知悉 貴校通訊一之內容，並 *同意 / 不同意 提供手提電話號碼作為接收
學校訊息及聯絡之用。(*刪去不適用者)

手提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孔聖堂中學
中

班學生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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