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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岛中学的家长和教师会新任委会

各位家长、各位监护人:

港岛中学家教会 (ISPTA) 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让家长和教师们聚在一起，共同
建立社区意识，共同合作以支持学生更好地发展。

上周家教会举行了年度大会。在此，我谨恭祝Fatema Jangbarwala女士（主席）、Tania
Shao 女士（副主席）和 Eric Chen 先生（名誉司库）当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委员会的家长成员包括：

● Manju Anand
● Lamey Chang
● Gloria Chiu
● Tarja Joro
● Rosanna Nongdhar
● Henry Pang
● Kandy Sum
● Cindy Zhou
● Mary Lacey-Vittachi (教师代表)
● Stephanie Weathington (教师代表)
● Joe Travers (教师代表)

恭祝Fatema女士、各位办公室负责人和委员会所有成员在任期中一切顺利。我非常
期待能够与新成员合作，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并继续为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

Stephen Loggie

港岛中学校长



2.邀请家长参与coffee zoom 会议

日期: 2022年11月4日
時間: 上午9点
主題: 港岛中学未来的课程，以及父母如何确保孩子充分享用教学资源
Zoom 链接

3.选课登记表
9 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会收到课程表顾问Edval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选课登记

表”。电子邮件中有一个登录密码，他们需要以密码登录填写选课登记表。 如果您的孩
子没有收到这封邮件，请查看垃圾邮箱。表格填写的截止日期是 11月18日。

4.冬季校服
随着天气转凉，学生们可以穿着更保暖的校服。冬季校服是港岛中学形象的一部

分。希望学生以身穿港岛中学校服为荣，同时可以表现他们对彼此以及学校的尊重，也

展现了学生的归属感。

请参阅此链接订购冬季校服（风衣夹克和羊毛衫从第二页开始）。

5.储物柜财产安全

提醒各位学生使用挂锁以确保自己储物柜的安全。

6. Quest Week

● 如果您的孩子在QW中间某天缺勤，请按照返校日正常的请假流程告知校务处。
● 学生每天仍需要进行 RAT 测试，并上传结果。
● 如遇到紧急情况，或需要联络您的孩子，请通知学校的校务处。
● 在上课时间，学生不应使用手机，请尽量避免此时与他们联系。

7.本周关键日期：

● 10月31日：便服日 - 万圣节
● 10月31日至11月4日：11 年级 TFL（学习辅导会议）
● 11月1日：STARS 彩排（第3-4节课）：7 年级和8 年级会观看
● 11月1日：STARS 22/23（门票见下文“活动”页）
● 11月2日：食物科学（food technology）- Chiawala 参观
● 11月3日：港岛中学开放日
● 11月4日：Stars演出
● 11月4日：家长Coffee Zoom（港岛中学未來课程规划）
● 11月4日：九年级篮球班际比赛
● 11月4日：11年级 (IGCSE) 地理实地考察 - 西贡郊野公园

8. 11年级IB选科
上周是 11 年级的选课周。学生与老师一起讨论了12 年级的个人发展途径和课

程选择。感谢 Y11 家长在周四晚上出席家长资讯会。如果您错过了会议，请参阅当晚
的

https://zoom.us/webinar/register/WN_n60mFrvIRBKCjdvl5XMXBQ
https://www.schooluniform.hk/collections/island-school
https://island.edu.hk/parent-webinars/


简报和录影。11年级的 “学习辅导（TFL） 会议”是学生与导师和父母讨论计划选择的科
目的好机会。

9. 12年级ALIS数据家长资讯会 （面向十二年级家长）
11月17日下午5点，高中部希望邀请12年级的家长参加网络会议，以便您了解孩

子的ALIS测试数据。本次会议将重点关注数据的使用，负责人将为您介绍各科教师如何
使用数据辅助教学，以及学生如何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使用数据。在此感谢那些已经注
册参加会议的家长们。如果您还没有注册，并想参加这个会议，请填这份表格以参会。
如果您已经注册，则无需再次填写表格。

10. 13年级 - TOK额外辅导
上周的Phase Time，13年级的DP学生参加了由 TOK 课程负责老师Alexey Popov

带领的TOK大师班（Masterclass)。此课程为学生的TOK论文提供额外辅导，论文草稿应
在本学期结束前提交。Popov老师分享了如何回答问题、计划和构建文章、如何避免肤
浅的争论，以及如何总结文章的各类技巧。

11. 13年级 - 扩展论文（Extended Essay）
13 年级的DP学生正在努力修订EE终稿，本周四前需要提交。

*您可以在此处查看接下来所有 12 年级和 13 年级的学科考核截止日期。

12. IGCSE科目简介会（9年级）

本周Thrive期间，9 年级的同学了解了升入10-11年级时就读IGCSE课程可以选择
的科目。星期四晚，学校也与9年级家长分享了具体内容。如果您错过了会议，请参见当
晚的Zoom录影和幻灯片。

我们的网站也提供了可选课程和选课流程的完整详细信息，其中包括常见问题

的链接和详细回答。 如您有任何问题，请在接下来的几周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正在引
导学生在学校完成选课，希望学生可以与您在家中讨论他们的课程选择。

13. 2023-24 年度的Elements Courses

我们很高兴与您分享下一学年的 Elements 课程信息，请参阅以下手册以获取信
息：

● 9年级 Elements Courses (目前就读8年级)
● 10年级和11年级 Elements Courses (目前就读9年级和10年级)

导师将在下周的Thrive与学生讨论选课问题，学生将会随后针对选课偏好填写谷
歌表格(google form)。

https://island.edu.hk/parent-webinar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srfxu52ZuhMYcklQ2llGDW-Pvm3x0lBiaCbXgVZs90/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WLKJeajnHgozz05V1oIKALYQ-_Ht0dLAh4Evi7QjydQ/edit#gid=792994626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4e8a2cca5a&e=4abaabfee1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4ac4a91a35&e=4abaabfee1
https://island.edu.hk/middle-years-curriculum-year-7-9-oct-2022/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724de1d88c&e=4abaabfee1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af9a200cbf&e=4abaabfee1


14. Merits 铜奖:

七八年级有了更多 Merits 铜奖得主!恭喜同学们!

15.学校餐厅十一月的菜单

16.家长资讯会议 （10月31日下午五点）
关于评估和Evidencer的学习报告（所有新学生家长）以及7年级探索周：
我们将举办一次 Zoom 会议，借此机会，向所有的新家长解释关于中学阶段的评

估和报告以及如何使用 Evidencer 。随后，七年级探索周（Quest Week）的负责老师Kevin
Lester 和 Stephanie Weathington 将会向您展示解释活动细节，并回答您的问题。

如果您有任何与评估、报告、Evidencer或探索周相关的问题，请用此链接提
问。

会议Zoom链接：https://zoom.us/s/92433251652

17.七年级家校合作，共同支持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1）作业和评估

为了确保学校能够及时了解七年级的学习生活状态，我们询问了许多七年级

学生目前遇到的困难，很多学生对家庭作业和评估很担心。相关细节，请参阅下面的

内容。为了更好地支持这些学生，学校将持续与学科教师沟通，同时在班主任Thrive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dce51a56d3&e=4abaabfee1
https://zoom.us/s/92433251652


课程和早会期间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建议。同时，我们也鼓励您参考以下建议，支持

您的孩子在家的学习。

学生和家长可以一起...
●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

● 降低社交媒体对于学生注意力的干扰。

● 设定一周的家庭时间表(包括活动和空闲时间)。
● 目标是在晚上 7:30 之前完成作业，以便在睡前有足够的时间休息，远离电脑屏
幕。

● 家长在 Google 课堂上勾选接收家长作业提醒以便及时跟进。
● 如果学生无法在建议的时间（30 分钟）内完成作业，家长应提醒学生暂停，进
行休息，并向相关学科教师反映情况。

*请提醒您的孩子，如果他们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的担忧，请及时跟导师
联络。

（2）阅读习惯的培养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您孩子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变化。一些学生可能会熬夜阅

读他们最喜欢的书，而另一些学生可能晚上在手机或电脑上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我

们希望推动所有的学生养成每周两到三个小时阅读的习惯。

1. 建议所有 7 年级的学生每两周去一次图书馆借书或者还书。
2. 随时在书包里放一本阅读书。（英文推荐阅读十月 - 恐怖和怪异的故
事）

（中文推荐阅读各年级适合阅读的书单）

3. 全家共读一本书，随后分享想法和感受。
4. 在上学前、午餐时间和放学后看书（三本小说和三本非虚构）。

（3）每月身心健康
我们也希望提醒学生，每个月我们都会收到一份由学校的师生设计的简报，

（结识新朋友.pptx）其中提及了关注自己身心健康多样的的选择。

18.七年级班际躲避球比赛 （10 月 28 日星期五）
上周五 7 年级的第二场校际活动躲避球比赛。由于日程安排冲突，足球比赛将

要推迟到第 2 学期。在 Interhouse 之后，学生搭乘小巴到达中环和金钟并从那里自行
回家。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sAN5Y7-vDmo8NGtp-Ya7k8LBewdNCuKSsmfYxmHjj7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ejMNFf86iI5h_k_V7SZECyAaiVLNly5bvK0uA_jwOWE/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5llFK64Bf76Gb-5dalCaZ28u7B9mwPzc/edit?usp=sharing&ouid=112895230380437067862&rtpof=true&sd=true


19. 2022-2023 港岛中学家长教师会会费
缴费通知已在Gateway及ESF app上发布。我们也已经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家长。为

方便家长，我们已经开启了电子支付平台。请遵照电子付款指示。恕不接受现金、支票
或直接存入。会员费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支持学校工作，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请确保
在10月31日前付款。

20.港岛中学家教会（ISPTA） 信息
（1）ISPTA AGM选举结果

上周ISPTA举行了换届大会，10月26，星期三。Fatema Jangbarwala当选主席。参
见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

（2）Diwali排灯节活动
本周，ISPTA组织了排灯结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     Diwali Cooking Masterclass

（烹饪大师班）、两天时间装点校园活动，也赞助了学生Diya绘画以及Henna纹身和明
点（bindis）活动。活动为校园增添了色彩和活力。感谢各位家长的支持，期待您明年的
再次参与！

(3)加入ISPTA WhatsApp 群组
(1) 英文群组：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 ISPTA 家长 WhatsApp 各年级群组，请填表格。
现有成员会被自动转入新的年级组。

(2) 中文群组：ISPTA 推出了一个中文 WhatsApp 小组，以支持华语家庭更有效地
交流。如果您希望使用中文提问或寻求答案，欢迎  点击这里填写表格加入。

(3) 如果您需要加入 ISPTA与 交通相关的 WhatsApp 群组，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pta@online.island.edu.hk以了解详情。

（4）ISPTA 商店

商店现在收集二手书和校服捐赠。如您的孩子有使用过但仍能重用的书籍和校
服，请向我们捐出。所有的捐赠都会用于支持其他年级的学生和学校相关项目。请点击
这里了解更多关于接受物品的详细信息。

待售物品如下：

-二手书

-二手校服

- Stasher Bags（可重复使用的午餐袋或购物袋）

*请浏览 ISPTA 的二手商店，了解有关捐赠、购买和跳蚤市场的具体信息。

（5）ISPTA 跳蚤市场

各位家长可以在 ISPTA Marketplace 上向 IS 群组出售和购买与学校相关的物品。

（6）2022-2023 年 ISPTA 会费：缴款单已经发出  。

（7）ISPTA 相关链接：

● 如需联系 ISPTA，请发送电子邮件至pta@online.island.edu.hk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09f755984e&e=4abaabfee1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0544a5d478&e=4abaabfee1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22303a36d1&e=4abaabfee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IocZAGg4FTAQaSVOS6-4M-CCh-JIw9uP-Efr_0gASyHEGo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GY6_4wClwMoVPBghk7JocsUwmhTrPl_5ZtKrgj1dCIf3LPA/viewform
mailto:pta@online.island.edu.hk
https://island.edu.hk/ispta-2nd-hand-books-uniform-collection-2-3/
https://island.edu.hk/ispta-2nd-hand-books-uniform-collection-2-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Wh9PTroCnlYxYz_Eb4v54--1LOZ2TVdPHE0dg4EyjnA/edit#gid=83257328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iRQBUjnOEgkwQVoQo04cGbdC6Ebc3jon7AIlCK7B4dM/edit#gid=148294619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TMSWNBhy2npKEAYkL3BXBsDfqZT-KWGBNfnsLzZHXbmyyA/viewform
https://island.edu.hk/ispta-secondhand-shop/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SPTA.Marketplace
mailto:pta@online.island.edu.hk


● 要了解更多关于 ISPTA 的信息，请浏览 https://island.edu.hk/pta-home/
● 你可以在http://island.edu.hk/island-news/查看过往活动。

不要忘记在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chool/ 上点赞关注。

校园活动：

1. STARS 2022年11月1日

港岛中学音乐部推出年度活动STARS。这是港岛中学一直期待的精彩演出。令人
心情激动热血沸腾的现场表演将重回校园！而且这次的演出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

彩纷呈。当晚将有个人和团体表演、STARS乐团、STARS合唱团、STARS舞蹈团和现场
乐队的演出。演出结束时，您需要选出您最喜欢的演出。赶紧抓紧时间去买票吧！（需要

Gateway登录）

2. Oboe Joyful

八年级的Joy Au（Rutherford），参加了2022
年剑桥音乐比赛（Cambridge Music Competition
2022 ），并获得“双簧管青少年组”的“金奖”。剑桥
音乐大赛是一项在线音乐比赛，比赛宗旨是充分挑

战表演者们的精湛技艺和艺术成就。一共来自19个
国家的298名参赛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3. Typhoons在校际比赛中获得了金,、
银、铜奖  ！

（1）游泳队在本周的香港体育总会D3组游泳锦标赛中获得了铜、银、金三枚奖牌。

（2）A级男子橄榄球队在香港橄榄球联合会锦标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赢得了Plate比赛！

（3）不同年级的三支排球队都进入了分区锦标赛的决赛。

在此查看所有获奖者名称与奖牌。

4. 2023 新一届的学生会委员们

2022年10月28日，13年级学生会领袖生
在全校大会上介绍了港岛中学新的学生会委员

们。委员会内的每个小组都承诺，将在这一年

https://island.edu.hk/pta-home/
http://island.edu.hk/island-news/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chool/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188a62290c&e=4abaabfee1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b2a60e2eb9&e=4abaabfee1


扮演不同的角色和承担自己的责任，这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一年。阅读更多详细信息

*以上信息来源的英文版来自邮件 “Island School Newsletter”如有任何争议，皆以英文版为标
准。
*本文件仅包括本周关键信息，完整信息请参考本周英文版本“Island School Newsletter”。

https://island.us15.list-manage.com/track/click?u=1fd8e36161d06e23140108507&id=eb9e9d6124&e=4abaabfe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