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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科

尊敬的家长和监护人：

本周，校内许多的学生讨论都一直围绕着科目的选择。校方知道，提早进行科目选择
可能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家长了解，尽早推进选科过程
，以确保我们能够：

● 尽可能提供每个学生更多的选择优先权
● 整合符合学生兴趣和发展的师资
● 安排教室和特定器材
● 准备必要的资源
● 调整课程安排，以配合教学大纲及其他变化

将两个校舍（沙田）的时间表合并到一个校舍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同时，现行的时间
表促使我们修定了明年部分的变化。明年将会有：

● 开启九年级IB MYP课程
● 延缓初中阶段学生专业化的选择
● 港岛中学 Futures 课程提前拓展到七八年级
● 核心课程将获分配更多教学时间
● 稳定的班级人数：28人(7到9年级)，25人(10到11年级), 18人(12到13年级)
● 尽力合併分班教学
● 教职人员更好地分工
● IBCP获得更多的资源

本次课程的调整影响了语言和BTEC选科。校方完全明白有关的调整引起了家长们的关
注，我们的团队正在不懈地寻找解决方法。持续优化课程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追上急
速变化的大学课程，也要跟上未来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对于这些改进充满信心，只要我们
克服这个艰辛的过程，我们的课程必定能够对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提高产生正面的效果。

Stephen Loggie

港岛中学校长

2. Quest Week
为了持续保护学校和社区安全，所有学生在QW依旧每日都必须进行快速抗原检测。



请家长像平时一样将结果上传到 ESF App。校方会持续跟进任何尚未完成快速抗原检测的学

生。鉴于这将为我们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活动负责人带来大量工作，因此我们将非常需要您的

全力支持。

3. 十三年级EE
恭贺13年级IBDP学生成功提交EE终稿。许多的学生已经在周四早上于高年级学习中心

(Senior Learning Hub)提交了终稿。这代表了学生这个近十个月的努力，同时也是同学们完成
IBDP核心任务的里程碑。向13年级同学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4. 十一年级的校服要求
校方对于十一年级的部分学生在上学时仍然未穿正规的校服表示强烈的不满，对于这

些学生的不当行为深表遗憾。我们热切期望家长们能提醒学生每天穿著整齐正规的校服上
学。家长及学生可以在这里查看有关校服的要求，以及线上校服商店的链接。
https://island.edu.hk/uniform-ordering/。  PTA 亦有出售二手校服 。随着天气变冷，学生在学校
时也必须穿着规定的的学校毛衣。

5. 高中部校内评估（Quest Week后）
鉴于QW课外活动周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因此校方将会确保学生能全身心地享受活动，

保证活动周后一星期没有校内评估。

6. 八到十年级Elements 课程
8到10 年级的学生本周已收到今年第二学期的Elements课程的确认通知，该课程将在

农历新年后开始。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学生为明年的Elements课程作出更好的选择，详细资
料可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找到。Quest Week之后，学生将会需要提交下一学年的Elements选
科，以为校方规划明年的时间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7. 学校餐厅 十一月中旬的菜单

8. Merit

恭贺七八年级的各位同学获得Merit 铜奖！

https://island.edu.hk/uniform-ordering/


9. 七年级周报信息：

感谢所有参加 10 月 31 日星期一资讯会的
家长。如果您错过了资讯会议，可在此处找到简报
和录影。

● Quest Week 之前，请您跟您的孩子一起检
查需要的装束

● Quest Week 周一会在学校及周边进行活
动。当天下午六点结束烧烤活动后，学生乘

坐校巴到金钟站和三号码头。

● Quest Week 周二到周四不同学舍的学生会
按照既定规划前往塔门。不去塔门的学生会

在校进行活动

Da Vinci & Einstein - 周二去塔门
Fleming & Nansen - 周三去塔门
Rutherford & Wilberforce - 周四去塔门

周二到周四：在校的学生将会下午三点乘坐

校巴回家。前往塔门的班级将会在四点半从

塔门回到圆方、金钟和 3 号码头。

● Quest Week期间，学生如果在校，每天将提供小吃和
午餐，并在周一傍晚提供烧烤。

● 期中假期前，学校已经发送了一份 Google 表格，询
问您孩子的餐饮选择。与此同时，学校也欢迎学生携

带自己额外的零食。

● Quest Week联系人：如您有任何问题，包括缺勤或每
日活动，或有任何疑虑，都请如常联络学生的Form
Tutor & Head of House. 但请注意由于老师不一定能
及时查看邮件，请谅解未能立即回复。

● 学校图书馆将在一周内保持开放，如果学生需要使用

图书馆，可以联系学校社工（school counsellors），以
进行具体安排。

● 注意：请尽量避免让学生携带不必要的电子产品，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学生不需要带笔记本电
脑。学生可以帶手机到塔门作紧急用途，因此在一般
情况下，需要在回家之前保持关闭状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TZ8-3HoNy0Hv_w_Y5dmO5UHO318DwVK/view?usp=share_link


10. 港岛中学家教会（ISPTA） 信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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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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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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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22-2023 年 ISPTA 会费：缴款单已经发出  。

（5）ISPTA 相关链接：

● 如需联系 ISPTA，请发送电子邮件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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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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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sland.edu.hk/pta-home/
http://island.edu.hk/island-news/
https://www.facebook.com/islandschool/


上周校内活动：

1. Halloween at Island School

学生于上周一在 Island School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万圣节。万圣节装饰、师生变装、电
影放映和南瓜解谜游戏，学生们玩的不亦乐乎。恭喜 Shanica Yiu (07EC)、Alicia Poon (09W)
和 Ningyi Liu (07EJ) 在学校范围搜索南瓜并正确回答所有谜题, 并为自己的House获得
House Points! Read More

2. Medsoc（医学社）与 Dr. Lant举行分享会

上周五，医学社成员 Johnson Kwok (12F)、Chloe
Kwok (12R) 和 Quenie Lam (12R) 近日採访了Dr. Evie Lant
（毕业于2011, E）。Dr.  Lant目前在英国实习，她和学社成员们
谈笑风生，分享行医心得，医生生活等议题並和大家进行了深

入的交流。

3. 两名学生获得IGCSE官方全球最高分

● Tammy Cheung(12E) 已被CIE官方确认为在全球
IGCSE中文外语科目标准分最高的学生之一。

● Daniel Wu(12W)已被CIE官方认证为获得在全港
IGCSE西班牙外语科目的标准分最高的学生之一。

CIE官方会向Island School颁布奖状和奖牌。恭贺两名
学生，我们对于他们的杰出学习成就表达诚挚的祝贺！

4. 网球队所向披靡！
港岛中学女子网球队在甲级赛区的比賽中分別击败德

望中学和南岛中学，热烈祝贺以下学生获得佳绩！

队长：Jenny Leung 13R

队员： Madeleine NG 8W、Eugenie Kim 9R、Elisabeth Buck
10D、Eva Bracovic 10N、Yelena Bracovic 10W、Chloe Li
11R、Leia Pham 12D、Tammy Cheung 12E、Cherry Cheung
12F、Nicole Li 12R，）

https://island.edu.hk/trick-or-treat-island-school-halloween-day/


5. 无板篮球队三年来第一场锦标赛
时隔三年， 两支港岛中学无板篮球队本周再次参加了由

启历中学举办的比赛。恭喜Sara Suzuki (11W) 和 Karen Tam
(10N)在锦标赛中获选为“最有价值球员”。并祝贺 Lea Cooper
(10E)凭借出色的 GK 防守技术被提名为整个赛季“最有价值球
员”。

6. Nicole出色的记忆力
Nicole Cheung 代表Island School在香港校级记忆比赛中获奖。在
九月10-11日的比赛中，Nicole完成了包括记忆随机单词，名字，和面
孔等比赛。Nicole与其他80个来自20个不同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较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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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