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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est Week （探索周）

这一个星期，我们的学生、老师和后勤人员都在“课堂外”学习课本以外的知识，接触新
事物。在此特别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教职员工与每个学生们的全力支持！点击阅读更

多信息。

2. 失物招领

请注意，失物招领处(在General Office旁边)存放着大量学生们的个人物品。如果您的孩
子在近期丢失任何物品，请提醒他们去失物招领处查看。

3.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请遵守规则（9号小巴）

学校最近收到来自中西区，对学生在公共巴士站附近不当行为的投诉。而校方认为在

公共场合的不当行为是一个需严肃关注及处理的问题。

学校郑重提醒学生们应该遵守社会公序良俗，尊重基本社会规则，耐心和有秩序地排队

不仅能彰显出学生个人的素质涵养，更是宣扬学校的优质声誉和形象的代表。

4. 本周学校餐厅的午餐菜单

5. 十一年级模拟考试

上周五早间，学校召开了一次只包括十一年级学生们的早会，向学生们解释11年
级模拟考试的详细安排与内容，并强调此次模拟考试的重要性。模拟考试是让学生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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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正式考试的场景，锻炼学生们在此期间的心理与承压能力。以确保在正式的考试阶

段能够发挥出自己最真实的水平。模拟考试将于11月28日-12月2日进行，所有11年级在
此期间不需要上课（参加个人必要科目的模拟考试和在校区自习除外）。

与此同时学校欢迎11年级的学生们在那一周来学校自习，高年级学习中心（
Senior Learning Hub）将在11年级的模拟考试期间向所有11年级开放。11年级在模拟考试
阶段也不需要穿校服。

11月24日，港岛中学校友、委员会认证行为分析师和咨询心理学家（ Board
Certified Behavioral Analyst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ist）Chloe Wong 将会与11年级们分
享如何在考试期间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

点击这里查看考试时间表。点击这里查看早会英文简报。

6. 十二年级ALIS数据

7. 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分享会

“一日成为港岛中学的一员，则一直会是港岛中学心目中最光荣的一员”
2020届的 Ida Tsui 和Christy Chau 校友说。他们现已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医学生，
与医学院助理院长、副教授-耳鼻喉头颈外科
陈志强医生一起，为对医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高

年级学生们介绍自己的个人学习经历与历程。

同时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许多强而有力的大学

申请建议。

8. 十年级YELLIS评估

十年级的学生们最近完成了YELLIS的评估。初中负责人Mr Robin
Williams以视频的形式为10年级的家长们进行YELLIS数据详细解说，概述这些
数据的含义以及在学校将会如何使用它。

 感谢十二年级的家长们参加了上周四关于ALIS数据的会议，以及我们如何使用 
这些数据来支持学们逐渐进步与成就的资讯会。这是一次精彩的面对面会议。请点 
击此链接查看幻灯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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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恭喜本周获得Merit的各位同学：

请在此查看11月9日获得Merit的同学

请在此查看11月16日获得Merit的同学

10.校运会（本周四）

校运会将于2022年11月24日(星期四)在香港大学何鸿燊体育馆综合楼(香港沙湾

今年校运会将分为上下午时间段：

1. 七到十年级学生（上午阶段）
● 学生将先于学校集合，然后跟老师一起乘搭学校巴士前往运动场。
● 上午的田径比赛将于11:30结束。

2. 十一到十三年级学生（下午阶段）
● 学生早上从第一节课上到第四节课，然后于上午11:15乘搭学校巴士前往体育场
馆。

● 下午的田径比赛将于下午2:45结束

*所有高中学生应按正常时间(上午8点05分)前往学校上课。高年级学生们上午将参加以下学术活动。上午的学术活
动将需要笔记本电脑。请在早上穿体育校服到校。

● Y13 - TOK和IBCP核心课程
● Y12 -The Group 4 Project （科学小组探究项目）启动及BTEC实践工作
● Y11 -个人未来学术规划以及模拟考试期间的心理健康

校运会当日所有学生需要准备：

● 港岛中学各学社体育校服
● 帽子
● 饮水瓶
● 防晒用品
● 小吃零食
● 备用口罩
● 任何跟学院颜色有关的配件/吉祥物

上、下午校运会结束后，会有校巴前往中环三号码

头、金钟站及九龙圆方。学生下车后需要自行回家。

道10号)举行。当天，所有学生们将如常坐校车、公共交通或者步行抵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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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运会计入正常考勤，所有学生都需要按时出席。班主任将负责登记出勤状况。

所有学生都要穿着各自学社的院服，并可以穿搭一些带有学院的颜色装饰配件。在各自

的比赛结束后，学生必须回到看台上继续支持自己的学院。

校运会具体计划将在学校的ISLE网站公布，并附上活动的大致时间。很遗憾，由
于新冠疫情的聚集限制，仅允许在校学生进入场馆，其他人士禁止进入。

11. 所有学生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香港政府今年施行疫苗注射资助计划，将免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范围扩展至
中学适龄儿童。如你希望让你的孩子接受流感疫苗注射，请到其中一间参与疫苗接种的
诊所预约。有关诊所名单可在此网页(在“计划”页签-- -季节性流感疫苗及你希望诊所所
属的地区)内搜寻。欲了解更多关于政府计划信息请参考本链接。

12.号外：新冠抗疫政策调整的重要信息

根据教育局的最新防疫措施，所有教室的塑料隔板已被完全拆除。学生可以在教
室里吃午餐，学习和参加课外活动。学生也可以继续使用指定的午餐进餐区域。

持续的自我检测和报告

● 上传RAT 测试结果：为确保学校和社区正常运作，教职员工和学生都需要做RAT
测试。希望家长们能继续全力配合，在每天早上 07:50 前提交学生RAT测试结
果。如果学生未能按时提交他们的 RAT 测试结果，他们将无法正常参加校园活
动；而该学生需要在图书馆等候并且马上联络家长，直到RAT测试结果被上传才
可以上课以及参与校园活动。否则，家长需要到校接走该学生。 

● 体温检测（需上传）：学生依旧应在每天上学前，在家完成体温检测。家长也需
要把学生的体温上传到ESFAPP 。在校门口的红外线热像仪会自动检查学生的体
温。如果学生体温超出常规范围，学生将被送往校园内指定的隔离室。学生在被
安排安全回家之前，需要一直留在隔离室。

● 口罩：每位教师、学校工作人员和学生进入学校都必须佩戴口罩。如果进行剧烈
体育活动，老师会有进一步的指示。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应该在往返学校或校
园时戴上口罩，并且必须自己准备口罩。我们建议学生随身多准备一两个口罩备
用。  

● 保持社交距离：学生在课间休息、排队购买食物，用餐或者参加课外活动时，仍需
要与其他同学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 如需要隔离或确诊，请即时通知学校： 如有家人不幸确诊新冠而需要实施隔离措
施，请家长按照政府要求的程序通知卫生署（CHP)，同时尽快电邮通知学校。学
校的护士将会给予您进一步的协助。

● 安心出行程序： 学校目前要求所有教职员工和访客依据相关行政要求正确使用
安心出行的程序。

● 黄码：安心出行是 “黄码”的学生可以进入学校，参加面授课程。但是他们将需要
在定地点就餐。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是“黄码”，请务必通知学校以作进一步安排。 

● 学生如果是“黄码”，不能参加任何不戴口罩的课后及课外活动（包括午餐时段）。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发邮件至school@online.island.edu.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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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2年十二月一日起，学生不需要在指定地区用餐。他们可以在户外或者教室
内用餐。同时，室内用餐区域将作为十三年级和教职员工专用地区。

2023 年 2 月 1 日起防疫政策的变化：
教育局新防疫要求延迟到2023年实施，全校90%或以上的学生必须接种三剂疫苗

，学校才允许继续提供全日制课程。

以下情况可被暂时排除在情况之外

● 如学生在巳接受了两次疫苗接种，并且仍在等待打第三针的时间间段内
● 5-11 岁的儿童，只需打两剂 BioNTech復必泰便可。
● 以前感染过的学生，不需接种第三剂疫苗

 
 

港岛中学社区在应对不断发展的政府卫生政策方面一直表现出色。重要的是，我
们需要继续共同努力，确保为学生提供更完善的可能性。

敬请 ，

冬安！

Stephen Loggie

港岛中学校长

13. 港岛中学家教会（ISPTA） 信息

1. 圣诞节活动召集
港岛中学文化团队和ISPTA计划在港岛中学举办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活动如下：

（1）圣诞食品装饰大师班：准备迎接这个节日吧！用潮流的方式庆祝这个节日! ISPTA延
续其大师班系列，在12月13日举办圣诞食品装饰大师班。请填报报名参加。
（2）ISPTA邀请家长志愿者帮助装饰学校。请在这里报名，选择未来两周内您可以到校提
供支持的日期。
（3）请将用过的圣诞装饰品捐赠给ISPTA，将圣诞精神带入新校区。捐赠物品可寄至PTA
办公室G03室（请不要寄圣诞树）。

2. ISPTA EGM (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
港岛中学家长教师协会(The Island School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Limited

ISPTAL)邀请家长和教师参加于2022年12月1日(星期四)下午4点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请点击参见更多信息。

3. 2022-2023 ISPTA 会员费

 如果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学校将于明年二月开始回到半天面授课程。为了更好地 
让学校正常进行教学活动，请您务必在 ESFAPP上随时更新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参
阅此处了解如何更新 ESF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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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ISPTA会员费(港币200元)的截止日期已过，所有未缴会费现已逾期。
查询您是否已付款，请到Gateway 检查发票或收据并付款。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发邮
件至pta@online.island.edu.hk查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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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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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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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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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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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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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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