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岛中学第十七周中文周报

（ 1月9日 - 1月13日 ）

编辑：姚一默（12E），梁嘉章(12N)

校对：PTA家教会代表 Cindy Zhou女士

招募：第二学期港岛中学中文周报小组，学生采编组：
希望孩子主动提升中文水平？培养孩子的领导、沟通和协作能力？现正招募本

校7-12年级的中文母语学生记者和学生编辑（粤语或普通话；繁简体不限)，负责校内周
报杂志内容整合资料及中文采编的日常工作。

对于学生来说，除了可以保持中文语感、增强表达能力，更可以丰富简历，培养领

导、沟通、协作能力和责任心。如有兴趣，请让学生发邮件到:
cynthia.li@online.island.edu.hk 了解详情。

2023年1月港岛中学推荐阅读书单
● 英语系1月份的推荐读物在这里。为七年级学生推荐的书籍可以在这里查看。
● 中文系7-12年级的推荐阅读书籍清单可以在这里查看。

1. 一月十一日港岛中学揭幕仪式

教育局长蔡若莲博士在2023年1月11日
的揭幕仪式上致辞时表示：“教育局致力支援国
际学校体系蓬勃发展，英基学校协会（英基）是

其紧密合作伙伴之一。英基自1967年成立第一
间学校起，一直通过改善教学环境等方式为青

少年提供优质教育，支持全人发展。位于波老

道的新校园，展现出香港特区政府对建立充满

活力的国际学校的承诺，强化了我们作为国际

大都市的身份。尽管工程期间香港受到新冠疫

情的影响，我很高兴该项目能够顺利交付。我

祝愿师生们在新校园各方面取得成功， 在教学上更加精益求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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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谢各位家长出席学生语言发展路径资讯早会

感谢所有参加 ‘LOTE发展路径’线上资讯早会（coffee meeting）的家长。希望本次
会议解答了各位对7-13年级的语言发展选项的问题。如果家长有任何进一步的查询，请
随时联络校方。在此附上“LOTE语言发展路径”早会的幻灯片及 会议录像以供参考。

3. 学生身心健康：AWE问卷调查
1月17日星期二，港岛中学的全体学生将会完成评估身心健康的网上调查问卷。

每年ESF学校四至十三年级的学生都会参与这个问卷调查。通过积极教育基准的在线
测试，此教育身心健康问卷调查（AWE) 将会帮助学校衡量和追踪学生的身心健康状
况。

该问卷包括了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心理测量表和来自心理学文献的科学问题，用

于评估学生身心健康的各个方面。问卷全面涵盖了所有关于身心健康的主要理论，而非

遵循特定学派理论或观点。班主任将带领学生在早上填写十四个问题，时间不超过15分
钟。      

学校将得到关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评估数据以及与各个年级和全校相关的匿名数

据。信息将帮助学校更好地帮助学生的个人发展以及安排全校的活动计划。学生的个人

数据只会开放给必要的教职员查看，比如班主任、各学院负责人或辅导员等。

上周我们已经与学生分享了关于这项调查的详细信息。学生将通过邮件收到自

己的测试结果报告，并可以选择分享给最多三个电邮地址。校方鼓励家长向您的孩子要

求将结果共享给您。

更多信息请查看：www.awesomeschools.com.

4. 恭喜本周获得Merit奖状的同学们！

5. 11年级高中选科结果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tLvGIdMXxZaENcb22ibOlxJ9z2t_6L3/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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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十一年级的学生和家长将收到通知， 告知学生下一年度12年级时获分配的
科目。如果学生未被分配到第一或备选科目，院长（HoH）将和学生一起重新调整选科计
划，并随时通知家长。

6. 11年级第二学期ELEMENTS课程
十一年极的学生将在二月初完成Elements课程。随后，Elements的课程时间将用

来发展学生的核心能力。针对随即而来IGCSE考试、11年级的展览（Exhibition)和11年级
之后的学业发展， 这些能力至关重要。在港岛中学， 我们将之称为桥梁计划（The Bridge
Programme) —— 目标是连接学生教育不同阶段的计划， 校方非常期待与11年级的学生
们共同践行本课程。

注意：11年级备考假：从4月12日开始

7. 13年级 - 重要日期

(1)请注意十三年级 家长资讯会议（zoom）的日期。
主题：更好地协助您的孩子准备IBDP考试
日期：1月31日，星期二
时间：下午5点

会议Zoom链接将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分享给各位家长。本次会议的重点将关注家
长如何支持学生们准备IBDP考试，高中部团队也会简要介绍下学期的安排。

(2)  13年级正在推进IBDP核心内容的最后部分。
TOK作文的截止日期将在2月6日那周。
CAS的最终面谈(Exit Interview)将于2月10日之前完成。

(3)十三年级模拟考试
13年级模拟考将在2月27号那周进行，时间表将在本周结束前发布。部分考试不

能在当周完成，会在模拟考试周之外的Phase Time 或课后时间进行。学生将提前从各科
老师那里收到关于这些模拟考试时间安排的通知。

（4）考试日期
- 13年级备考假期：3月31日开始
- IBDP毕业考试：4月27日开始
- 毕业典礼：5月23日
- 13年级晚宴舞会：5月25日

8.春节前全校活动时间表：

- 16日—20日：7、8 年级TFL
- 17日：IGCSE 数学考试
- 17日：AWE身心健康调查
- 18日：12年级（IB & BTEC）参观博物馆



- 18日：“女性力量”组织的STEM讲座（Girls Rising Women in STEM talk）

- 19日：8年级特邀嘉宾演讲
- 19日：ESF大学展 - 第一天：欧洲（线上）
- 20日：10年级手球校院比赛
- 20日：家长开放日

9. 港岛中学家长开放日活动

成功登记的家长会在本周收到开放日详

情的电邮。

为避免交通阻塞，学校会严格管控访客

的数量和到访时间。学校开放日名额有限，我

们对于未能成功报名的家长深表歉意。

如果您已报名但因故未能参加，请在活

动两天前通知校方，以将名额空出。如您仍旧希

望进入候补名单，请电邮至

school@online.island.edu.hk。

10. 七年级家长资讯:

(1)与班主任会谈的预约安排
本周，七年级家长和学生将会和班主任进行会谈。本次会面将有助于：

● 学生展示并认可自己在本学期的成就，发现具有挑战性的部分。

● 促使学生作为学习者，对个人的发展进行主动的反思。

● 促进家校沟通，为未来双方进一步的指导和支援学生指明方向。

校方衷心地希望您能出席会议并且与您的孩子讨论本次会议的成果。请注意

，如您无法参与会议，班主任仍将与学生进行会议。学校会参考家长、学生和学科

教师的反馈，进一步调整校方为学生提供的支持和指导。

(2 )期中成绩单
2月1日起，家长可以在EVIDENCER上查看孩子第一学期的成绩单。每科的

最高分为七分，是MYP的评分展示方式。家长们可以在新一期周报中进一步了解
EVIDENCER上查看成绩单的方式。

(3) 七年级家长反馈收集
学校一直在寻求不断改进活动安排和流程的可能性，2023年8月的七年级新

生将要开始为进入港岛中学就读作准备。七年级负责老师Mr Akinson 想邀请您填
写这份简短的中文Google表格，依照您独一无二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提供更多反馈，
以帮助我们规划明年七年级新生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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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年级校内体育比赛时间表

11. 一月份午餐餐单，庆祝春节的到来！

请点击此处查看餐单

12. 港岛中学家教会PTA信息

（1）港岛中学家教会 春节校园装饰活动

在圣诞假期，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到校参与了春节校园装饰活动。学生返校时，看

到了充满了节日气氛的传统灯饰和装饰等。学校已经为庆祝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做好

了准备！照片集：洋溢着浓郁春节氛围的港岛中学校园

（2）兔年许愿树活动

家教会在校园里装点了一棵开花的桃树，以迎接新春的到来。请写下您的兔年心

愿，并放在一个利是封里面，您和孩子可以在1月20日前把自己的新年愿望挂在树上。
LG1桃树的旁边有一个利是封愿望收集箱。

（3）家教会第一学期汇总报告：Term 1 Newsletter总结了我们的关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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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1. ESF运动与语言中心

虽然放学的钟声响起，但我们不会停下学习的脚

步。帮助您的孩子找到他们喜欢的兴趣，培养健康的终身

爱好。

与我们一起继续学习之旅，培养对学习的热爱！从

英文到西班牙语，从编程到体育活动，总有一些课程可以

激发灵感。网上编程课程在这里也可以找到！

课程详情（湾仔及中西区）

联络电话: 2711 1280

电邮地址: info@esf.org.hk

  

2.   恭喜新的社区互联领导委员会上任

今年，为确保委员会成员积极推动社区和学校

沟通活动的高质量进行，实行了严格的提名程序。委

员会负责人是：Yimo Yao (12E)， Angus Leung (12N)，
Kelly Yee Ka Lau (11R)， Katrina Hon (11R)。

详情

3. 世界个人辩论及演讲锦标赛
1月7日，港岛中学辩论俱乐部的四名

学生参加了拔萃男书院举行的世界个人辩论

和公共演讲锦标赛（WIDPSC）香港选拔赛，他
们展出了出色的辩论、说服性演讲、解释性

阅读和即兴演讲等四种演讲技能！参与的学

生为: Chloe Wong (10D), Luciano Suen (11D),
Isabelle Woo (11W), and Vijay Narayanan (10F)
。

详情

4. 全球政治和模拟20集团 俱乐部 - 第一学
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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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环球政治学会/环球政治俱乐部乐部圆满闭幕。环球政治学会成员们在第一学
期讨论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等议题。同学们能在环球政治学会这个平台上建立他们对政治

和全球议题的兴趣, 探索并深入了解各类国际政治，环球政局，全球经济与金融等话题，也利
用这个机会和其他成员们交流。

俱乐部负责人Angus Leung（12N）说：“很高兴第一个学期的活动十分成功，每个人都积
极参与和投入各种活動，为波老道的俱乐部活动开了个好头。展望未来，我们正在计划更多

互动和精彩的活动和活动，为所有俱乐部会员提供更好的体验。 MG20峰会的成功举办也是
俱乐部的一大成就。”

“俱乐部的活动让我了解更多政治问题，我很喜欢丰富高质量的讨论，” Ella Chan (9E)
说。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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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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