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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Whampoa Primary Schoo l
家長通告第 P077/15 號
(1) 第一學期評估注意事項；(2) 評估前特別安排(11 月 11 日)；
(3) 派發評估卷的安排；(4) 第一期功課輔導課及非華語輔導課完結；
(5) 更換冬季校服；(6) 領取冬季校服；(7) E-Class 學習平台(學科天地) 及
(8)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及光碟(六年級)
各位家長：
以下事項，懇請垂注為荷。
1. 第一學期評估
1.1. 本年度第一學期評估定於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17 日（星期四至五及星期一至二）一連四天舉
行。以下有關評估期間的上課安排，懇請留意為荷：
A. 11 月 12 日（星期四）至 17 日（星期二），上課時間照常，即每日上午 8:20 上課；放學則
提前至上午 11:45，不需在校午膳。乘坐校車的學生家長，請直接向校車保姆查詢校車到站
時間。
B. 評估期間，如遇天氣或其他事故影響，學校需要停課，當日評估科目順延至下一個上課日舉
行，以後之評估科目亦依原定次序順延，整個評估期亦因而順延一日。
1.2. 六年級是次評估的成績，將作為升中派位程序的第二次成績（呈分試，總共計算三次成績），
請家長留意。如在這次評估中缺席，必須有合理證明（例如因病缺席，必須出示正式醫生證明
書），以便向教育局呈報；缺席學生將不設補考，升中派位成績得按其餘兩次評估的平均分計
算。
1.3. 在學期評估期間，所有課外活動及興趣班暫停。11 月 18 日（星期三）恢復正常時間上課及放
學，興趣班及午膳供應亦照常。
1.4. 12 月 1 日（星期二）為第二學期開始。因為本校實行三學期制，第二學期開始時，不必更換新
書或新習作簿（家課冊除外），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1.5. 各級評估時間表及評估範圍已派發，並張貼於《學生手冊》內，請家長督促貴子弟温習，以考
取優良成績。評估時間表中沒有列出的科目，或提前於正常課節舉行，或以平時習作及表現為
評估依據，由該等科目教師另行安排。例如：視覺藝術、體育、部分年級的中英文說話，二至
五年級的普通話及音樂評估等。
2. 評估前特別安排(11 月 11 日)
為了讓學生有充裕時間温習，學校安排評估前一天即 11 月 11 日（星期三）提前於上午 11:45 放學，
不需在校午膳。乘坐校車的學生家長，請直接向校車保姆查詢校車到站時間，請家長督促子女妥善分
配時間温習。
3. 派發評估卷的安排
3.1. 請家長留意派發評估卷安排：一至四年級，將派發三個學期的評估卷；五、六年級全學年的評
估卷只供學生在課堂訂正及核對，不會派發，請家長留意。
3.2. 如五、六年級家長對於評估卷有任何查詢，請於 12 月 2 日(星期三)或以前致電聯絡班主任。
4. 第一期功課輔導課及非華語輔導課完結
4.1. 「功課輔導課」及「非華語輔導課」將於 11 月 10 日(星期二)完結，請家長留意。
4.2. 第二期課程於 11 月 30 日(星期一)開始，入選同學將於 11 月 26 日(星期四)收到入選通知，如
未有收到入選通知者，則作落選論。
4.3. 請家長留意在第二期課程開始前，學生放學時間照常為下午 3:30。

5. 更換冬季校服
5.1. 由即日起，學生可以視乎天氣情況穿著整齊夏季或冬季校服回校，亦可於夏季校服外加穿冬季
運動服外衣、純灰色或純白色的冷外套。正式更換冬季校服日期為 11 月 30 日(星期一)。
6. 領取冬季校服
6.1. 冬季校服將於 11 月 7 日(星期六)派發。已訂購校服的家長及學生，須帶回貨單及應繳款項，領
取冬季校服。
6.2. 因冬季校服重量較重及學生容易遺失款項，建議家長親自携款及帶備貨單到校領取。
領取方法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11 月 7 日(星期六)
上午 9:00-中午 12:00
本校地下圖書館
1. 必須帶備貨單及應繳款項
2. 如家長或學生未能於上述當天領取校服，則須自行到校服公司領取校服。
華生針織製衣廠地址 : 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312 號秉暉工業大廈閣樓 6 號室
電話 : 23872537 / 27286562 / 23870284
3. 如校服有尺碼不符等問題，亦請直接與校服商聯絡更換。

7. E-Class 學習平台(學科天地)
7.1. 學校鼓勵學生善用 E-Class 學習平台進行自學及温習，老師會選取部分中、英、數及常的工作
紙上載到 E-Class 學科天地，供學生進行温習時使用。
7.2. 學校已派發登入 E-Class 學習平台的學生資料，包括登入名稱及密碼，並張貼於學生手冊第 1
頁，請家長查閱。E-Class 網址：http://eclass.gcewps.edu.hk
7.3. 學生登入時可參考以下程序：
A.

進入 http://eclass.gcewps.edu.hk，登入 eclass 內聯網。 (密碼不能更改)

B.

登入後，家長可按右方「學習中心」。

C.

按下「學科天地」。

D.

進入科目。

E.

選取適當的壓縮文件檔下載。

F.

如家中電腦沒有壓縮軟件，可到 http://www.winrar.com.cn/download.htm 下載。

8. 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及光碟(六年級)
8.1. 2014-2016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簡介單張及光碟於今天 11 月 5 日(星期四)派發予六年級學
生，供家長參閱。家長亦可透過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 (選擇：主頁>幼稚園、小學及中
學教育>教育制度>學位分配系統>中學學位分配辦法)瀏覽或下載有關資料。
8.2. 本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申請日期為 2016 年 1 月 4 日至 20 日。學生可以向最多兩所參加中
學學位分配辦法的中學提出申請，無論其為官立、資助、按位津貼或直資學校，有關申請亦不
受地區限制。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和家長須知，以及小六學生資料表將於 12 月初派發。
8.3. 除了可以申請最多兩所參加派位中學的自行分配學位外，學生亦可申請非參加派位的直接資助
計劃中學的中一學位，數目不限。家長可瀏覽教育局網頁，取得相關的學校名單。
8.4. 本校將於 1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舉行六年級家長會，除了向家長講解有關自行分配學位的程
序及注意事項外，更邀請中學校長擔任嘉賓講者，分享選校準備與心得，詳情稍後公佈。
活動消息




11 月 6 日(星期五)：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11 月 7 日(星期六)：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暨風紀就職典禮及學生表演(2:15 開始報到)。
11 月 7 日、14 日及 21 日(星期六)舉行之收費興趣班將暫停(足球興趣班、花式跳繩興趣班、乒乓球興趣班、羽毛球興趣班、籃
球興趣班、水墨畫、圍棋、跆拳道、夏威夷結他、葛小樂團、園藝校隊、綠化心靈 I & II 及非華語星期六手語班)。11 月 28 日
（星期六）將恢復正常，請家長留意。

隨本通告派發：(1) 沙田培英中學:「小六家長學生訪校日」活動單張。 (只限六年級)
(2) 真光中學學校資訊日報名表格。 (只限六年級)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中一入學簡介會，請自行登入以下網頁報名。 (只限六年級)
www.blmcss.edu.hk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中學生活初體驗」
日期: 7-11-2015 時間: 上午 11:00 至 下午 4:30
以上資料謹供家長參考，並不代表本校作任何推薦。家長參加有關活動前，請先行了解其內容是否適合你的需要。有興趣參加者，
請自行報名，本校不會代辦。

校長
(李耀寶)
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