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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Whampoa Primary School
家長通告第 P092/15 號
(1) 中英文閱讀推廣計劃；(2) 學生健康服務；(3) 聖誕聯歡會；
(4) 正式更換冬季校服日期 及 (5) 「我做得到生活體驗課程---長洲軍訓」家長會(只限四年級)
各位家長：
以下事項，懇請垂注為荷。
1. 中英文閱讀推廣計劃
為培養學生閲讀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興趣，本年度中文科及英文科為學生提供一個內容豐富、互動性
強的閱讀空間。詳情如下：
1.1. 「階梯閲讀空間」中文網上閲讀平台
計劃目的：
(1) 培養學生養成閲讀的習慣。
(2) 幫助學生掌握閲讀的策略及閲讀速度。
(3) 透過閲讀篇章，幫助學生增廣見聞。
注意事項：
(1) 登入 E-Class 網站，在 E-Class 右上角點選「學習中心」，在常用網站登入
「階梯閲讀空間」，便可進行網上閲讀及完成練習，或可直接登入「階梯閲讀空
間」網站，網址：http://cread.cp-edu.com/index.php/
(2)學習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3)學生用戶編號及密碼：詳見已派發個人資料(標貼已貼在手冊第一頁)
(4) 「操作指引」隨本通告派發。
(5) 學校將定期統計學生的閱讀進度，表現積極的學生將獲頒發獎狀。
(6) 請家長每天提醒及鼓勵貴子弟培養良好的閲讀習慣。
1.2. ‘Longman Elect’自學網站：
計劃目的：
(1) 幫助學生培養練習朗讀篇章的習慣。
(2) 透過網站的學習活動，鞏固英語學習。
注意事項：
(1) 登入 E-Class 網站，在 E-Class 右上角點選「學習中心」，在常用網站登
入’Longman Elect’，便可進行網上學習活動，或可直接登入’Longman Elect’ 自學
網站，網址：http://www.pearson.com.hk/
(2) 學生在第一次登入後，必須自行完成帳戶登記。
學生用戶編號及密碼：詳見已派發個人資料(標貼已貼在手冊第一頁)
(3) 請家長每天提醒及鼓勵貴子弟培養良好的自學習慣。

2. 學生健康服務
學校將安排以下班級，於所列日期及時間，由老師帶學生前往衞生署進行健康檢查，如家長準備陪同貴
子弟接受檢查，請依時自行前往九龍城獅子會學生健康服務中心（九龍城侯王道 80 號獅子會健康院 1
樓），與貴子弟會合為荷。(其他班別的安排將稍後公佈)
班級
1A
1E
日期
12 月 8 日(星期二)
12 月 8 日(星期二)
出發時間
上午 8:30
下午 1:15

3. 聖誕聯歡會
3.1. 學校於 12 月 22 日（星期二）舉行聖誕聯歡會，學生不依時間表上課，並可穿著有節日氣氛的便服
回校。
3.2. 當天上課時間照常，即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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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除了學生慶祝活動外，還將舉行「校長聖誕
茶座」，歡迎家長出席。如家長有興趣參與，請於 12 月 1 日(星期二)或以前填妥回條交回班主任。
詳情如下：
日期
12 月 22 日
(星期二)

時間
11:00-11:45

節目
校長聖誕茶座

活動內容
地點
分享主題：「通識，通通都識!」
禮堂
透過日常生活事件，讓家長知道自己
也可以培養孩子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4. 正式換冬季校服日期
4.1. 天氣轉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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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12 月 1 日至 12 月 4 日為校服檢查日，學生發展組老師及班主任將進行校服檢查，請家長注意以下
事項：如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訊號，學生可按需要穿藍/白/黑色厚身外套，女生亦可穿著體育
服代替校服裙。如有需要學生可佩戴純藍/白/黑色頸巾。
5. 「我做得到生活體驗課程---長洲軍訓」家長會(只限四年級)
為了讓家長了解五日四夜「我做得到生活體驗課程---長洲軍訓」的安排，本校將舉辦家長會，現誠邀各
位家長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對象：
內容：

12 月 4 日(星期五)
晚上 7:00-8:00 (下午 6:45 入座)
四年級家長
1. 簡介五日四夜軍訓活動安排
2. 講解有關營前準備事宜
備註：學生無須出席家長會
請家長填妥回條，於 12 月 1 日(星期二)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活動消息


11 月 27 日(星期五)：學校旅行






12 月 6 日上午 9:30 至 下午 12:30：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入學資訊日
12 月 12 日下午 2:00 至 下午 3:30：德雅書院學校資訊日
12 月 12 日下午 2:30 至 下午 5:00：香港培道中學中一入學簡介會
隨通告派發：(1) 階梯閲讀空間操作指引。

校長

(李耀寶)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請於 12 月 1 日或以前將此回條交班主任
家長通告回條（第 P092/15 號）
聖誕聯歡會
(以表示選擇)

本人將

學生姓名：＿＿＿＿＿＿
班級：＿＿

號數：＿＿

12 月 22 日（星期二）舉行「校長聖誕茶座」。
*由於家長人數眾多，每個家庭最多一位家長出席
□ 未能出席「校長聖誕茶座」。

家長簽署：＿＿＿＿＿＿

2015 年 12 月＿＿ 日

P.4
請於 12 月 1 日或以前將此回條交回班主任
家長通告回條（第 P092/15 號）
「我做得到生活體驗課程---長洲軍訓」家長會
(以表示選擇)

本人將

□

□

學生姓名：＿＿＿＿＿＿
班級：＿＿ 號數：＿＿

出席 12 月 4 日（星期五）舉行的家長會。
*家長出席人數：________人
未能出席家長會。

家長簽署：＿＿＿＿＿＿

2015 年 12 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