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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tham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Whampoa Primary School
家長通告第 P146/15 號
(1) 第二學期評估注意事項；(2) 教師發展日；
(3) 派發評估卷安排；(4) 第二期功課輔導課及非華語輔導課完結
及 (5) E-Class 學習平台(學科天地)
各位家長：
以下事項，懇請垂注為荷。
1. 第二學期評估注意事項
1.1. 本年度第二學期評估定於 3 月 7 日至 11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一連四天舉行，3 月 9 日(星期三)
為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回校。以下有關評估期間的上課安排，懇請留意為荷：
A. 3 月 7 日（星期一）至 3 月 11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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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在校午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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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準時回校應考，遲到將不獲補時安排。
C. 缺席學生將不設補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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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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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星期一）恢復正常時間上課及放學，
午膳供應照常。
1.4. 4 月 5 日（星期二）為第三學期開始。
1.5. 請家長指導 貴子弟善用時間，於評估期間，帶備課本習作回校溫習。

2. 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第二次教師專業發展日定於 3 月 9 日（星期三）舉行。當日全體教師需要參加專業發展活動，
學生不用回校上課，請家長督促子女妥善分配時間温習。

3. 派發評估卷安排
3.1. 一至四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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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3 日(星期三)或以前致電聯絡班主任。

4.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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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4 日(星期五)完結，請家長留意。
4.2. 第二期課程於 4 月 5 日(星期二)開始，入選同學將於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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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留意在第三期課程開始前，學生放學時間照常為下午 3:30。

5. E-Class 學習平台(學科天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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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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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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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承蒙以下學生之家長捐助「環保年宵」禮物或擔任義工，讓活動得以順利舉行，謹此鳴謝。如有遺漏，請多多包涵。
捐贈禮物：
1A 韓子藝 吳啟揚 潘啟亨 葉滿林 1B 陳琛諾 錢希朗 劉梓妍 馬嘉豪 謝舜海 黃雋淇
1C 何金澄 李霆灝 李奕辰 丸山翔 楊焯舜 容凱峰 1D 何澤民 金沛禎 李浩龍 陸藴 黃康晴
1E 周旻諾 羅康仁 吳文煊 嚴曉霖 1F 余逸遜 1G 陳栩豐 林沅瑩 鄧倬謙 韋柏賢 黃灝雋 張靜茹
2A 侯幸瑜 馬紫恩 2B 陳智謙 陳皓陽 巢綺珊 符杰韜 古家晴 謝迅妍 余敏綪 2C 高荍 李松納
2D 陳熙宙 HENAYAS MILTONBERT 伍鑑堯 施子晴 2E 張曉慈 石凱文
2F 柳迪文 潘思晴 蘇沁妤 施君陶
2G 朱美琪 朱倩盈 范大文 霍健華 許思羿 倫焯穎 吳愷涎 唐諾謙 于穎詩 鄭凱權
3A 莊明杰 郭日澄 危駿 3B 陳美樺 羅嘉譽 陸正敖 施家健
3C 陳朗翹 何俊希 吳霖穎 沈思杏 温志朗 吳紫瑜 楊珺嵐 余卓耀 趙瑋琳 趙雨桐
3D 曾嘉穎 陳啟源 梁正熙 吳子謙 唐偉庭 曾子桓 葉式媛
4A 陳諾豐 何珈弛 盧慧珊 許鍶淨 姚銘燊 4B 徐悅晴 劉瑞希 4C
施杰森
4D 何芷僑 吳婉澄 野島龍一 丁晨曦
5A 樊素怡 洪廸欣 5B 廖梓瑩 6A 賴文立 楊喬心
擔任家長義工：
2A 陳高翔 鄧匡祐 許曉晴 唐植林 2B 陳皓陽 2C 陳禧誼 李松納 蕭智文
2D 陳樂天 陳紫柔 許弘傲 譚浩鈞 熊子墨 施子晴
2E 彭雅鉉 余碩謙 2F 李真銳 柳迪文 蘇沁妤 譚淑琪 唐林杰 2G 倫焯穎 唐諾謙
3A 何子曦 劉家齊 李帥 麥皓堯 3C 吳霖穎 3D LERMA NOEL L 曾子桓 4A 陳諾豐 李樂兒
4B 陳宛滇 莊啟傑 傅嘉欣 郭紫宥 劉瑞希 呂文嘉 李榮耀 4C 吳爾霖 施杰森 安田江陽 袁建康 周毓賢
4D 林心 余浚輝 曾憲顥 5A 吳梓浩 5B 陳梓融 馮以軒 6A 林泳妍 王瑞濃 楊喬心 阮樂澄 王倩瀅
6B 潘芷晴 林子淇
 在「環保年宵」內進行的慈善義賣籌款活動已順利完成，經點算捐款後，本年度全校總共籌得＄3,110，在此謹代表公
益金多謝各位家長和同學的鼎力支持。

校長

(李耀寶)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