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寄语  
亲爱的 GIP 家长和朋友们  

  

无法重返学校同时限制我们生活方式打击了我们不少人。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会很挣扎，我们需要密切留意他们

如何应付。 孩子们此时无法看到他们的朋友必定会影响他们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以防他们在情

绪上有任何困扰。 我们将很努力使他们的平日生活尽可能接近“正常”水平。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  

学校确定会关闭直到 12 月 18 日星期五。 远程学习将从 11 月 16 日星期一开始。 在此之前，您将收到有关如何

登录的信息。 时间表将保持不变，其中包括了老师现场主导这些课程以及学习活动。 所有 GIP 将进行远程学

习。 

 

我们知道的可能性  

学校很可能在 2021年 1月 20日之前都不允许重开。所有国际学校目前正在游说以便允许我们在 1月初正常开放。  

 

GIP 家庭学习  

请参阅我在 11 月 9 日星期一发出的信，关于如何构思以及教育和医学原因的相关内容。  

 

GIP 的 A Level 课程和大学服务  

GIP 提供一流的 A Level 课程，出色的大学预备课程，同时可获得大量的资源，人脉和折扣，这有助于 GEMS 学生进

入世界顶尖的大学。  

 

Gems UniConnect 

Gems Uniconnect 的创建说明了 GEMS 教育为了一班年轻人的教育有了的跨越式发

展。 让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意识到，从 GEMS 学校毕业是重要的。 Gems Uniconnect

是全球高等教育机构 一个日益壮大的家庭，这机构仅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各种奖学金和

机会。 在 GIP，我们已将内容放在这里供您查看。 请点击链接或扫描 QR 码以查看更

多关于许多奖学金和机会的详情。  

Uniconnect Scholarships and other H.E. events and notices  

 

 

 

Unifrog : 

Unifrog是一个在线系统，可让我们的学生搜索并申请世界各地的大学课程，从而

提供有关入学条件和财务等重要信息。 如下图所示，Unifrog得以拓宽学生的学

习视野， 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下图显示了在各地区入围学生进入大学的百

分比。 我们因GIP能够使用Unifrog而感到非常自豪，并希望能进一步通过

Unifrog帮助我们的10年级和11年级学生来了解他们未来的选择，尤其是他们的

IGCSE成绩和A Level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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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S 家长调查  

GEMS的第一份家长调查将于 11月初直接从迪拜总部发送给您。尽管标准操作程序时受到限制，如果您对目前的学校

运行方式感到满意，请进行调查告知他们。 如果您尚有不满意，请直接告诉我们，以便我们立即解决您的问题。  

请注意，只有 9 分或 10 分表示您很高兴。 7 或 8 分意味着您认为一切都还可以。分数为 0-6 表示您对学校不满意。

您将被问到的问题如下：  

  

请以 1 到 10 的评分标准，您向朋友或同事推荐学校的可能性有多高？  

请提供得分原因。  

   

您对学校有多满意？  

您对孩子学校的领导能力有多正面？  

您对孩子的进度有多满意或不满意？  

学校与您的沟通状况如何？  

   

我们擅长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请尽可能详细。  

我们可以改善的一件事是什么？ 请尽可能详细。  

  

我确实希望你们当中尽多的人能够参与此调查，以便我们能够回应家长的意见，为了我们的学生而让 GIP 变得更

好。  

  

GIP 高尔夫比赛–因 Covid而推迟  

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不得已将第一届社区高尔夫比赛推迟至明年。  

 

GEMS GIP Facebook / Instagram/Twitter 页面  

请在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上关注我们的学校。(@GEMSPenang).  

  

十一月活动  

十一月份  活动  时间  

星期一 16 号  远程学习课程    

星期三 18 号  

  

远程视频会议：小学数学  

  

08:15  

星期三 25 号  

  

远程视频会议：中学数学  

  

08:15  

  

学年日历  

请单击此处 here 以获取日历的链接，该日历也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  

  

家长/学校个性化服务-沟通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直接与学校领导小组联系。请记住，如果是学术问题或教牧问题，您应第一时间联络孩子的

班主任或学科老师。  

小学– n.jncharles_gip@gemsedu.com 中学– s.findlater_gip@gemsedu.com 

整个学校 – r.thomas_gip@gemsedu.com 整个学校 – d.grice_gip@gemsedu.com 

华文翻译- l.yeong_gip@gemsedu.com  

 

GIP-是个多民族的学校，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温馨问候  

 
Duncan Grice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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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父母，  

我希望大家与家人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 在学校，我们都非常忙于确保一切准备就绪，让孩子们在下周开始

远程学习。 尽管这并不理想，但我们从上次吸取了许多经验，并希望这种经验让我们这次来得较简单。  

 

所有远程学习将通过 Pheonix 课堂进行。 实时学习将通过 Pheonix 课堂中 zoom 的链接进行。 在学校关闭期间孩

子们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表。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以及孩子的 Pheonix 课堂将其发送给您。 我们还将举办小组

学习会议，以确保所有学习都符合所有孩子的需求。  

 

我们每天都会提供现场和异步课程。 所有异步学习都将通过 Powerpoint 上进行详细说明，提供视频和明确的解

释。 除此之外，我想在此明确的表示，家长无需在家打印任何文件。  

 

相信您已经通过班主任的电子邮件收到了 Pheonix课堂的登录信息，所有孩子也花了一段时间在学校登录 Pheonix课

堂 ， 以 确 保 他 们 知 道 该 如 何 登 录 。  如 果 您 对 此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发 电 子 邮 件 给 Ganesh 先

生 s.sriganesh_gip@gemsedu.com ，他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知道，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艰难的时刻。 与往常一样，我们随时在这支持您和您的孩子，以确保他们拥有所

需的一切，在这期间继续努力学习，取得进步。 您的班级老师随时为您服务，请随时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他们

将很乐意与您对话或发讯息。 如果您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支持，小学领导团队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请通过以下

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Naomi Jn Charles - n.jncharles_gip@gemsedu.com    

Lily Etminan - e.laleh_gip@Gemsedu.com    

Jelan Jn Charles - j.jncharles_gip@gemsedu.com    

Barry Conway – b.conway_gip@gemsedu.com   

 

由于早前在发布屠妖节庆典集会时一些家长无法上网观看，因此他们要求我们重新在线发布， 这些将从今天下午 4

点开始重播直到星期一中午 12 点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YzHu33AWNU 

 

 

希望大家度过安全以及轻松的周末。 

  

对于那些庆祝屠妖节的父母们 AnaivarkumIniyeDeepavalivaltukal  

 

Naomi Jn Charles 

小学部主管 

 

 

小学部主管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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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部远程学习-   

我们将在再次回到远程学习。上次我们做得很好，这次我们将快速可以切换到这远程形式。和以往一样，每个星期

五我们都将在 Phoenix 公布有关每个年级的远程学习时间表。  

 

该时间表的链接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您。当我们在进行远程学习的期间，KS4将遵循其正常时间表，而KS3则遵循

稍作调整的时间表。  

我们将为您的孩子提供一系列现场课程以及精心计划的异步课程。这些课程将显示在Phoenix教室供您查看，您可以

随时登录获取此课程。  

有关远程学习的问题你可以向您孩子所在年级的阶段主任询问。有关远程学习的任何学科问题可以直接向学科主任

询问。教师的联系方式如下：  

关键阶段 3（第 7、8 和 9 年级） – Siew Win Ooi s.ooi1_gip@gemsedu.com  

关键阶段 4（10 年级和 11 年级）  – Xiang Yi Lim l.yi_gip@gemsedu.com  

关键阶段 5（12 年级和 13 年级） – Ben O’Donovan b.odonovan_gip@gemsedu.com  

英语 –  

Amanda Fielding (Nash) a.nash_gip@gemsedu.com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Adrian Blair a.blair_gip@gemsedu.com  

科学 –  

David Tingstrom d.tingstrom_gip@gemsedu.com  

人文学科–  

Sharina Graeme s.graeme_gip@gemsedu.com 

创意艺术 –  

Pamela Christie p.christie_gip@gemsedu.com 

马来语 –  

Paanamalar Bogan b.paanimalar_gip@gemsedu.com  

中文 –  

Tang Ling t.ling_gip@gemsedu.com  

体育 –  

Julian Leak j.leak_gip@gemsedu.com 
 

Sarah Findlater 
中学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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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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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S International School Pearl City, Penang     
+604 509 7000 | www.gems.edu.my     

  

中学部主管寄语 
 

https://youtu.be/11whwckJqvI - GEMS 讲解 - 通过浏览器访问 GEMS 父母门户 

https://youtu.be/q37oaBFVeto - Phoenix 课堂 - 父母通过浏览器访问 

https://youtu.be/GOIIbeIp6Z4 - GEMS Connect - Android Google Play 父母门户 

https://youtu.be/cKJ6mBJ2TlM - GEMS Connect - Apple IOS App Store 父母门户 

 

重要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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