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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第二期--2018.9.18
人员变动
众所周知，我们很幸运能够在上周五安顿好我们的 2018-2019 班级。我们的教职员工配置已经
完成。 我们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上周开始加入我们的 Ms Anthony 现在全年都将和我们在一起，
分担 Ms Hermanson Division7 的工作。 此外，由 Ms Fong 代替 Ms Seto 的工作。 夏天我们有
大约 90 名新生！我们的许多课程都是满的或几乎满的。欢迎来到伊丽莎白女王小学的新员工和
学生！
验证表格和学生表格
上周，一些学生表格和一份单独的学生信息表已经发给学生。请在 9 月 21 日星期五之前将更新
并签名的表格交还给您孩子的老师。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下有您孩子的最新信息存
档。
学校和日程表费用
请注意，本学年将使用 School Cash Online 在线支付学费和日程表费。如果您尚未注册，请立即
访问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QE 将不接受现金付款，因此您现在注册非常重要。我们
本周就可以在线支付。 25.00 加元的学费（适用于所有学生）包括学生用于日常学校生活的用
品：铅笔，钢笔，橡皮擦，纸张，笔记本等。6.00 加元的日程表（仅限 1-7 级）用于通知家长
家庭作业以及帮助学生做各种计划。请不要给学校现金或支票用于学习用品或日程表费。我们
需要所有家庭使用这个在线系统。谢谢您的合作。
简讯
通常每月通过电子邮件或在学校网站上发布简讯。我们将继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新的简讯和重
要信件。请确保您填写发送回家的验证表格中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希望确保所有家庭都能收
到学校的信件。如果您在学年中更改了您的电子邮件地址，请记得通知办公室。请务必访问我
们的网站，了解有关 queenelizabeth.vsb.bc.ca/的信息和活动。
安全抵达
如果您的孩子将缺席，请在上午 9:00 之前致电 604-713-5159 转 66，在专用的接听服务上留言。
办公室在开放之前将收到消息。学校办公室是繁忙的地方：在您的孩子缺席之前通知学校将显
着提高安全抵达早晨例行检查的效率和有效性。 如果您的孩子迟到，他们必须先在办公室登记，
然后才能到教室学习。 报告您的孩子缺席 - 请在缺席的第一天上午 9:00 之前致电 604-713-5159
转 66。
学生早退
当您在上学期间接孩子时，请确保您在学校办公室签名。如果您没有签署您的孩子，他们被视
为下落不明，学校会将您的孩子确定为“失踪”学生并开始搜查校园。如果学校工作人员没有
找到孩子，并且无法及时联系到家长，学校将致电温哥华警察局。因此，清晰的沟通对于确保
孩子的安全和防止不必要的搜索至关重要。
越野
越野已经开始 。感兴趣的学生已经拿到通知和注册表。每周两次练习 - 周一和周三早上 8:00，
风雨无阻，所以让你的孩子穿着合适的衣服。如要参加迷你会和区域会不能缺席。
晚上 6：30-7：30 与老师见面
QE's Meet the Teacher Night 将于 9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6：30-7：30 举行。 我们鼓励所有家庭出
席这个短暂的，非正式的机会，与您的孩子的老师见面，参观教室并介绍给员工。 晚上的第一

部分将用于访问教室，教师将能够提供有关年份，他们的计划的信息，并回答有关即将到来的
一年的任何一般性问题。晚会结束时，每个人都聚集在礼堂，所有工作人员都将在这里进行介
绍。希望看到你们都在那里！ 我们期待着在那天晚上与我们所有的家长见面。这是家长了解学
校，教师，课程以及建立强大的家校通信联系的重要途径。
Terry Fox Run
今年是第 38 届 Terry Fox Run。我们的比赛将于 9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30 举行。低年级学生将
在赛道上跑步，中年级学生将穿越森林。QE 的学生们开始为 Terry Fox 基金会筹款。承诺表已
经发给学生，请填好并还给老师。我们还将在 9 月 18 日星期二举行硬币赛; 所以请保存您的零
钱并于当天给您的孩子。感谢您的支持。

QE 合唱团 1 - 7 年级
你喜欢唱歌吗？如果你喜欢，请来加入 QE 合唱团。欢迎新老学生！请于周三和周五的 12：2012：55 午餐时间在礼堂享用午餐并与 Mrs . Kathy Na 会面。报名截止日期是 9 月 19 日星期三。
办公室有注册表格。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katblue@shaw.ca，向 QE Choir 的
管理者 Ms Kathy Na 发送电子邮件。
照片日 - 10 月 4 日星期四
学生肖像照将于 10 月 4 日星期四拍摄。彩色样张将发给您的孩子 。然后，您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姿势和背景组合。为获得最佳照片效果，请不要穿绿色衣服，包含绿色图案的衣服或任何
纯白色上衣。注意发型也有助于拍摄漂亮的照片！
会议
教师将于 11 月 7 日星期三和 11 月 8 日星期四与家长和学生举行会议。请记住，所有学生都在
下午 2 点被解散。我们鼓励所有家庭参加这些会议。
家长参与
在 QE，家长参与您的孩子的教育和学校生活有很多方法。我们鼓励家长参加家长委员会会议，
以了解其他家长并了解学校的情况。下次 PAC 会议是 10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6:30。请务必联系
您孩子的老师，了解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并解决任何疑虑。与老师见面的最佳方式是打电话预
约，或在孩子的日程表中写一张要求见面的笔记。请尊重教师在课堂上的时间和责任，避免在
教学时间中断，并在课程开始时进行冗长的对话。学生表现与家长对学校活动的兴趣之间存在
很强的相关性。请参与其中！
Enojo 女士的致辞
上周，Division 2 和 Division 12 分部从学校果园收获了近 400 个苹果。学校里的每个学生都可以
吃半个好苹果，剩下的苹果做成了是苹果酱。 我已经签署了学校参加 10 月份市政选举的学生
投票活动。 3 - 7 年级的学生将有机会了解市政府，研究各个候选人并在模拟选举中投票。请
继续关注未来几周的更多信息。
校园监督
QE 的工作人员在上学前后提供监督：
上学前 8:40 到 8:55
放学后 3:00 到 3:20
我们的三个监督人员在休息和午餐时提供监督。 提醒：上午 8:40 之前和下午 3:20 之后没有监
督。因此，您必须在上午 8:40 之后送孩子，并在下午 3:00 及时接孩子，除非他们参与有组织的，
受监督的学校活动。
另外 - 安全警示：
当您下车或接孩子时，请不要穿过员工停车场。
交通工具和手机

我们知道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踏板车，滑板等来上学。我们很高兴学生们选择了一种健康
环保的交通工具，但我们提醒学生在上午 8:40 至下午 3:20 之间的校园里请步行。请确保您的孩
子在上学时戴头盔。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允许在学校或场地上骑自行车，小型摩托车等。我
们请求学校社区的每个人出于安全原因遵循这些准则。谢谢！ 我们也知道，许多年龄较大的学
生携带手机越来越普遍，以便他们可以在上学前和放学后与家人沟通。我们的学校政策是，未
经工作人员许可，学生不得在上学期间（包括休息和午餐期间）使用手机。这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遵循相同的准则。如果学生出于某个重要原因需要在白天打电话回家，他们
可能会要求使用办公室电话。但是，办公室电话不能用于社交安排。请鼓励您的孩子在到达学
校之前做好安排。 请阅读您孩子日程表中的学校行为准则，以及学校网站上对学校行为的期望。
生病的孩子
如果您的孩子感觉不舒服或开始生病，请将他/她留在家中，以便他们能够康复并且不会将细菌
传播给他人。此外，请记住鼓励他们经常彻底洗手！
学校午餐用具和备用衣服
准备孩子的午餐时，请确保您的孩子有必要的餐具。学校没有勺子，叉子或筷子供应。 同时，
请确保您的孩子在教室里随时有备用的衣服。孩子们在休息和午餐时在外面玩耍，有时会弄湿
或踩到泥里。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不希望麻烦你到学校来送干净的衣服。
失物招领处
学校的失物招领处位于学校西北入口附近的礼堂外。我们鼓励家庭为夹克，运动衫，午餐容器
甚至鞋子等标签贴上标签。 我们会在每个学期结束时清理丢失的物品，并将衣物捐赠给慈善机
构。谢谢！
即将到来的日子
9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6：30-7：30 与老师见面
9 月 24 日星期一 PRO D DAY - 学生不上学
9 月 26 日星期三 Terry Fox Run - 下午 1:30
10 月 1 日星期一橙色衬衫日
10 月 3 日星期三 PAC 会议 - 下午 6:30
10 月 4 日星期四个人摄影日
10 月 8 日星期一感恩节假期 - 学校放假
11 月 7 日星期三教师会议 - 下午 2:00 提前解散
11 月 8 日星期四教师会议 - 下午 2:00 提前解散
PAC 新闻
欢迎大家回来！ 热午餐 - 我们正在努力让热腾腾的午餐运行起来 - 我们希望我们将在 10 月 1
日星期一开始提供热腾腾的午餐。不久将发送通知并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PAC 通讯 - 一个友好的提醒，QE 家委会（QEPAC）有自己的电子邮件清单，在整个学年期间
与家长沟通有关 PAC 支持的活动，如活动，演讲，会议和非常受欢迎的热午餐计划。家长必须
通过 PAC 网站 www.qepac.ca“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注册 PAC 邮件列表。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qepacvancouver@gmail.com
花园清理 - 感谢所有在夏天为花园浇水的人！请于 9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2：00-4：00 参加我们
的年度 QE 花园秋季工作派对。风雨无阻。欢迎所有人。带上孩子 - 他们也可以帮忙！有任何
问题请联系 qegarde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