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快讯

--12月7日

亲爱的QE家庭和朋友们, 虽然还没有开始降雪, 但在最近的清晨, 当阳光从冰冷的霜冻中反弹
时, 地面会发光。虽然 12月21日, 也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才立冬，但是一天天冷起来, 街
道也会越来越滑。请提醒你的孩子穿暖和的衣服、手套和合适的鞋子, 因为他们在不下雨的时候
要到户外活动。
我们在12月结束前通常有庆祝活动， 合唱团、节日音乐会、特别的课堂活动以及各种筹款活动,
以支持那些不幸的人。对许多人来说,

12月是一个充满节日气氛的日子, 但对有些人来说, 这

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假期里, 让我们数一数我们的祝福, 享受许
多美好的传统 但也要记得 还有一些人指望我们常年的支持。请阅读简讯, 注意我们即将举行的
活动, 以及在假期及以后支持他人的方式。
感谢您的持续支持, 因为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 为我们所有的学生提供一个丰富和充满活力的
学习环境。我们将在21日发邮件, 但由于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提前开始你的假期, 我想借此机会祝
愿大家健康、圣诞快乐, 节日快乐！
真诚地，
Mrs.Susie C.Car （校长）
2014年生的儿童 ，幼儿园注册已经开始
2019年1月31日是2019年9月幼儿园儿童优先入学的截止日期。要了解更多有关幼儿园注册的信息,
vsb 提供的课程和注册时间表, 您可以访问 www.vsb.bc.ca/kindergarten。
2018年假日集市
一年一度的QE 假日集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感谢KRISTY MYLES和 PAC 组织了这次活动, 感谢前
来帮忙的众多家长志愿者!七年级的学生担任了低年级学生导购员, 也帮助了礼品包装。也要感
谢所有捐赠物品的家庭--没有你我们做不到这么好! 筹集到的所有资金将用于我们的姐妹学校
STRTHCONA ELEMENTARY, 以支持有需要的家庭。
全球大声朗读和难民筹款项目-DIV.3
在过去几个月里, 高年级 –DIV1,2,3 一直在参加全球大声朗读。在这个项目里, 全世界各地的
学生同时在六个星期内阅读同一本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将儿童联系起来, 让他
们明白, 他们都是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们今年一直在阅读的书《难民》---作者ALAN
GRATZ。这本书讲述了三个不同时期的三个孩子在他们的国家逃离战争/或迫害的虚构故事。故事
中孩子们成为难民, 寻找成为他们新家的一个目的地。
这是一部历史小说, 但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如此相关。因此,DIV.3决定他们愿意提供
帮助。他们一直在了解联合国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民署), 并创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其
目的的筹资网页。如果您想捐赠给这个基金, 请访问他们的网页:
https://fundraise.unhcr.ca/team/200865 任何捐赠都非常感谢。
DIV.3还将举行烘培销售, 为这一事业筹集资金。烘焙销售将在12月10日、12日和 14日 (周一，
周三，周五) 的午饭时间进行。请考虑允许你的孩子购买一些小点心(不提供包装袋)。

排球
QE 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排球赛季!
Jr.男孩 (主要由五年级学生组成) 在与年长的孩子比赛成果不断提高, 在本赛季与区内第二球
队的比赛中赢得了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Jr.女孩继续在分组赛获胜, 获得了市决赛的资格。在决赛比赛中, 他们在轮番比赛中名列第二,
由于时限,她们只在1场比赛中输给了最终的冠军Selkirk队。主办方一致认为, 这些女孩总是乐
观、精神良好 (即使比分落了8分), 也能重新扳回取胜。
Sr.女孩们在分组赛中结束了他们的赛季, 紧随其后的是NORMA ROSE 队。同样, 在落后比分时她
们积极乐观,不断战斗, 和对手打平。她们在落后10分的情况下以最后26:24最后赢得了半决赛,
从而成为全市8强之一。
Sr. 男孩在分组赛中取得冠军, 并获得了下周市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男孩们也从失败的边缘反击。
在与JQ的最后决赛中, 在一局平手后, 决赛比赛只打到 1 5分(以2比0获胜), QE 发现自己落后
了 1 0-4。随后, 男孩们开始在 1 3-1 3追平,

JQ竭尽全力拿分,但我们的男孩们保持强势, 拿

下了最后3分获胜。再次,Jr.女孩, Sr.男孩得到了对方教练的认可, 他们的体育精神得到官方的
尊重。
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做得很好!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记分员、家长司机、老师和教练。Mr. Demenuk、
Ms.Enojo、Ms.Peerless、Ms.Carnegie ,Ms.Johnston,Ms.Gogag,Ms.Venter 和Mr.Mackay。祝Sr.
男孩们下周市锦标赛好运!
冬季音乐会和合唱团表演
1 2月 1 4日星期五下午 2点, 在家长义工Kathy Na的指导下, QE合唱团将表演《It's Christmas,
Carlos》。
冬季音乐会将于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9：15举行。这两次演出都邀请家长参加, 但位置有限。
成绩单和新的成绩单试点项目
DIV6, DIV12, DIV14将在本学期的最后一天收到成绩单。所有其他班级将在1月底收到成绩单.
SCHOLASTIC 图书特卖会的更新信息
由于教师和家长的合作, 上个月举行的SCHOLASTIC图书特卖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为教室筹
集了2062.90加元。感谢组织书展的Mr.Crisp, Ms.Papagiannis, Mr.Dykstra。感谢我们的志愿
者: Jeniffer Crook, Jeniffer Klenz, Carmen Cho, Kristin McAllister, Randa Ridgeway,
PascaleTraub, DonnieDong, FloraDU, MinheeYeo, Emma Liu,CathyChang, QunGao, Stacy
Nichols, Daisy Yu. 特别感谢Domina Jahzara组织所有义工工作!
失物招领
请花点时间检查失物招领处。一些物品是在野外或室外找到的。截至12月21日的所有未被认领物
品将捐赠给慈善机构。记得把你的孩子的衣服和物品标上名字的物品以便遗失后容易认领。谢谢。

请根据天气情况穿衣
随着寒冷冬季的临近, 请提醒孩子们一定要穿着合适来学校。学生们早上课间休息二十分钟, 午
饭时间最多三十五分钟。天气寒冷时, 请确保学生在下雨时有一件冬衣、手套、一顶帽子和雨靴。
我们建议学生在学校多备一套衣服, 以防淋湿。
因雪而关闭学校的通知
温哥华学区的所有学校在冬季天气 (包括降雪) 期间都将保持开放。任何全区学校关闭通知将在
上午7时许决定, 并将通过媒体以及区和学校网站公布。请注意,只有关闭和延迟开放将公布。
关于学校关闭信息将发送到大温电台和电视台。有关学校关闭的信息,可在网上查阅:
http://www.vsb.bc.ca/district-news/winter-weather-and-vsb
家长们可以在VSB网页上以及以下广播电台得到学校关闭的消息。
电台

电视

CBC AM 690 radio, 88.1 FM

Global BC

CKNW AM 980 radio

CBC TV

News AM 1130 radio

CTV BC

Fairchild AM 1470 radio

City TV

节日快乐
QE学校教职员工以及家长委员会祝愿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日！我们很期望1月7日星期一再见到各位
学生。学校最后一天上课是12月21日，星期五，到下午三点。
重要的日期
星期五，12月14日

合唱团演出—下午2点

星期三，12月19日

冬季演出—上午9:15

星期五，12月21日

寒假结束前最后一天

星期一，1月7日

开学

星期一，1月21日

Pro D Day - 学校放假

星期二，1月22日

家长咨询课程 – Saleema Noon – 下午6:30

星期三，1月23日

Saleema Noon – 到学校上课

星期四，1月24日

Saleema Noon – 到学校上课

星期五，2月15日

Pro D Day - 学校放假

星期一，2月18日

Family Day 假日

家长委员会新闻
假日集市 – 感谢 Kirsty Miles 组织本次活动！非常感谢各位志愿者的热心参与，我们给予了
姐妹学校 Strathcona Elementary以很大的支持。最后的筹款额度将会在邮件里通知大家。
BabyGoRound Diaper Bag 开始了！请到教室里选择一件物品或者让您的孩子选择一件物品予以
捐赠。我们的目标是筹集14个装满物品的尿布包，每个教室一个。请在12月17日之前把物品放倒
教室里。如果有疑问请联系Carmen Ferrara，邮箱是carmenferrara0203@hotmail.com
温哥华国际象棋计划 – 这项课后活动一月份开始（星期二下午三点到四点半）。足球，Sea Smart
也会在一月份开始。请点击链接查看详情 http://qepac.ca/enrichment-activ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