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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简讯#2-2019年 9月 13日 

亲爱的 QE家人和朋友， 

我们已经上课两周了，上周四我们已经完成了分班安排。新学年循着这个良好开端

正式开始了！如上所述，今年我们幼儿园有两个班，但教职工的变动较少；欢迎 Lum

女士， 她担任 Seto女士的班级，直到 Seto女士休假回来。同时欢迎 Nidhi女士，

她是学生援助服务工作人员。热烈欢迎 QE所有的新成员及其家人。 

Bayview学校驻点于我们学校的过渡也很顺利。我们共享校园及校园设施，直到他

们学校完成地震防护升级改造。很遗憾，由于天气因素，Bayview学校的回归嘉年

华会将延期到 9月 19日。再次欢迎 QE的学生及家人参加他们的嘉年华会，每位孩

子 5加元入场费。 

每年这个时候的校园通讯都比较多，请仔细阅读并留意需要知悉及交回学校的重要

文件，以及留意学校接下来的会议及活动。 

家长-老师见面日: 2019年 9月 18日 星期三。 我们今年的家长-老师见面日会有

些许变动。 

⚫ 5：45分，专为讲中文的家长特意安排的会议时间，地点是图书馆。 

⚫ 6：30分，全校教职工及家长会议，地点是学校礼堂。 

课外活动: 今学年学生们仍可继续选择各种不同的课后活动 

⚫ 合唱团（午餐时间段）由 Ms. Na 执导，详情请参阅校园简讯 

⚫ Free Kick 足球（午餐时间段）查询及报名电话：604-551-7006 

请登录 PAC网站登记报名以下课后项目：疯狂科学，海洋智慧，国际象棋 

Susie C. Car 

校长 

 

家长-老师见面日: 2019年 9月 18日 星期三。 

今年，我们很高兴为讲中文的家长特意安排了会议时间。强烈建议讲中文的家长-ELL

和国际学生的家长于下午 5：45到图书馆。Robert Li 先生和 Rose Gong 女士会为

大家讲解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以及学生如何在学业上取得进步与成就。并回答家长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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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所有家长于下午 6：30到学校礼堂，我们会简短介绍一下学校相关方面情况。之

后，家长们参观教室，老师会为家长讲述本学年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回答

家长提问。希望家长们借助这个轻松友好的时刻参观课室，与老师联络沟通。 

期待见到我们所有的家长。这是家长们更好地了解学校、教师、教学课程的重要途

径，也是建立牢固的家庭-学校沟通纽带的重要途径。 

 

行为准则 

今年，这份重要的文件将不会被列入学生议程表，而是作为附件附在这封电子邮件

中。请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并讨论这个行为守则。完成讨论后，请家长及学生分别

在绿色的“行为准则协议”上签名，并交回班级老师。 

 

核实和统一表格 

更多重要的表格将于 9月 16日星期一发送给家长。这些表格需要在 9月 20日星期

五之前交回，以便我们尽快处理录入学生信息。重要的是，我们有您孩子的最新信

息档案，以备不时之需。 

 

身体状况 

请确保学校清楚孩子可能在上学期间出现需要紧急护理的疾病。如过敏、糖尿病、

癫痫、严重哮喘和严重心脏病。学校工作人员给学生配发药物时，必须依照由医生

填写的“药物使用”表格，可以到学校办公室索取这些表格。 

如学生需要在上学期间接受药物治疗，需用到如肾上腺素注射器或吸入器等用品时，

家长应该负责检查药品的有效期，提供有效期内的药物用品。 

 

学校杂费和日程表费用 

温馨提醒，今学年的学校杂费及日程表费同样以 school cash online支付。如果您

尚未注册，请立即登录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登记注册。QE不再接

受现金支付学校杂费和日程表费用，以及学生户外教学所需要的费用。下周我们应

该有在线支付的费用，所以请您尽快登记注册。 

所有学生的学校杂费费用为 35加元，用于购买学生的日用品，如铅笔，笔，纸张，

笔记本等。日程表费用为 6加元（仅 1-7年级的学生）。日程表费用包含老师联系

https://vsb.schoolcash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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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基本通讯费用，作业布置，与家长沟通联系学生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情况，并

系统有序地管理学生。 

请不要以现金或支票支付学校用品和日程表费用。希望所有家长使用在线支付，感

谢您的配合。 

 

安全到校 

如果你的孩子需要请假，请于早上 9点前致电学校:604-713-5159 转分机 66留言。

办公室上班前会收到留言。学校办公室非常繁忙。提早通知学校你孩子的请假事宜

能有效地提高“安全抵校程序”的效率及效果 

如果学生上学迟到，迟到学生必须先到学校办公室报到并持迟到条回课室。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请假，请于请假当日 9点前致电 604-713-5159转分机 66告知。 

 

学生签名登记离校手续 

家长于放学时间之前接学生时，请务必在学校办公室签名登记。如果您没有签名登

记离校，学生会被视为下落不明。学校员工会在校园内寻找学生，如果仍然找不到

学生并且无法及时联系到家长，学校将致电温哥华警察局。因此，清晰明确的沟通

对于确保孩子的安全和防止不必要的寻找至关重要。 

 

越野 

越野通知及同意表已於昨日派发给有兴趣参加的学生。练习是风雨无阻，请让你的

孩子穿合适的衣服。为了参加小赛事以及地区赛事，练习不可缺席，详情请咨询

Marchioro先生。 

Terry Fox 义跑 

今年是第 39 届 Terry Fox 义跑。我们的义跑将于 9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00

举行。小学学校的学生将在学校跑道上进行义跑，中学学校的学生将穿越森林进行

义跑。QE 的学生们已经开始为 Terry Fox 基金会筹款。捐款承诺表已经发送给学

生，您也可以登录 http://www.terryfox.ca/QueenElizabethElementary 在线捐款。

请于义跑当日，9月 26 日星期三交回捐款承诺表，感谢您的配合。 

 

 

http://www.terryfox.ca/QueenElizabeth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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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1 - 7年级合唱团 

如果你喜欢唱歌，请加入 QE 合唱团。请于每周三和周五的 12:00- 12:47 午餐时

段带上您的午餐到 105教室。 Kathy Na女士会在此时间段为合唱团的同学上课。

一学年合唱团费用为 130加元，请以支票支付，收款人为“QE PAC” 。报名截止日

期是 9 月 18 日星期三，请于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如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

件至 katblue@shaw.ca，向合唱团总监 Kathy Na 女士咨询。 

 

摄影日-10月 3日星期四 

学生照片将于 10 月 3日星期四拍摄。色稿将发给学生，学生可以选择最喜欢的姿

势和背景组合。为了最佳照片效果,请不要穿绿色的衣服,或包含绿色图案的衣服或

纯白色上衣。得体的发型及打扮，同样有助于拍摄漂亮的照片! 

 

会议 

学校老师将于 10月 22日(星期二)和 23日(星期三) 与家长和学生举行会议，请记

住，这两天的下午 2点是全体学生的放学时间。希望所有家庭踊跃参加学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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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家长委员会会议定于 10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6:30在学校图书馆举行。请与孩子的老师保持联系，提出您的疑

虑，以便更好地了解学校情况并解决相关问题。与老师见面的最佳方式是打电话预

约，或者在你孩子的日程上写个便条，要求见面。请尊重教师在课堂上的时间和职

责，避免免教学时间被长时间的谈话打断。学生表现与家长对学校活动的参与之间

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请积极参加学校活动! 

 

学校监督 

QE的工作人员在上学前及放学后提供照看监督 

上学前照看监督时间为上午 8：40-8：55  

放学后照看监督时间为下午 3：00-3：20 

我们的三个监督人员也会在学生课间休息和午餐时段进行照看监督 

mailto:katblue@shaw.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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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上午 8：40之前和下午 3：20之后没有监督人员照看监督学生，因此，

您必须在上午 8:40 之后送孩子到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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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在上学及放学时接送孩子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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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板车、滑板等来上学的。我们很高兴学生们选

择了一种健康和环保的出行方式。但我们提醒学生在上午 8:40 至下午 3:20 之间，

在校园内请停止使用上述轮行工具。 

如果您的孩子选择骑行上学，请确保孩子佩戴头盔。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允许在

校园内骑自行车、滑板车等。敬请大家遵守这些准则。谢谢! 

我们也知道，越来越多的高年级学生会携带手机，以便他们能够在上学前及放学前

后与家人联系。我们学校的规则是，未经工作人员许可，学生不得在上学时间(包括

课间和午餐期间)使用手机。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所有学生必须遵守学校规则。学生

在上学期间如有紧急事情需要打电话联系家人，他们可以请求使用学校办公室的电

话。但是，办公室电话不能用于社交安排。请告知孩子在到达学校之前做好安排。 

 

生病的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感觉不舒服或要生病，请让他/她留在家里休息，这样可以帮助康复，

也不会把病菌传染给别人。此外，记得提醒他们要经常洗手！ 

 

学校午餐用具和备用衣服 

请确保您的孩子带午餐时带上餐具。学校没有提供勺子、叉子或筷子。 

同时， 请确保您的孩子在教室里随时有备用的衣服。孩子们在课间休息和午餐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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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失物招领处位于学校西北入口附近的礼堂外。家长最好在孩子物品上贴上标签，

如夹克，运动衫，午餐容器 甚至鞋子等。提醒大家，每学期结束时，我们都会清理

失物招领处，并将衣物捐赠给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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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事故赔偿计划- 

学生儿童事故保险计划-已经改为家庭事故赔偿保险计划(FARP)。这一保险仍然由工

业联盟提供，是一项自愿计划，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意外伤害、意外医疗费用和严

重疾病的保险。FARP是补充省健康保险或现有雇主延长的健康和牙科计划未涵盖的

费用的理想选择。家庭可以在网上注册参加该计划：

https://www.solutionsinsurance.com/aonbc 

如果您对该保险计划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工业联盟， 

电话：1 800 266 5667       电邮：solutions@ia.ca 

 

即将到来的会议及活动 

9月 18日，星期三，中文家长会议：5：45-6：30（图书馆） 

9月 18日，星期三，家长-老师会议（在学校礼堂开始） 

9月 18日，星期三，Terry Fox 赛跑（1：00） 

9月 23日，星期一，教师培训日（不上课） 

10月 3日，星期四，个人摄影日 

10月 10日，星期四，家长委员会会议（6：30在学校图书馆） 

10月 14日，星期一，感恩节假期（不上课） 

10月 22日，星期二，教师会议(下午 2：00提前放学) 

10月 23日，星期三，教师会议(下午 2：00提前放学) 

 

PAC新闻 

QE PAC秋季的热午餐已经开放订购。 

2019年秋季：9月 25日星期三至 12月 18日(星期三) 

第一顿午餐的订购截止日期是 9月 17日，星期二。(如果你错过上述期限，你仍可

以预订随后的午餐，但你至少需要订购 8天的午餐) 

QE的家庭，大家好！秋季的热午餐点餐现在已经开始了。通过为您的学生订购热午

餐，您将可以更方便，每周有两天时间不需要打包午餐，您的孩子可以选择我们的

供应商提供的定制的、健康的午餐。通过支持 PAC的一系列倡议活动，您同时也是

支持学校一个重要的筹款活动， 

https://www.solutionsinsurance.com/aonbc
mailto:solutions@ia.ca


 

7 
 

菜单多样选择，包括素食和无谷蛋白食物！ 

⚫ Calhoun”s提供许多受欢迎的新菜式 

⚫ Flying Wedge提供更多的比萨饼选择 

⚫ Subway提供定制三明治· 

⚫ 新供应商 Carino Catering提供寿司和一系列热餐 

如 QE一致承诺，，我们尽量将这一计划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很高兴能与志同道

合的供应商合作，使用可堆肥或可回收的容器提供食物。 

户外教学提醒！请注意：订餐时，请留意学生班级户外教学的通知，如果学生有户

外教学而外出吃午饭，请不要点餐，在家带午餐随户外教学点就餐。 

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如果你能在星期一或星期三分发热午餐，请通过 bishan 

wu@hotmial.com联系 Bishan Wu. 

⚫ 如何订购：请登录 pac网站：http://qepac.ca/order-hot-lunch/，点击

MunchaLounch。如果您以前使用过 MunchaLunt，点击“登录这里”，如果你是

新用户，请单击“在这里注册”。· 

⚫ 完成选择午餐日期和菜单项，提交您的订单，然后按照指示以信用卡支付。信用

卡是 PAC的首选付款方法，可以显著减少管理工作(和错误)。当然，为方便没有

信用卡的人士，我们还是可以接受支票支付。支票必须在 9月 23日星期一之前

存入学校办公室的 PAC邮箱。· 

⚫ 我们要求您一次性订购并支付整个学期的费用，而不是在学期内逐步支付，因为

每次订购时，学校都需要承担信用卡交易费用。 

⚫ *没支付的账户将不提供午餐 

⚫ 更改订单比较麻烦，所以请仔细考虑后再订购。 

⚫ ·如果你的孩子因为请假没有享用午餐，我们很乐意你把午餐带回家，但我们不

能把食物留到第二天。· 

⚫ 热门午餐项目是 PAC筹款活动，因此请理解不设退款。 

⚫ 强烈建议你选择接受 MunchaLunch的提醒邮件。相关邮件将在您购买热午餐的前

一天寄出。请与您的孩子沟通决定第二天的午餐，以免造成混淆及失望 

⚫ ·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收到 MunchaLunch的提醒邮件，这表明你没有为你的孩子购

买当天的午餐，孩子需要自带午餐。 

http://qepac.ca/order-hot-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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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您在 Subway点餐时需要为所有菜式选择配料，而不是单独一份菜式选

择配料。选择 Vegie Subway时请留意配料选择。 

⚫ 如果有问题，请让你的孩子在就餐期间联系帮助热午餐的家长志愿者，家长志愿

者会帮助解决问题。 

感谢您对本项目的支持？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 qehotlunc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