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016

 

重要的日子: 
星期二/9月6日:  开学第一天.                                        
9:00-10:00学校大堂有咖啡和茶!

星期二/9月15日: 快乐家庭和与教师见面之夜，

星期五/9月１６日: ProD Day，不上课

星期二/9月２０日: PAC 大会

星期二/１０月４日: PAC AGM年度大会

星期一/１０月１０日: 感恩节. 不上课

星期三/１０月１２日: 一年一次的学生拍照日

星期二/１０月１８日和星期三/１０月１９日 :

　　　家长会（学年目标设定）2:00pm 放学

星期五/１０月２１日: Pr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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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主席致辞
欢迎回来! 我希望每个人都度过
了一个开心放松的暑假. 

新的一年，我们将关注沟通交流
的建立. 我们将通过PAC执行委
员提供更多帮助、 启动每个月
一次的家长咖啡时间，欢迎家长
们利用这个机会与PAC的执行委
员们沟通交流，我们还将安排家
长教育之夜活动。我们希望可以
鼓励所有的家长到学校参加每个
月一次的PAC会议。 为了方便
家长们参加PAC的每月例会，我
们将提供看孩子的服务（这个服
务将由本校初中部完成了红十字
托婴课程培训的同学们承担）所
有的PAC会议只开一个小时 
(6:30-7:30pm). 我们还将主办几
个象与老师见面之夜、多元文化
日、庆祝春天等大型的活动

  

注：ＰＡＣ会议时您如需要中学
生提供看护孩子的服务，请务必
提前发邮件到ＰＡＣ注册

Ｊｏｄｙ

ＰＡＣ主席

NORMA ROSE POINT PAC  
家长顾问委员会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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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日: 
９月６日开学第一天，我们诚意邀请

家长们在９点-１０点 来学校大厅里喝

杯咖啡或茶.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结识新

朋友或是重见老朋友. 

PAC 执行委员们将会在那里，回答大家的问题。

在ＰＡＣ的公告板上有相关的介绍：包括“什么是ＰＡＣ”、“谁
是ＰＡＣ的组成部分”、“ＰＡＣ都干些什么”以及如何与ＰＡＣ
建立联系。

与教职工见面之夜:
９月１５日星期四晚上，请到学校与ＮＲＰ的老师和教职员工

会面，进一步了解我们学校。当天也会有在我们学校开办放学

后课程的各个机构的代表、学校的各个俱乐部的代表、以及Ｐ

ＡＣ的代表在现场回答大家的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当晚在现
场会有食物售卖（详细情况另行提供）。这将是个家长和学生

们都可以找到快乐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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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邮件地址: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直接发

邮件到PAC，地址如下:

rosepointpac@gmail.com 

LUNCH 午餐邮件地址:
如果您对PAC在学校运行的午

餐项目有任何问题，请直接给

午餐委员会发邮件:

rosepointpaclunch@gmail.com

PAC 网页:
想找学校活动的有关信息? 

想找学校放学后课程的列表? 

想在学校定午餐?

请到以下网址:

https://nrppac.hotlunches.net

mailto:rosepointpac@gmail.com
mailto:rosepointpaclunch@gmail.com
https://nrppac.hotlunches.net
mailto:rosepointpac@gmail.com
mailto:rosepointpaclunch@gmail.com
https://nrppac.hotlunche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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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会议/AGM年会: 
我知道你首先会想到什么....乏味无趣! 实际上 PAC 会议是非常有用也有趣的. 因为ＰＡＣ的执行委员
们在幕后辛苦工作，ＰＡＣ会议是我们向全体家长汇报工作的时间，这同时也是学校的行政管理者向

家长们汇报他们工作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谨慎的将会议时间限定在一个小时之内。

ＰＡＣ会议将在每月第一个星期二的晚上6:30-7:30进行，地点是学校的图书馆内。今年我们将邀请几
位演讲人在“家长教育之夜”时到学校讲课，这些讲课将与ＰＡＣ的会议一起进行。 

我们很兴奋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每月的ＰＡＣ会议上可以提供小孩看护服务。我们希望通过提供小孩

看护服务，可以让更多的家长能够参加ＰＡＣ会议。

第一次ＰＡＣ会议的时间是：９月２０日星期二， 6:30-7:30pm 

今年的ＰＡＣ年会（ＡＧＭ）将于１０月４日星期二召开.每年的ＡＧＭ年会，是家长们选举新一届的

ＰＡＣ执行委员的时候，我们鼓励每一位家长都来投票! 

坚果和奶制品告知学校: 
这个非常重要。

在我们学校，有一些学生（包括教职工）对奶制品、花生或是其它树上的

坚果（比如：腰果cashews、核桃walnuts、杏仁Almonds, 山核桃
Pecans, 松仁Pine Nuts, 开心果Pistachios, 榛子Hazelnuts). 

因为以上原因，学校要求学生和家长不要将液体奶类制品（牛奶或酸奶）、或者任何种类的坚果带到

学校。 

让我们一起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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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运行的午 餐项目: 
上个学年我们推出了可选择的每周五天的午餐项目。这个学年，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将继续每天提

供午餐服务。

今年在去年的三个送餐公司的基础上，我们又增加了第四家送餐公司。所有这些送餐公司都严格遵守

BC省的健康和营养指导。这四家送餐公司是：

Calhoun’s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Sushi Sushi  (星期二。星期四）

Boston Pizza （星期三）

Foodie Kids （星期五）.

在NRP学校，我们相信尽可能做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所有的供应商会带走和回收午餐的餐盒和包

装，我们同时要求所有的学生 携 带 自 己 的 餐 具。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
会大大节省PAC购买餐具的开支，可以将这些钱用到其它地方。

今年将仍然可以提前一周订餐，也可以一次完成整个订餐周期的下单。

PAC 运行的午餐将从9月19日星期一开始送餐。您可以在我们发送到每个学生的文件中查询到更详细

的信息。

我们 PAC 的网页地址是: http://nrppac.hotlunches.net

如果您需要询问关于午餐的问题，请直接发邮件到：rosepointpaclun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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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接送: 
去年孩子就在我们学校上学的家长知道，每天的接送时间是一个挑战。NRP在当初设计时就是一个走
路上学的学校，这表示所有在NRP学区内的学生都在能够走路上学的范围内。

PAC在Wesbrook和Hawthorn二个居民区运行“走路上学校车”（感谢Natalie) ，我们鼓励家长们报名
参加“走路上学校车”（详细信息在发给每个学生的文件中可以找到）。

我们也鼓励学生们骑车上学。在K-5教学楼和初中教学楼外，都有自行车存放区。在这里需要提醒您的
是，这里的法律规定，骑车必须戴头盔。

另外我们需要提醒家长和学生的是，一旦进入学校管理区域（包括教学楼外和运动场所），所有骑车

者必须下车步行。“学校的范围内不得有轮子”，这是为所有孩子的安全考虑。

如果您确实需要开车送、或是接孩子上学，请记住：停车位非常有限，停车区域的设计是倒车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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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如何参与: 
所有的PAC执行委员都是NRP的学生 家长选举产生的，我们都是志愿者。每个学年，都有很多家

长参与到PAC的工作中提供各种帮助。我们有多个PAC执行委员的职位正在虚位以待您的加入。我相
信”人多好办事“，有更多的家长愿意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参与帮助，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您有愿望成为PAC的一员但没有时间承担一个PAC执行委员的职位，别担心，还有很多其它可以
帮助的办法。

在每一个PAC主持的活动上，我们都会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帮忙。如果您对学校计划中的某个活动有兴
趣，您可以加入“活动组织委员会”（Event Committee)。

您也可以加入“午餐委员会”（Lunch Committee)，为菜单的选择和制定出谋划策。同样，每天中午
11:3--12:30的午餐时间，都需要二名家长志愿者到学校清点、分发午餐，督促学生们将餐盒放回送餐

箱子并送回办公室前面。如果没有午餐时间的家长志愿者，午餐项目将难以持续。

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在学校办公室外面PAC的文件架子上可以找到，也可以发邮件到PAC的邮箱:

rosepointpa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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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街上新的人行横道和速度限制:

很多住在南校区的人大概已经知道，新的位于Binning 到Hampton之间的人行横道是不完全操作模式

的。负责16街道路建设的BC省政府，已经把16街上从Blanca到Wesbrook之间双方向的道路限速从时速

70KM降低到时速50KM。我们想提醒所有的家庭，对司机来说需要时间适应新的限速和新的人行横

道，因此在Binning或环岛过马路时请务必多加小心，不是所有的汽车都停下来让行人。

 

      

红十字孩童照顾课程: 
在10月21日星期五，我们NRP学校将举办每年一次的红十字孩童照顾课程，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申

请参加课程，课程时间为8:30am-3:30pm。

如果您想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这个课程，请到以下网址：

http://www.firstaidhero.com/babysitting.html

在网上注册该课程的费用是每个学生 $60 + GST 

因为PAC将会在每个月的PAC会议和家长教育之夜时招募学生到校照顾孩童，这对您的孩子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如果您的孩子完成了这个课程并已经拿到证书，希望加入PAC的照顾孩童学生名单，请发

邮件到PAC： rosepointpac@gmail.com

 

     课外活动: 
     Pear Tree Education: 

星期二  3:00-4:30pm   适合Kindergardon 到三年级

科学探索: 14个星期的化学 (学习关于物质的特性), 生物 (本地动物，蝙蝠、猫头鹰及海洋生

物) ，物理 (基本特性-有挑战性的活动，批判性的思考方式及团队合作).

报名注册: 打电话: 604-355-2155 或发邮件 info@pear-tre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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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 

星期三和星期五 (9月7日开始)，时间: 3:00-4:20pm

教练: 马教练具有国际跆拳道联盟的执照，自2010年起，学员获得了6枚国家级比赛金牌，40枚BC省级

比赛金牌。 

联系方式：微信 WenWuTang2010，    Email: 2010wwt@gmail.com

Young Rembrandts（绘画课程）: 

星期四（9月22日开始）3:15-4:15pm，   年龄：1-6年级

秋季学期1: 9月11日22-10月27日 

秋季学期2: 11月3日- 12月15日

价格：$96/学期，或 $180 二个学期

注册: www.youngrembrandts.com/metrovancouver

Mad Science（科学）: 

星期二（9月20日开始）  3:15-4:15pm

报名: www.madscience.org

LEGO Robotics（乐高）: 

星期三（9月21日开始）  3:15-4:15pm

1-3年级:  WeDo 1.0 和WeDo 2.0

4-8年级: Mindstorms (欢迎低年级的乐高高手加入)

报名：http://daedalosacademy.com/events/lego-robotics-nrp-fal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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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Kick Soccer（足球）: 

星期三（9月21日开始） 3:15-4:15pm           年龄: 5-11岁

费用: $110 (包括一件T恤衫)

报名: www.freekickFC.com

Young Stars Basketball Club (YSBC)篮球: 

7-9 岁年龄组，在U-hill小学练习

10-15 年龄组，在NRP学校练习

报名: http://ysbc.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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