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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期: 
9⽉5⽇：1-8年级开学第⼀天：9:00-10:00am

   家长茶话会：8:30-10:00am

9⽉14⽇：教职⼯见⾯会

9⽉15⽇：ProD Day

9⽉19⽇：PAC例会 6:30-7:30pm

10⽉3⽇：PAC年度⼤会 6:30-7:30pm

10⽉9⽇：感恩节（放假）

10⽉16⽇：谢师宴

10⽉20⽇：ProD Day （放假）

11⽉7⽇：PAC例会 6:30-7:30pm

11⽉10⽇：ProD Day（放假）

11⽉13⽇：国殇⽇放假

12⽉1⽇：ProD Day（放假）

12⽉5⽇：PAC例会 6:30-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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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主席的话 

⾸首先欢迎所有家庭回归NRP。
特别欢迎今年年新加⼊入NRP⼤大家
庭的所有成员们。如果你们有
任何关于学校、如何加⼊入PAC
家委会（⼀一个学年年之中有很多
很棒的义⼯工机会）或者其它事
情的疑问，请联系我们。我们
⼀一直致⼒力力于帮助和⽀支持全体家
⻓长。 

NRP是⼀一个多元化的团体。这
是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知道
每⼀一个家⻓长都有⾃自⼰己独有的经
历，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大家
⼀一同分享您的这些宝贵经验。  

新的学年年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希望⼤大家都能充分利利⽤用这些机
会。

NORMA ROSE POINT 
PAC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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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寒假前最后⼀天上课

12⽉25⽇ - 1⽉5⽇：寒假

完整的学校和PAC⽇历请点击PAC⽹站查看：https://
nrppac.wordpress.com

开学第⼀天茶话会 
欢迎所有的家长在开学第⼀天8:30-10:00

到学校⼤厅享⽤PAC为您准备的咖啡和
茶。借孩⼦们在教室的这段时间（9:00-10:00am），家长们可
以聊聊天、叙叙旧。PAC执委也会到场回答您的问题。

请⾃带杯⼦！

家长⼿册 PACkage: 
开学第⼀周结束之前，您会收到⼀份⼿册（由学⽣带回家，请
您注意查看），⾥⾯包含您需要了解关于PAC的信息，以及

PAC开展的活动项⽬。

开学第⼆周我们将派发“直接筹款”表格，希望您能够慷慨解囊帮
助学校筹集资⾦，⽤于购买学校所需但⽆法从教育局（VSB）
获得拨款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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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式: 

⽹网站:  https://
nrppac.wordpress.com 

Email: rosepointpac@gmail.com 

午餐问题？: 
rospointpaclun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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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沟通⽅式: 
NRP学校尽⼒让家长了解学校的活动情况。他们理解家长们都很
忙。学校要求所有家长都下载免费的NRP App⼿机应⽤。每周⽇

您会收到关于当周的活动推送。

此应⽤也是紧急情况时的主要联络⼯具。

安卓系统下载地址：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ia.nrps

苹果系统下载地址：

https://itunes.apple.com/ca/app/norma-point-school/id895615029?mt=8

     PAC的沟通⽅式： 
 PAC⽤群发邮件和⽹站来和家长沟通。

⽹站：https://nrppac.wordpress.com 

     PAC邮箱：rosepointpac@gmail.com 

拥有这么多家长和学⽣，PAC⾮常注重和每⼀位家长的沟通。今
年我们尝试让沟通变得更简单。PAC群发邮件和我们的新⽹站将

是我们的主要沟通⽅式。我们希望所有家长都到⽹站上“关注” 

（Follow）我们。之后我们每⼀次的更新您都会收到邮件提醒。
您还将被添加到PAC群发邮件中。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以防万⼀。如果有意外事件，学校会在NRP App⼿机应⽤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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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PAC主席随后会将该信息转载到我们的⽹站上。此时您就
会收到该信息的提醒邮件。如果可能，PAC主席会将该信息以邮

件的形式群发给家长。

    NRP⾷品安全和午餐项⽬： 
NRP是⼀个禁⽌坚果和奶制品的学校。请不要将任何类型的
坚果（花⽣、核桃、杏仁、腰果等）或是液体奶制品（⽜奶或酸

奶）带⼊学校。有很多学⽣和教职⼯患有严重过敏症，我们要确
保他们在学校的安全。

PAC提供⼀周五天的午餐项⽬（详见以下说明）。我们⾮常努⼒
的寻找最好的⾷品供应商来提供最⾼品质的⾷物。所有的⾷品供
应商都遵照BC省健康指南，并且所有的⾷物都不含坚果 - 请注

意，NRP PAC将午餐项⽬作为筹集资⾦的⼀个⽅式（我们将供
应商的成本价提⾼了10%，这些收益将直接⽤于购买学校所需的
体育⽤品），家长只允许从这些供应商处订购午餐。

上下学的⽅式： 
停车: 学校只有很少量的停车位。学校前⾯的停车场仅供那些没
有其他选择，只能开车接送孩⼦的家长们使⽤。该停车场也是唯
⼀⼀个允许家长离开⾃⼰座驾的停车场。

请记住，您必须将车倒⼊停车位。 

如果开车使⽤正门前⽅的转盘，请遵照指⽰牌和交规。您不可以
离开您的爱车。这⽚区域只能上下乘客。

为了其他⼈的⽅便，请您 尽量将车往前挪。今年我们学校
有860位学⽣，这⼀区域会变的⾮常繁忙，我们必须永远把

学⽣的安全放在第⼀位。 

⾛路上学： 很明显这是上下学最好的⽅式。NRP参加了⾏⾛的

校车项⽬，您可以为孩⼦报名。详情与更多有关PAC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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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开学第⼀周由孩⼦带回家中。

骑车上学：如果骑车上学，请记住BC省法律规定骑车必须配带

头盔！

进⼊学校请推⾏以确保在操场上玩耍的⼩⼩孩的安全。

学校前⾯有⾃⾏车架。 ⼩学部（K-5年级）的学⽣可以把车停放

在学校正门的西⾯。所有中学部（6-8年级）的学⽣请将⾃⾏车停
放在学校正门东⾯。

PAC运作的午餐项⽬： 

今年仍然会有午餐项⽬，并且有⼀些⼤的改变！订餐开放⽇是9

⽉5⽇，⼀旦⼤家知道孩⼦的班级，就可以订餐了。9⽉18⽇开始
送餐，所以在此之前⼤家要记得给孩⼦带午餐哟！

我们采⽤了⼀个更便捷的订餐系统，9⽉5⽇之前我们会发送邮件

告知订餐链接。PAC⽹站上也会有常见问题回答（FAQs）和“怎
样……” (how to) 专区来帮助⼤家了解午餐项⽬、订餐软件以及规
则条例 - 请花时间仔细阅读！

我们会增加⼀些新的菜品，请您提出意见和反馈，让我们来根据
您的需求完善我们的菜单。

同往年⼀样，PAC午餐项⽬是⼀个筹款⽅式。在尽可能维持低成
本的同时，我们在每⼀样订单上增加了10%的利润。去年PAC通
过午餐项⽬筹集了$17,000。筹集到的资⾦全部⽤于学校的项⽬开
销！

我们不提供餐具，所以要求孩⼦们⾃带餐具（⼑、叉、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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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筹款活动： 
开学的前两周，PAC会派发直接筹款表格让每位孩⼦带回家。每
年学校都会列出他们最需要但又不能从温哥华教育局拿到拨款购

买的项⽬。包括图书、乐器、体育⽤品......为了帮助学校和我们
的孩⼦们，我们呼吁每⼀个⼈都能参与募捐活动，捐款将直接⽤
来购买这些物品。过去⼏年，PAC承诺家长减少募捐的次数。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办午餐并且开展直接筹款活动（PAC每年也会向
BC省府申请博彩补助⾦，去年的标准是每个在籍⽣$20）。通过

以上两个项⽬我们能够筹集到⾜够的资⾦，这样我们就不向家长
们提出另外的筹款需求了。

我们清楚NRP的家庭经济状况各不同。虽然我们希望每位家长
都能够慷慨解囊（我们给$10或以上捐款提供报税收据），但如
果您有经济困难，我们表⽰完全理解。

  NRP教学⼤纲: 
每年⼤家都有⼀些关于NRP教学⼤纲的困惑。简⽽⾔之，NRP

依照强制性的BC省教学⼤纲来教学。事实上，任何接收BC省府

拨款的学校，都必须依照该⼤纲来教学。虽然我们的教室和传统
学校不同，这⾥的⽼师是合作教学⽽不是独⽴教学，但⼀学年结
束的时候，您的孩⼦学到的东西和BC省其他公⽴或私⽴学校的
学⽣是⼀样的。

NRP选择不使⽤教科书（事实上，这⼀点对所有学校都是⾮强

制性的）。相反，⽼师利⽤许多其他的⽅法来教学。

开学后的4-6周内，PAC会协同校⽅和⽼师召开会议，为⼤家进
⼀步解释阐明这⼀问题。

与此同时，⼤家可以点击查看BC省教育⼤纲的⽹站，上⾯说明
了每个年级的教学内容和对学⽣的评估标准

https://curriculum.gov.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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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活动

Wesbrook Village Festival 

时间: 9⽉9⽇，周六

时间: 11:00am - 4:00pm

地点: Wesbrook Village 

现场⾳乐、⼉童乐园、充⽓蹦床、 本地艺术家、以及免

费烧烤

 

课外班

以下是在NRP举办的课外班： 他们只是私⼈公司租借学校场
地，并不是学校或教育局开办的课外班

我们会在PAC⽹站上更新课外班信息。

周⼀：

Sea Smart 海洋科学 

      时间: 3:00-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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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9⽉25⽇-11⽉20⽇ (10⽉9⽇除外)

注册⽅式: http://seasmartschool.com/after-
school-program-registration/

周⼆:

Pear Tree Enrichment 科学、艺术、⼿⼯:

时间: 3:00pm-4:30pm

⽇期: 9⽉11⽇- 12⽉11⽇

注册⽅式: 联系 Paul：paul@pear-tree.ca

周三:

LEGO Robotics 乐⾼机器⼈: 

时间: 3:15-4:45pm

⽇期:   2017年秋季（8周）：9⽉ 20、27，10⽉ 4、11、18 

(10⽉25⽇没有课) 11⽉ 1、8、15

2018年冬季（8周）：1⽉ 10、17、24、31，

           2⽉7、14、21、28

2018春季（8周）：4⽉11、18、25, 

        5⽉ 2、9、16、23、30

 注册⽅式: http://daedalosacademy.com/events/lego-
robotics-trafalgar-elementary-fall-2017-8-weeks-sept-18-nov-20/

周四:

Young Rembrandts 画画课: 

时间:  3:15-4:15 

⽇期: 秋季第⼀期 （6周）：9⽉ 28，10⽉ 5、12、19、 

26，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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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第⼆期 （6周）：11⽉ 9、16、23、30，

12⽉7、14 

 冬季（8周）：1⽉ 25，2⽉ 1、8、15、22，

3⽉ 1、8、15 

 春季（8周）：4⽉ 19、26，5⽉ 3、10、17、24、
31，6⽉ 7 

注册⽅式:  www.youngrembrandts.com/metrovancouver.  

  

周五: 

      Vancouver Chess School 温哥华国际象棋学校: 

时间: 3:00-4:30 教室: 图书馆

⽇期: 9⽉8⽇ – 12⽉22⽇ 

注册⽅式:  http://www.vanchess.ca/groups -> 
Chess in Schools > Norma Rose Point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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