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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期⼀览 
1⽉8⽇ - 开学⽇

1⽉12⽇ - 家委会家长交流⼩组 （Parent Conversation 
Group） 9-10am

1⽉16⽇ - 家委会例会 6:30-7:30pm

1⽉26⽇ - 家委会家长阅读⼩组 （Parent Reading Group） 
10:15-11:15am

1⽉29⽇ - 教师研修⽇ (ProD Day) - 不上学

2⽉1⽇ - 1-4年级⾳乐会表演 6:30-8:00pm

2⽉2⽇ - 家委会家长交流⼩组 （Parent Conversation 

Group） 9-10am

2⽉5⽇ - 多元⽂化⽇！（K-5年级全天活动)

2⽉6⽇ - 家委会例会 6:30-7:30pm

2⽉12⽇- BC省家庭⽇（不上学）

2⽉19⽇ - 教师研修⽇ (Pr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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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委会主席的话 

新年快乐！但愿⼤家同孩
⼦们度过了⼀个美好的假

期！

家委会家长交流⼩组
（PAC Parent 

Conversation Group）又回
来了。如果您想和其他家

长探讨教养问题，欢迎加
⼊周五上午在学校图书馆
的讨论。 详情请参见下⾯
的“信息资源”栏⽬。

- Sharon Yu

联系⽅式: 

⽹网站:  https://
nrppac.wordpress.com 

邮箱: 
rosepointpac@gmail.com 

午餐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rospointpaclunc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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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址查询完整的学校⽇历和家委会⽇历 

https://nrppac.wordpress.com

家委会例会 
下⼀期家委会例会将于1⽉16⽇(周⼆) 6:30pm在学校图书馆
举⾏，我们欢迎所有的家长都能来参加，会议时间⼀⼩时。

多元⽂化⽇ - 2⽉5⽇ 
2018年2⽉5⽇，我们邀请家长参与学校的⼀个互动节⽇！

我们有这样⼀个多样化的学校和⼀群经常喜爱探索和学习
的孩⼦们，我们希望给他们与朋友们分享⾃⼰⽂化背景的
机会，同时也让孩⼦们了解其他学⽣的⽂化背景。

请点击此处了解详情。⽬前已经有来⾃印度、中国、⽇
本、伊朗、坦桑尼亚、韩国、⼟⽿其、以⾊列、乌克兰、
保加利亚的家长以及原住民⽂化代表表⽰愿意参加多元⽂
化⽇的活动。如果您也拥有上述的⽂化背景，并且愿意参
加此次的活动，我们很⾼兴帮您与其他家长取得联系来做
⼀个联合展台。印度代表正在寻找2-3名家长配合做展台。

如果您有兴趣，请电⼦邮件给
PAC(rosepointpac@gmail.com)——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周
内举⾏⼀个信息会议，我们也愿意随时回答您有关多元⽂
化⽇的任何问题。

午餐义⼯ 
家委会运营的5天午餐计划，全靠家长义⼯的⽀持。没有义⼯，
就没有午餐计划。

如果您正在寻找义⼯机会，并且在⼯作⽇的上午11:30⾄下午
12:30有1⼩时的空闲时间，请考虑为NRP家委会午餐计划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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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个独⽴的义⼯登记⽹站，它可以让您在没有
MunchaLunch账户的情况下登记义⼯。请登陆家委会⽹站，然后

点击 “Lunch” - “Lunch Volunteer Signup" 来选择您可以做义⼯的
⽇期。

谢谢您愿意为学校贡献⼀份⼒量！

       信息资源 
家长交流⼩组（Parent Conversation Groups）: 由家委

会家长教育委员会组织，周五上午9-10点在学校图书馆进⾏

1⽉12⽇：准备好迎接成绩单了吗？
2⽉2⽇：关注欺凌（2⽉28⽇是粉⾊上⾐⽇）
3⽉2⽇：数字⽂化与⽹络安全
4⽉6⽇：如何处理同学间的压⼒
5⽉4⽇：⼼理健康问题和资源
6⽉1⽇：关于毒品和酒精

新！*NRP 家长阅读⼩组* 欢迎所有家长！ 

时间：2018年1⽉26⽇ 10:15-11:15am
地点：NRP图书馆⼩阁楼的The Nest

您有兴趣和其他⽗母⼀起探索⼉童⽂学的浩瀚世界吗？我们
新的家长阅读⼩组将会提供⼀些书籍，让家长可以⾃⼰和孩

⼦（们）⼀起阅读。每次⼩组将讨论1到3本适合各个阅读⽔
平的书。

为配合学校的多元⽂化⽇的活动，我们1⽉26⽇的第⼀次阅

读⼩组将以“⽂化认知”为主题。推荐书籍有：

K-3年级阅读⽔平：

The Name Jar*, 作者：Yoonsook Choi (2001)
4年级以上阅读⽔平：

The Year of the Dog, 作者：Grace L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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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ing the Dragon, 作者：Natalie Dias 
Lorenzi (2012)

所有的推荐书籍都可以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找到。标注*

号的书也能从NRP图书馆借阅（Parent Reading Group的盒
⼦⾥）。我们⿎励家长们在参加⼩组前⾄少翻阅其中⼀本书，
但不是参与阅读⼩组的硬性要求。任何阅读形式都可以，包

括纸质书籍、电⼦书、⾳频书、电影、翻译版本等。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通过PAC⽹站上的表格来联系家长

教育委员会：https://nrppac.wordpress.com/join-us/
committees/

实⽤链接（请登陆PAC查看更新）：

   - SACY Workshops: 不同地点和时间

   报名：http://www.SACY.eventbrite.ca

   - 寻找有关⽹络危险的信息，以及您和孩⼦能做些什么：
http://protectkidsonline.ca/app/en/emerging_issues

  - AnxietyBC：每个⼈都会在⼀天或⼀周的时间⾥经历焦
虑，AnxietyBC 有许多解释焦虑的种类和解决⽅法的信息

  课外班 
周⼀：Sea Smart - 探索海洋的奥秘 (适合1-4年级) 

     ⽇期: 2018年1⽉15⽇⾄3⽉12⽇（1⽉29⽇，2⽉12和19⽇没有课）

    时间：3:00 - 4:45pm

    教室：D110

    价格：$180／⼈（包括⼀件T恤衫）

    报名：seasmart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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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Mad Science - 疯狂科学  (适合K-7年级) 

       时间：1⽉16⽇ ⾄ 3⽉6⽇

     时间：3:10 - 4:10pm

     价格：$130（含税）

    1⽉8⽇前报名：https://register.madscience.org/vancouver/ 

周三：LEGO Robotics - 乐⾼机器⼈（适合1-6年级） 

     ⽇期：1⽉10⽇⾄2⽉28⽇

     时间：3:15 - 4:45pm

     价格：$228+GST （12⽉1⽇前报名）

               $240+GST （12⽉1⽇后报名）

     报名：http://daedalosacademy.com/events/robotics-program-at-
norma-rose-point-school-winter-2018/

周四：Young Rembrandts - 画画班（适合1-6年级） 

     ⽇期：冬季班 - 1⽉25⽇⾄3⽉15⽇；春季班 - 4⽉19⽇⾄6⽉7⽇

     时间：3:05 - 4:15pm

     教室：D110

     价格：$140/期 （含税和画画⼯具）               

                **同时报名冬季和春季班可省$20 （可分开两次付款）
     报名：http://www.youngrembrandts.com/metrovancouver/

周五：Vanchess - 国际象棋（适合1-7年级）  

      ⽇期：1⽉12⽇⾄3⽉16⽇

      时间：3:00 - 4:30pm 

     价格：$150

     报名：http://www.vanche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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