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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与介绍
神创造孩子是充满着想象力与无限的好奇心! 在 Surrey Christian School Early Learning Centre 里,
我们的宗旨是透过安全, 多样化, 可实验的学习机会,认识与发觉每一个孩子的潜在能力. 我们相信每
一个孩子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并且他们在周围分享 神赎回的爱中占有极大与特别的角色.
我们要感谢您成为我们伙伴, 在他们教育旅程的起点, 将您的孩子交托给我们, 让我们对您孩子的生命
中说出爱与真理. 我们对家长的承诺是藉由耶稣仆人的样式进入神的国来教育他们成为全人. 我们希
望神对每个孩子独一无二潜能的恩赐经由 Surrey Christian School Early Learning Centre, 将其发掘
出来, 可以让他们活泼的活在神的故事里.
作为一个学龄前孩子的教育者我们如何在整年中促进您孩子的成长?


透过笑容, 和善的话, 鼓励与照顾给予每个孩子无条件的爱.



透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同理心, 了解他们的感觉, 照顾与支持并且尊重每个孩子的不同与独特性.



创造一个安全合理与明确的规范的环境.



给予孩子可成功, 有责任感与建立信心的机会.



给予孩子在学习处理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指引



透过对孩子成长阶段的了解, 来明白每个孩子的需要



透过孩子本身的表达, 老师的指引与启发, 给予孩子发展兴趣的机会.

Surrey Christian School Early Learning Centre 是一个以玩为基础的课程, 注重于探
索, 发掘与创造. 社交的成长是孩子情绪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我们会以一种温
和的介绍与引导进入社交的游戏场. 我们透过游戏, 团体讨论, 戏剧, 分享, 及小帮手
来帮助他们发展社交及情绪的成长. 我们年度课程包含圣经, 美劳, 数学, 自然, 运动
及团体讨论, 这些课程是经由老师与孩子一起参与讨论的, 在讨论过程中可给予孩子们许多发表自己
意见的机会. 我们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成果. 您孩子带回家的作品看起来可能尚未完成, 但却是他们努
力且引以为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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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条件


最低入学年龄: 30 个月



可以自己上厕所

--- 登记注册需求
请将下列事项完成并缴回学校, 且将支票抬头写: Surrey Christian School
1. 完整的报名表
2. 报名费 $35 (不退费)和远足费 $30
3. 紧急连络卡 (Emergency Card)
4. 一份您孩子的预防针证明
5. 一份与您孩子有关的法律文件或法庭命令 (若具备请附上)
6. 孩子近期且近距离的大头照或生活照
7. 签署学费同意书
8. 授权银行自动扣缴同意书与一张作废的支票范本
9. 预付第一个月学费
附: (1) 您如需要申请补助, 请与学校负责人拿申请表
(2) 前两个月, 我们将花时间观察学校是否可满足孩子的需要.
--- 课程时间与学费


请参考于 www.surreychristian.com 上的报名表
(Admissions Tab, Clayton Heights Campus)

--- 师资
老师与学生的比例是根据菲沙卫生局小区护理执照条款. 所有老师领有学龄前教师/ 助教执照, 及有效
的急救证照. 每五年老师需重新申请一份犯罪调查记录.
--- 课程内容
早上或下午课程内容 (会因着当天安排有所调整)


抵达与团体时间: 祷告, 音乐与韵律. 故事, 圣经, 戏剧, 讨论时间



自由玩耍: 孩子们探索在教室各角落的活动



收拾时间: 孩子们会被鼓励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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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时间: 孩子们会在吃点心前先洗手



点心时间: 坐下来吃点心并且祷告



户外游戏时间 (孩子们每天早上与下午分别会有至少 30-40 分钟的户外或户内活动量大的时间)



祝福祷告与下课

* 我们承诺会给予您孩子在学校里有激发与开放式的学习空间. 所以看影片的时间将会非常少, 甚至没有. 孩子们偶尔会看
一些与我们所聊的话题中有关教育性质的影片, 或听一些我们正在学的歌. 另外在寒假,春假和暑假, 我们可能会征求您的
同意让孩子们看一些可全家观赏的性质的影片.

全日托的课程内容


到达及桌上游戏



早上学龄前课程 (同上方)



洗手, 祷告, 午餐及午休时间



下午学龄前课程 (同上方)



室内/室外游戏时间及离开

*全日托课程的孩子, 请提供一条小棉被及枕头(可选的). 我们将提供一个拉绳袋及被单. 您需每个周
末将这些衣物带回家清洗, 并请于下次上课时带回.
--- 暂时分开
我们希望每个小孩都有一个正面及愉快的第一个星期. 暂时分开对于一些小孩与家长是极困难的. 我
们请求家长:


在上学前, 安排时间与您的孩子到学校认识老师与环境.



告诉您的孩子, 您为何要离开.



离开时, 与您的孩子眼神接触.



再次与孩子保证, 您会回来.



对孩子始终如一并心中保有爱

--- 新生入学


如果这是孩子第一次的团体经验, 老师会帮助您安排他入学所需的过程. 如果他在适应上有困难,
老师会帮助调整他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



请不要在孩子面前与老师讨论孩子的问题或是对孩子的顾虑.
3

--- 接送小孩


家长或代替家长接送的人必须将孩子带入学校且让老师知道你们来了. 在孩子进入与离开学校时,
家长必须签到与签出.



孩子只能与家长, 监护人或报名表上家长同意之人或经过家长口头或书写同意之人离开学校. 如
发现家长/ 监护人看似无法安全开车将孩子带回家, 我们将协助找其他人帮忙. 如我们对于家长安
全开车有疑虑, 基于孩子的安全, 我们会通知警方.



如果家长没来接孩子, 老师将会:
o 透过家长工作与家里电话号码来连络家长及联络紧急联络人.
o 经过两小时不断尝试, 若无法练络上家长/紧急联系人时, 我们将联络Ministry of 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MCFD).



如果一个未经过家长同意的人来接孩子, 老师将会:
o 请他在外等候, 直到连络到家长并且得到的家长同意
o 可以接走孩子前必须提供证件给老师确认身分.



在老师的要求下,如果未被授权者予以抗拒,老师将会:
o 通知校长与此人对谈
o 同时关心孩子的需要及回答孩子可能产生的疑问



如果未被授权者强行将孩子带走, 老师将会:
o 写下车牌号码及报警与通知 MCFD

--- 给家长的讯息


课程中若安排带孩子外出散步, 我们会将讯息公布在教室的门上.



家长需提供监护权协议书/限制令/法庭命令的副本给学校. (若具备请提供)



如果一方家长(例: 妈妈)告知学校另一方家长(例:爸爸)无权接触孩子时, 此家长(例: 妈妈)必须在另
一方家长(例:爸爸)接触孩子前交一份书面文件给学校.



如果无权接触孩子的家长来接或看孩子时, 我们将马上通知警方介入. 您也将被通知及来接您的
孩子回家.

--- 迟接费用
家长需在课堂结束后接孩子. 如超过一次的迟接发生(多过10分钟), 我们将在每次迟接加收一分钟 $1
的费用. 这费用必须在您孩子下次上课前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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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学校须知
如果必须退出学校时请于退出前30天通知学校. 如没依照规定给予通知, 将被视同放弃一个月的学费.
--- 停课须知


国定假日, 生病, 或家庭旅游, 将不给予退费或学费减免



学校如因天气状况或紧急事件停课, 请听 CKNW 980AM 或学校网站. 学校会于 6:30AM 决定是
否停课, 于 7:00 AM 公布. 如果学校停课你也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以下是学校停课的时间: 国定假日, Boxing Day 跟 Easter Monday. Labor Day 与 Labor Day 之
前的一个礼拜 (七天).

--- 健康与生病
我们承诺给予每个孩子一个安全与健康的环境. 如果孩子染上传染性疾病是必须待在家休养的. 这包
括发烧, 感冒, 呕吐, 拉肚子, 红疹, 咳嗽, 红眼症, 等等. 请注意以下事项:


如果您的孩子无法参与室内活动, 他必须留在家休养



如果孩子接触到具传染性的疾病 (水痘，腮腺炎，麻疹，手/脚/口疾病等,或像虱子这样的寄生虫)
请通知学校. 孩子必须在没有任何症状后的 24 小时才能返回学校.



孩子必须在停止呕吐/ 拉肚子后 24 小时候才能返回学校.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生病了:
o 我们会通知家长或紧急联系人, 我们将持续观察孩子及让他处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
o 如果我们无法联系到任何人, 我们将持续观察孩子及让他处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直到家长
来接回.

--- 学生资料更新
所有跟您孩子有关的数据需保持最新状态, 如果孩子的以下数据有改变时: 预防针记录, 电话/地
址/电邮, 监护人或授权接孩子的人, 等等有更改时, 请联络的负责人, 联络我们. 我们会把更新的数据
放入孩子的文件夹里.
--- 过敏
您的孩子可能对不同的东西过敏, 这是需要让老师知道并注意的. 如果孩子在过敏时需要特殊的治疗
(对于花生过敏的 EpiPen) 老师会请你写一张照顾计划, 注明 ”如果发生…..过敏的状况时该如何处理”
及在学校留一份 EpiPen/过敏的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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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
在没有收到来至家长的用药许可表格(Permission to Give Medication) 前, 老师不会给予任何医生开的
或药局买的药物. 请询问您的医生用药时间是否可以在家时使用. 这样您比较能亲自控制用药量与时间.
我们并不接受口头上交代的用药许可通知. 若孩子是第一次服药, 则必须在服药 24 小时后, 再回到学
校.
---- 预防针
我们建议所有入学的学生有完整的预防针注射. 请在报名文件中附一份预防针注射证明副本或填写报
名表上的预防针表格. 数据需包括: 乙型流感嗜血杆菌(HPTP-HIB), 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 乙型
肝炎, 脑膜炎球菌疫苗. 如果您选择不帮您孩子打疫苗, 请在疫苗表格上注明并签署名及填写日期.
--- 引导与照顾
当孩子知道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甚么时, 他们会感到被接纳与安稳. 当教室中没有混乱跟疑惑时, 教室
是一个欢乐的地方. 我们会用一些的方式来鼓励他们正确的社交与行为的成长, 譬如说:


在学龄前设定规范并清楚的给予指导, 让他们知道适当与不适当的行为.



告诉他们不同行为的选择所产生的不同后果



适当的引导与纠正行为的偏差



教导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老师适当参与解决孩子的问题

--- 冲突处理
当家长有顾虑, 不满, 或投诉时, 必须以公开对话的方式, 与老师一起解决问题. 如果因此造成紧张
的关系或沟通不良时, 将通知校长, 双方将与校长一同会面以解决问题, 直至恢复正常状况. 如果仍无
法达成满意的结果, 问题将会被带到理事会.
--- 与家长的沟通


在学年中您将透过电邮收到月刊及提醒告知学校所发生的事, 并给予家长一份当月的行事历. 在
教室中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属名的活页夹, 里面放有重要通知及美劳作品等, 让您可以带回家.



在我们的沟通笔记里, 我们会记录任何接送者名子的更改, 你孩子请假的日期, 或者任何您希望老
师知道的事.



请记得告知老师任何可能影响孩子表现的事件或问题. 不管是他的健康状况或是纯粹的心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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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九月份我们会拍个人的单独照, 及年初的团体照.



在学年中我们会拍许多您孩子的照片并将他分享在一个 “ Homeroom” 的软件中.
在学年初你会被邀请加入, 也可以观看所有课堂上的照片. 如果您不希望孩子被拍,
请于报名表上注明, 也让老师知道.

--- 读书会
您每个月会收到 月刊与 Scholastic 读书会的认购单. 您可以不需要买任何的书,也必须知道, 并不是所
有的书都与家庭的观念吻合. 当您购买书时, 我们会由书商提供点数来购买一些教室里的书或玩具. 我
们不接受现金, 请开一张给 Scholastic Canada Ltd. 的支票.
--- 衣物
孩子应该穿着舒适的游戏服(可以弄脏的)来上学. 在天冷或雨天, 请带有帽子的外套, 雨靴和手套. 一双
干净,不会留痕迹并且附有魔术贴的的室内鞋. 天热时必须擦防晒油与戴帽子. 孩子需要带一个小包包,
里面放有多余的衣服, 以防不预期的意外. 请在所有个人物品上标上孩子的名字.
--- 分享会
很多孩子带来学校的玩具都会不见. 所以我们会在每次分享会时, 以通知单通知其中一个孩子带玩具来
与同学分享. 请不要带具有暴力性玩具, 譬如玩具枪等.
--- 生日
生日对每个孩子来说是特别及兴奋的. 每个孩子将会收到一个生日皇冠及从礼物箱里选小奖品. 我们欢
迎孩子带贴纸, 铅笔, 小蛋糕等等. 但这并不是必要的. 我们会试着在最接近他的生日的那天帮他庆生.
--- 点心/午餐
我们不供应点心/午餐. 点心/午餐必须事先切好及放入一个可重复使用, 属名的盒子里.
请与您的孩子一起预备营养点心/午餐. 请将水(不要果汁)放入可重复使用, 属名的水壶
里. 请注意: 不可带无坚果类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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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教学
在整个学年中我们会有本地户外教学的机会. 我们鼓励家长载自己的孩子来, 但如果您的孩子是全日
托的学生, 我们会供应校车. 如果车上还有位子, 其他班的学生与家长可以跟一起坐车. 我们将提前将
校外教学的数据透过电邮和课堂直接告知. 我们会在九月收取 $30 的校外教学费.
--- 需通报的事件规则
我们希望与祷告所有的孩子是在安全及有爱的环境下成长. 但是, 如果在某情况下老师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孩子在家庭中被虐待或疏忽, 老师于道义与法律责任上必须马上通报 Ministry of Child and
Family Development. 我们会有一个笔记本属于 bound book, 里面详细记录所有在 Surrey Christian
School Early Learning Centre 所发生需通报的事. 如果您怀疑孩子在学校发生被虐待事件, 您则必须
与 Fraser Health Authority, 604-930-5405, 联络与通报. 如果我们发现孩子在学校发生被虐待事件,
事件将被记录下来及在 24 小时内通报 Fraser Health Authority.
--- 火灾演习/ 撤离
关于火灾及撤离的地图, 与每个月练习和记录会张贴在教室内. 所有老师, 义工, 其他大人会对整个火
灾演习步骤清楚明白.
--- 地震紧急包
我们将会为每个孩子预备一个地震紧急包. 里面包括:


没有坚果的麦片棒及米饼, 果汁, 干果



各式东西(书, 画图, 小玩具等), 使他们集中注意力而不无聊

我们欢迎你放入家庭照片及一封写给孩子的信. 如果您的孩子对以上东西过敏, 请您自行预备一个适合
孩子的地震紧急包(属于拉链袋) 交与老师.
--- 天灾计划
如有重大紧急事件:


我们无法回到学校, 我们会去我们的避难地区 (对街的 Shoppers Drug Mart). 我们会与您联络现
在的状况与如何接孩子.



每个一个孩子必须是在有家长/监护人或经过家长书写同意书之人的情况下带离避难地区. 就算是
亲戚或保母我们都需有一份书面同意书. 基于此点， 请确保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联系人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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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接的家长, 照顾者, 或指定人必须签过名才能带走孩子.



家长或其他照顾者必须在老师确定学生人数后, 并在老师同意下带走孩子.



请不要打电话到学校. 我们必须为紧急电话保持电话线畅通.



请帮助我们在灾难中保护您的孩子, 请在接孩子的程序上对我们有耐心.

希望这本手册可以帮助您与您的孩子在他们人生这重要的时刻有所预备. 我们期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一起
分享更多的欢乐及有意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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