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德中英双语小学
真诚地欢迎您

籍之人仕共处及享受有意义，有价
值的人生。

欢迎您的孩子在新的学年里就读侨
德中英双语小学。侨德创建於一九
六八年创立。本校在学业各方面一
向优秀，欢迎您成为学校的一份
子。

• 侨德小学为学生、家长、社区
人仕和学校教职员提供一个安全和
有爱心的环境，让大家能积极、激
励、及融洽地学习而获取成功。

侨德小学位於爱城东北区。本校被
指定设立中英双语和英文学制，为
广泛及不同需要的学生提供教学课
程。凡居住於 82 街以东与
North Saskatchewan
河岸以北的
学生（幼稚园至六年级） 可申请就
读侨德小学的中英双语学制。 如您
居住於河流以北和 Wayne Gretzky
Drive 以东，您则可为您的孩子申
请乘坐校车上学。
本手册是为协助学生和家长对侨德
小学日常运作有较清楚的认识而编
写。

• 侨德小学为学生培养良好的工
作习惯、态度和社交技巧，为学生
创造优良的学习机会使之养成健康
及积极的自信心。
• 侨德小学为学生提供优异的教
学环境及丰富的学习资源，让学生
有机会去发挥所能。
• 强调『读书、尊敬、尽责』为
成功的基础。
英文学制
侨德小学设有英文学制，欢迎幼稚
园至六年级的学生就读。

若您有有任何疑问，请与本校联
系。查询请致电学校办公室:
(780) 476-5675

中英双语学制

办学理念
• 侨德小学将协助培养学生成为
有责任感和乐意与他人合作的公
民，使其能与别的民族、宗教和国

中英双语学制之设立是让学生除了
学习亚省教育厅所规定的英语课程
外，亦有机会学习中文和亲身体验
丰富的中华文化。中英双语的学生
在修读亚省教育部核准课程的同
时，一半时间以中文授课。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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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的科目有: 中国语文、数学、
健康教育、计算机和体育。此学制
由幼稚园和一年级开始，申请入学
的学生并不需要中文语言基础。

上课时间
幼稚园至六年级
〔上午〕

侨德学校声明
在学生、家长、社区人士和教职员
之共同努力下，侨德小学的学生会
有成功的学习经历和独立学习的能
力，并成为 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

预备铃
正式上课
休息
下课

8:34 a.m.
8:39 a.m.
10:12 - 10:27 a.m.
11:30 a.m.

午餐时间

11:30 - 12:18 p.m.

目标
〔下午〕
1. 重视学业
2. 要求学生品学兼优
3. 鼓励家庭与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
和配合以帮助学生成长

预备铃
正式上课
休息
下课

12:15 p.m.
12:18 p.m.
2:00 - 2:15 p.m.
3:18 p.m.

周四放学时间为下午2：19
4. 提倡学无止境的信念
*幼稚园为半天课程
5. 尊重每个孩子的独特性格及按照
他们个人的需要而施教，让他们按
着自己的进度去成长和学习

侨德小学的职员相信家长与老师之
间的密切沟通对孩子的学习进步是
非常重要。如家长有任何查询或欲
知详细情况，请与本校的老师联
系。

为了所有学生的安全，侨德学校设
有缺席查询服务。若您的孩子因故
不能上学或将会迟到，请在早上八
时四十五分前通知学校办公室。

2

一般而言，在休息时因身体不适而
不宜出外玩耍的孩子理应留在家里
休息。

若校方发现学生有严重的缺课情
况，副校长将会与家长联系。
奖励

缺席查询

(电话号码:

476-5675)

意外
在校学生偶而会受伤，视伤势之轻
重，学校会为有需要的学生作护理
或尽快通知家长。因此，本校需要
每个家庭提供一位在紧急情况下无
法联系家长时可以通知的紧急联系
人。若以上的程序未能成效，本校
的行政人员将作 "Loco Parentis"
(临时家长)把受了伤的学生送往邻
近的医疗所或医院。
学校必须有所有学生的亚省医疗保
险号码记录。

学校和老师在学期中会表扬在各方
面有优秀表现的学生。在学习上有
全面性进步的学生也会得到特别的
奖励。
自行车，滚轮鞋，滑板和滑行车
自行车停放处只能用来停放自行
车。若学生的自行车被他人毁坏或
盗取，本校只能尽力协助学生去寻
找而不会作出任何偿。
学生不准在学校里使用滚轮鞋，滑
板或滑行车。
严寒天气措施

出勤
学生上课的时间是在上午八时四十
分和下午十二时廿八分。请家长与
学校合作，在上课铃响前的十五分
钟才可把子女送到学校。若当日的
天气严寒或恶劣，学生们可进校内
在与之教室外走廊处等候。若学生
因身体不适要去看医生和/或有其它
原因而不能上学，请致电或书面通
知学校。谢谢您的支持及合作 。

侨德小学恳请各家长在天气严寒或
恶劣时让子女穿着足够的抗寒衣
服， 如保暖的雪靴、手套和适当的
护头衣物。
在冬季时若天气严寒或夏/秋季有大
风雨或当温度与风速合并而产生的
风寒系数 (Windchill Factor) 低
过 -23C 时 （以气象台之显示为
准），课间休息将在校内进行，但
放学时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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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情况练习
接送子女
侨德小学理解并重视家长对其孩子
的安全关心和重视。
我们鼓励家长让孩子自行进入课
室。孩子可以在下车后自己走进学
校或在校门外与父母道别。请家长
教导孩子放学时在指定之进出口处
或直接前往汽车停车处上车。
赔款与费用
学校的图书为借给学生阅读之用，
如有遗失或损毁则需赔偿。
幼稚园的学生须支付幼稚园费用。
幼稚园老师将会通知您具体费用。
费用通常包括支付学生出游及其它
费用。
学生出游活动
老师在学期中会为学生安排多项出
游活动，使学习环境丰富多彩，帮
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促进教学效
果。凡前往校外的参观或游览均属
出游活动。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必
须有家长书面许可。如有需要，学
生要交付入场和交通费用。

本校非常注重学生及职员在校内的
安全。紧急安全计划及练习能提高
学生及职员在面对紧急状况时的安
全应对能力。我们已经进行也将会
继续练习封锁及撤离。封锁的措施
是用於应付一些恶劣情况，例如﹕
龙卷风、暴风雪、侵入者、或环境
的威胁。在火灾、气体泄漏、化学
药品倾溢、炸弹威胁、建筑架构的
毁坏、水灾、断电/暖气或任何场地
的威胁。
我们进行练习的时候，若您在学
校，请与学校职员合作。如果是封
锁练习，请您前往办公室或最靠近
的洗手间并留在该处，直到广播宣
布一切无事为止。若我们正在练习
撤离，请跟随学生及职员离开学
校。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合作。
资料保障自由
Information)

(FOIP-Freedom of

因版权法例所致，学校必须获得家
长的同意才能把学生的作品公开展
示。学校将会让家长填写同意表。
鞋物
本校在所有学生入口处设有鞋/靴
架。学生进入学校时必须把湿了或
有泥巴的鞋/靴放置在鞋架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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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鞋物必须写上名字作辨认之
用。

1. 完成在学校未完成的作业
2. 完成每天指定要做的作业

学生们都须准备一双在上体育课时
穿着的运动鞋。学生在校内任何时
间都必须穿鞋。
家庭作业
孩子在家做家庭作业时家长可以在
以下各方面加以协助:
* 为孩子提供一处舒适安静，灯光
充足的地方。
* 在家设定一段固定的 "家庭作业
时间"。在这段时间中，请避开电
视、收音机和其它使人分心的事物
干扰。
* 确保孩子拥有足够的 “复习工
具”。 这些工具包括铅笔，纸和一
本适合孩子年龄用的字典。
* 对孩子作出的努力要多加鼓励及
支持。
尽力帮助孩子解答问题，但请牢
记 - 做家庭作业是孩子而不是家长
的责任。
很多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概念不太明
白。家庭作业包括:

3. 要在规定期内交作业。若作业指
定要在2-3 星期内交，学生则须如
期完成作业。千万不要等到限期前
一晚才做。
4. 每天必须复习，研究表明若我们
不把所学的知识加以复习，百分之
七十的信息会在三天内被遗忘。
5. 考试和测验前要用功温习。每天
复习所学的知识。
• 备注 - 学生必须把老师所指定
的作业在限期之前或当天交。学生
要学习按时完成作业，特别是较重
要的作业。
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内藏书及其它资源为学校的
每一位成员带来不少益处和享受。
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借阅书本或
使用图书馆的参考书及期刊。
遗失与认领
一年之中，学校的多个遗失/认领箱
都积聚了很多衣物与私人物件。若
学生和家长有任何失物，请前往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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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认领箱查取。在学年终结时，未
获认领之衣物则会被送往慈善机
构。
午餐守则
侨德小学为所有学生设立午餐管理
服务，收费合理〔请参阅午餐管理
报名表〕。 午餐管理员除了在午餐
时间在教室里看管学生午餐外，也
随学生在午休时间里在操场看管学
生。
请家长确保孩子携带足够有营养的
午膳在校享用。学校的小食部亦有
价钱相宜的食物出售。
侨德小学同意在上午十一时廿七分
至中午十二时正为学生提供有成人
管理的地方用膳。学生要自备午
餐。在中午十二时，所有留在
学校用午膳的学生要跟随管理员到
操场，停留之时间则由校方观察天
气情况而决定。
有时留在学校用膳的学生须预先交
2 元为一日的费用。以下是午餐管
理费用的价目﹕

是不容许学校使用经费去雇用员工
在午餐时间看管学生。众所皆知，
学生的午膳服务并不属於学校的课
程。在学校用午膳是一种优惠服
务，校方如觉得某学生的表现失当
时则有权取消资格。任何时间和情
况下，学生必须互相合作、尊敬和
体谅。
侨德学校家长委员会
凡有子女在侨德小学就读的家长都
有资格成为侨德学校家长委员会的
成员。敬请各家长积极参与。
学校通讯
本校每月印发学校通讯
(Newsletter) 为家长通报学校在该
月的活动和事项。每期通讯将在本
月第一个星期五上传到School Zone
上。敬请留意。
私人物品
请学生和家长在私人物品上用不褪
色笔写上名字作辨认之用。
病残学生

一位学生全年费用为 175 元
一位学生半年费用为 100 元
所收的午餐管理费是用来支付管理
员的报酬。 爱城公立教育局之政策

若学生因健康情况而需要特殊照
顾，请家长在报名表上详细列明。
学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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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照片会在学期中拍摄。家长没
有义务一定要购买这些照片。
教师职业进修日
爱城公立教育局或本校会为教师们
设定两日为【教师职业进修日】 (P.
D. days).

•
况
•
•
•
•
•
•

每天观察学生的表现和参与情
教师编写测验题目和试卷
制定各学习领域需查核对表
学生学习记录
规范性的测验
学生自我评估
学生的作品、报告和作业

学生应当负责整理自己的书桌和挂
衣处。若学生损毁了学校或他人的
物件则须作出赔偿。

本校偶而会邀请爱城公立学校的阅
读专家或心理学家为学生作阅读或
智力 (IQ) 测验，籍以取得更多的
资料以便更好地因材施教。在家长
的要求下，教师会用保存的记录为
家长详述和讨论。

测定,评量与报告学习成果计划

亚省教育部测验

教与学

就读三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必须参
加亚省教育部年度测验。这些测验
在于收集学生知识和技能掌握情
况。家长在九月中会收到上述测验
的资料。

公物损毁

亚省教育部所定的课程大纲明列了
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在学习课程
纲要 (The Program of Studies)
中详细说明了亚省学生在各年级和
各课程必须学习的内容。
教学大纲评估
教学大纲评估是综合评估学生学习
表现并收集学生学习情况相关资
料。
侨德小学的教师采用以下方法:

爱城公立学校区域评估
最高成就测验 (Highest Level of
Achievement Tests)为所有一至九
年级的学生提供年度的学习进展资
料。写作测试为所有学生评量写作
的成绩和水平。阅读测验的题目于
本地编写，所有的学生会得到相同
的试题。写作试题由市教育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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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由老师批改，评定。以上所
得的成绩能帮助老师评定学生期终
学习表现。
如欲索取有关贵子女最高成就测验
的资料,请与老师联系.

侨德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在十一月份
的成绩报告表上不评定学生的学习
成绩，只对学生作出的努力程度的
评量。

评估程序

学校会向家长报导学生的学习情
况，籍以支持学生的长期发展和学
习。

评估程序是采用以上测验所得的资
料去决定学生在下列各方面之表现:

本校用以下的方法报告学生的学习
情况:

 所达到的学年等级
 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的学业
成绩
 是否达到预定年级水平
 努力程度
在侨德小学，所有学生的学习表现
都是用以下的评语和/或字母等级作
评定:
*
*
*
*

学习成绩优异 A- 80 至 100 分
学习成绩良好 B- 65 至 79 分
学习成绩满意 C- 50 至 64 分
学习成绩未达水平D- 0 至 49 分

学生学习情况报告

*
*
*
*
*
*
*
*
*
*

打电话联系家长
学生所写，家长过目的日记
学生记事本
学校通讯
课程简介会-会见教师
设定目标
学生成就展示会
学习庆祝会
与家长面谈
成绩报告表

侨德小学的成绩报告将在十一月，
三月和六月颁发。六月颁发的成绩
单将包括第三学期和全年的总成
绩。
会见教师会议或学生带领的会议将
於十一月与三月颁发成绩报告之后
的一个星期内进行。
学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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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所有侨德小学的学生都应
该有成功的成长经历，成为独立的
学者及尽责的公民。我们重视每个
学生的需要，并相信他们有权利得
到最高质量的教育。本校极力强调
及重视各主科的优异学习成绩。

Preventative Services) 为学生提
供语音和语言的服务。

测验，评估及学生成绩报告皆是学
生学习的重要部分。

每位学生都有权利在一个安全，舒
适和积极的环境之下学习。家庭与
学校的环境对学生的品行都须负起
责任。学生品行政策最重要的目的
是提高学生的自律、自信心和安全
感。

故意毁坏公物的行为报告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本校：若您看到
有故意毁坏公物的行为，请马上报
警 (电话﹕423-4567 或 911)。 您
可以不必向警方透露您的身份。

学生品行政策
学生品行 – 理念

侨德积极行为计划
侨德积极行为计划有四大部份

文具
1. 奖励
老师会要求学生自行购备文具用
品，您可向文具店购买。在学期结
束前所颁发的成绩报告中夹有一张
下一年开学时学生需准备的文具
单。幼稚园至六年级的学生除了课
本外其它的文具如笔记簿、铅笔、
橡皮和笔都要自行购备。
语音和语言服务
爱城卫生局 (Capital Health
Authority)，公共卫生服务【提倡
社区健康及预防服务】(Community
Health Promotion and

若学生的表现值得奖励，老师将随
时颁发奖状给学生。得奖的学生将
被送到校长或副校长的办公室。
2. 学生品行准则
当学生违反了必须遵守的准则时，
则算是犯了小过。本校未有明确指
定违反准则该得的处罚。老师可能
会训导犯错的学生，及时用恰当的
方式处罚学生或令学生在一段指定
和适当的时间留在课室以内静思己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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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重违纪
a) 公开向学校权威挑战
b) 故意不服从
c) 惯性不负责任
d) 说脏话
e) 伤害其它学生和/或学校职员
f) 干扰或威胁学校之秩序的行为
g) 在学校及所属范围内拥有违禁
毒品和药物，喝酒或抽烟
h) 携带，故意出售或提供枪
械，刀或炸物(例如鞭炮)或其它可
伤害别人的物件
i) 经常缺课及迟到
j) 故意毁坏学校的物件
k) 干扰他人

4. 严重违例处罚措施
本校设立了六项处罚步骤去处理严
重违例的学生:
第一步: 联系家长和把行为记录下
来
第二步: 联系家长和把行为记录存
入学生的档案。学生将被罚留校 30
分钟或取消两次休息的权利

第三步: 联系家长和把行为记录存
入学生的档案。半天校内停学或取
消十次休息的权利
第四步: 联系家长和把行为记录存
入学生的档案。 一天校内停学或取
校十五次休息的权利
第五步: 联系家长和把行为记录存
入学生的档案。学生将被罚二天校
内停学。
第六步: 联系学生之家长和把记录
存入学生的档案。学生将被罚校外
停学。
备注: 由於学生和违例的情况有所
不同，以上的步骤可能会有变动。
若能解决问题而有关人仕都觉得满
意，学校将不采用以上之处罚步
骤。若学生严重违例,本校会与家长
联系。
留堂
如学生被罚在放学后留在学校: 一
至三年级的学生若被罚留校超过五
分钟，学校会联系其家长。四至六
年级的学生若被罚留校超过十五分
钟，学校会联系家长。

学校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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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相信纪律的定义是练习自我约
束、好的品德、殷切的期望和对自
已的行为负责任。这些都在一个有
爱心和安全的环境下培育出来。
家长与老师对学生的品行一向都非
常重视。本校相信拟定极少的规
则，让普通常识、礼让和以安全为
上的概念去引导学生如何应付不同
的状况才是上策。
校规
1.
备
2.
件

7.
进入校内时要把湿或肮脏的
鞋靴脱掉并拿到指定之处放好。任
何时刻都要穿鞋
8.
放学后要尽快回家向家中的
成人报到
9.
对学校的物件要爱护、珍惜
和尊重
10.

上课时间不准咀嚼口香糖

校内操场规则〔休息时间〕
按时及准时上课和做好学习准

要体谅、谦让和尊重他人及物

3.
参与活动出入时走路要安静和
小心

1.
要适当及安全地使用操场各种
游乐设备
2.
要玩安全而不对别人或自己有
危险的游戏。学校不容许的游戏有
游戏式打斗、擒抱式揽球赛、斗鸡
(Chicken Fighting)、投掷雪球或
任何粗暴性活动。

4.
与师长和同学共处要合作及
专心一致

(a)
(b)

不用手脚去碰触他人
石块与木枝要保留在地

上
5.
势

避免说脏话和用不文雅的手

6.
当步入学校时，校外的所有
活动应该立刻停止，必须安静地进
入教室

(c)
积雪只可用来建造雪人
而不是雪球
3.
参加有组织性的游戏时要尊重
其它队员权利和不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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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听到休息结束的铃声时学生要
停止所有的游戏或活动，并马上回
教室报到
5.
要严守法纪，须知学校亦是一
个有法治的地方家长扮演的角色与
责任

• 选择自已的行为和知道会有什
么后果
老师应有的权利
• 根据学生的长处与需要去建立
一个能增强学习的课室结构及程序

家长的责任和作用
• 督促孩子按时、准时上课和做
好学习准备
• 若孩子因健康或其它原因不能
上课时请与老师和学校联系，并提
供有关的资料以便学校帮助学生

• 根据老师的需要去制定一套要
求学生的行为准则， 并鼓励学生在
社交与学习方面能积极地成长
• 需要时请其它人如家长或、和
校长共同合作帮助学生
学校对学生行为的要求

• 为孩子提供时间、地方和鼓励
以便协助他们尽力完成作业
• 积极地参与家长/教师面谈会和
其它的学校活动

侨德小学的职员及学生会以善待自
己的态度善待别人。为了确定本校
能实行互相善待﹕
1.

学生应有的权利
•

有一位乐於帮助的老师

• 有一位能够和乐於帮助避免不
良行为的老师
• 有一位能够和乐于为学生在行
为上有好的表现时给予积极支持的
老师

我们的纪律将﹕
a)
向学生解释清楚他们所犯的
错误
b)
协助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
责任
c)
帮助学生解决自己所
造成的问题
d)
保留学生的尊严
2.
我们不处罚犯规的学生。然
而预先向他们解释清楚不适当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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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会造成的后果，使他们可以自己
选择﹕
a)
遵守规则
b)
接受犯规的后果
3. 每间教室将按照各自的教室环
境来规定一套适当教室规则及后
果。
4. 学生会清楚地明白所犯的错误
及与之相应的后果。

本校每天在上课之前，上午十时十
二分至十时廿七分和下午二时正至
二时十五分的休息期间安排了四位
教职员及四位六年级的学生管理员
在校外看管。以上的教职员及学生
管理员都穿着鲜橙色的交通背心，
在学校的操场照看以确保定学生的
安全。放学时有两位教职员帮助学
生学生登上校车，直至全部校车离
去为止。下午三时二十分（周二下
午二时十分）后则没有人看管学
生。

学校网站
科技
请到 http://kildare.epsb.ca 浏
览本校的网站。您可以在本校的网
站上了解有关学校的资讯，例如﹕
学校通讯、学校的活动日历、各教
室的文具用品单、家长手册等。

侨德小学的科技使用政策是科技为
帮助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服务。使科
技帮助学生、家长和社区人仕进行
学习、教学、收集和整理资料。学
生们亦能上网操作。

代课老师
本校对学生在品行上的要求是基於
普通常识和尊重他人。因此，学生
应尊敬代课老师。
巡督
在上午八时二十五分和中午十二时
正有学职员在校外巡督学生。上午
十一时廿七分至十二时廿八分则有
成年的午餐管理员看管学生。

同时本校知道学生在网上有时会接
触到一些对他们不适宜的资料。学
校与各有关人仕已采取措施防止学
生上这些网址观阅。
侨德小学制定了一项科技使用许可
政策，列明了在学校使用各种科技
时应遵守的规则和条件。 此政策确
定了使用计算机和在网上索取资料
的条例。也说明了违例者须面对的
后果。所有使用学校科技的学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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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先签约表示明白使用科技的管理
条例及违规所面临的后果。

评估学习进度。这些工作在学生旷
课期间是家长的责任。

电话

在上述情况下家长往往对老师有种
种的要求。希望家长能预先通知老
师，以便将要教的课程预先通知家
长。可是在此情况下，老师没有为
学生提供功课或教材的义务。你可
到亚省教育厅网站
http://education.alberta.ca/tea
chers/program.aspx 参考与您孩子
有关的教学大纲。

学校的电话只能在紧急的情况下才
可使用。
转校
若家长决定替学生转校，请及时通
知学校和老师。离校前，请归还学
校所有财物和所欠费用。
交通(校车月票)
学生可以在学校办公室购买黄色校
车月票或一般的爱城公共汽车学生
月票。这些月票将在每月的前一个
星期和第一个星期出售。学生必须
在领取车票时付清车费。校车的行
程和票价会有更改的可能性。
学年中休假
家长若选择在学年中让孩子多日缺
课或带孩子去旅行，即表示此段时
间内愿意承担自己教导孩子课业的
责任。
在学生缺席期间，老师将不负责为
学生准备教材、功课也无法为学生

在缺课期间如果孩子的学习情况能
在家长的辅助下达到一般课程的要
求，老师也许会评估孩子的学习进
度，否则孩子的成绩单上可能会有
「缺课太多无法估计成绩」的评语
出现。
宾客
为了学生的安全及避免打扰他们上
课，请家长和宾客在进入课室前先
到学校办公室报到。
义工
侨德小学对各家长及社区人仕善意
的帮助 、捐献的时间和才能深表谢
意。义工可在各方面帮助学校。请
各位考虑参加此项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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