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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幼兒園馬上就快接近學期的結束了 
親愛的各位家長，  

時間過得好快，真的不能相信我們 2019 年的第一個學期即將結

束了。

我們度過了一個忙碌而愉快的第一學期。作為教師家長交流會的

一部分，我們所有教師都很高興跟很多家長見面交談。請三天班

的孩子家長稍等 - 同樣的會議將在下學期舉行。  

幾星期前，我們還在一個愉快的下午舉辦了家庭野餐會。感謝所

有出席的人，他們為當日的快樂氛圍做出了很大貢獻。跟以往一

樣，音樂家和表演者 - 彼得摩根受到孩子們和與會家長的熱烈

歡迎。  

我們還要感謝參加上周舉行的年度大會的家長們。特別的感謝獻

給 2019 年當選為新管理委員會的家長們。我們期待著一個富有

成果和愉快的新的學年 - 感謝您們在幕後工作，支持幼兒園的順

利運營。 敬請註意，我們的第二學期的第一天將在 4 月 30 日星

期四，因為星期一是教師業務進修日。祝所有的家庭度過一個寧

靜祥和的復活節 - 我們期待著您和您的孩子下學期回到幼兒園。 

Felicity Barclay  - 總監 

第二學期日程表

即將到來的新學期 

隨附本通信，您可以看到我們第二學期 
的日程表。 我們幼兒園的網站上也有日 
程的最新版本。 您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

找到。

在下學期中，我們將邀請原住民舞蹈家/ 
故事講述者 Majeda Beatty 來看看我們 
所有三日班的孩子們。  二日班的孩子們

會迎接 Aunty Wendy 的到來，他講通 
過歌曲的形式講述土著文化故事。

語言病理學家 Fiona Mason 將於 5 月 
17 日星期五訪問幼兒園，如果您想要讓 
孩子的講演得到指導， - 請留意更多相 
關資訊，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請關註發 
送給各位家長的電子郵件，並與您孩子 
的老師商量。

我們將在第 3 周為三天班的孩子家長舉 
行家長教師交流會，還有一個歡迎所有

家長參觀的上午 - 第二學期真是活動和 
歡樂滿滿呀！

可以讓您及時了解我們的幼兒園大家庭，

您感興趣的事情，新聞和即將到來的活動

2019 年家庭野餐會  

您是否知道專家建議 2-5 歲兒童每天接觸屏幕時間是每天 1-2 小

時（或更少），並僅限於觀看高質量節目？ 對於 2歲以下的兒童 

- 建議為零小時－禁止使用！ 🈲不要讓太小的孩子玩平板電腦或

手機！ 如果您想為您的孩子篩選一些優質的接觸電子屏幕的時間

，從這裏可以了解更多資訊- 點擊這裏 - 有一些可以參考的好建

議。  

**敬記住，第二學期的

第一天將是 4 月 30 日星

期四** 

學齡期兒童和使用

電子產品的時間

https://www.gordonpreschool.com.au/upcoming-events
http://www.pieproductions.com.au/performer_Tapalinga-Majeda_Beatty.html
https://www.auntywendysmob.com/
https://www.schn.health.nsw.gov.au/files/factsheets/screen_time_and_children-en.pdf
https://www.screenfree.org/project/101-screen-free-activities/


幼兒園的停車註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

我們要提醒所有家長，請在我們的停車場註意尊重和禮貌。

最近幾周，在幼兒園後面的停車場，由於停車和排隊等的問題，發生了幾起讓人生氣並感到不安的涉及

孩子家庭的事件。請記住，並非每個人都熟悉進入停車場的排隊系統。對待進入或離開幼兒園的訪客或

家長大吼大叫，欺淩行為和不禮遇都是不可接受的。

不良行為為我們的孩子們樹立了一個不好的樣板，讓他們看到周圍的成年人表現不好不是一件好事。

一些留意事項: 

♦ 如果在 Pearson Avenu 上有幾輛車 - 我們要求您開到隊列的末尾 - 請不要試圖從任何一個方向

切入排隊的汽車插隊。

♦ 請確保您不是雙重停車。

♦ 請迅速下車並迅速開走，以免在任何時間內占用車位。

♦ 請不要停在我們大樓的前面（Park Avenue） - 那里是幼儿园和生命線工作人員的专用停车场。

♦ 請不要在停車場盡頭的雙層門處停車 - 請只停在指定的車位。

♦ 請在孩子下車時和接送時看好孩子，不能處於無人看管的狀態。

♦ 請考慮在 Gordon village arcade 或 Gordon 購物中心停車場停車，因為這可能為其他人騰出空

間。您甚至可以在 Werona Avenue 找到一個停車位置！

♦ 如果有人跟您發脾氣 -請務必保持冷靜，道歉並繼續前進。讓保持友好!!
♦ 如果您因為其它孩子家長的行為感到不愉快或不安 - 請來辦公室找我（Felicity），而不是在教室

或操場上進行爭論。

♦ 如果有人插隊 - 請記住他們可能是訪客 - 並且不知道某些不成文的排隊規則 - 保持冷靜並保持禮

貌。

♦ 如果您是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並且想要插隊 - 請不要這麽做！每個人都需要耐心等待輪到他

們。

♦ 過去一些家長一直在討論幼兒園工作人員是否應該在專用停車場上占用車位。由於這是我們的工

作地點，許多老師帶來工作用的設備，文件夾，筆記本電腦等，因此要求員工放棄當天的車位是

不合理的。生命線工作人員也在停車場內設有指定的車位。事實上，我們的一些員工實際上已經

在離幼兒園有一段距離的地方停車。

♦ 有學齡兒童的家庭可能會考慮在早上先去送上學的孩子，然後在稍晚一點再送幼兒園的孩子，並

在下午閑接幼兒園孩子，在去學校接大一點的孩子，這可能會幫助解決一些關於幼兒園停車帶來

的壓力和煩惱。

♦ 最後 -請保持積極心態 - 盡量不要擔心停車的事情。有許多父母已經特意在幼兒園停車場以外的

地方尋求停車位置。其中一些有一個以上的孩子的家長說，一旦他們選擇放棄爭奪 Pearson Ave
停車場的“戰鬥”，接送就變得容易多了。

         我們感謝您的理解並考慮對策。 

各位家長 

請務必告知 

各位祖父母 

要熟讀這個！ 



跟您的孩子一起閱讀 
"您可以改變孩子的生活：他們的大腦會發育，他們會學習語言，他們會學會愛給他們讀書的大人，他們會更快地學

會如何讀書。” 兒童作家 Mem Fox 談為什麼我們每天應該給孩子讀書...... 

幫助孩子學習閱讀的最好方法之一是與他們一起閱讀 - 不是為了“教導”他們閱讀，而是為了分享對文學的熱愛，鼓

勵孩子培養對書籍和閱讀的好奇心。

那麼在選擇與孩子一起閱讀的書籍時，您會考慮哪些因素? 

考慮一下您孩子的興趣 - 他喜歡貓嗎？也許一本關於貓的書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即使您的孩子可能喜歡特定的電影或電視節目，但遺憾的是，基於流行文化（例如電視，電影或由“名人”撰

寫的讀物）的書籍往往不是高質量兒童文學的最佳範例。它們也許是幫助孩子們開始享受書籍的途徑 - 但是 - 請
謹慎地考慮他們的用途。

清晰的插圖與文本相對應 - 每個頁面上不要太復雜混亂。 

考慮 3 R -  韻律(Rhyme)，節奏（Rhythm）和重復(Repetition) 

各種形式和內容 - 小說，非小說（基於事實的讀物） 

請一定留意選擇那些可以確認或強化您孩子的經歷，家庭和社區生活的書籍，以及擴展他們觀點和世界觀的書

籍。

一旦找到您和您的孩子喜歡的作者，請考慮借閱或購買同一作者的書籍。孩子們永遠不會太早去開始學習和欣

賞作家，插圖畫家甚至不同的文學體裁。您也可以考慮選擇幾本關於同一個主題的書籍 - 這是一種擴展知識和了

解不同觀點的好方法。

您大可不必總是選擇帶有文字的書 - 一起看繪本或者一起去“尋找並找到”書可以為家長和孩子提供共享時間，

傾聽，聊天，觀察和學習輕輕翻頁以及直觀掃描和追蹤資訊的難能可貴的機會。

從童年或分享回憶中的故事是鼓勵聽力，記憶和回憶以及學習新語言和詞匯的另一種方式。

閱讀有聲讀物 - 孩子在閱讀時可以同時聽到聲音，這是另一個以有趣和引人入勝的方式探索文學的機

會 - 並且可以是孩子自己獨立進行的一項很好的活動。 

如果您的家人使用多種語言 - 您可能會考慮尋找雙語書籍 - 這些書籍包括英語和第二語言的文本（比如英語和韓

語）。

最後，選擇您喜歡和欣賞的書籍 - 因為您的喜歡會傳遞給您的孩子。記住跟學齡前兒童一起閱讀的目標不一定是

“教讀” - 而是更多地鼓勵和培養對閱讀的熱愛和渴望。學習愛和欣賞書籍是邁向未來掃盲成功的第一步也是最

重要的一步。



 

  

幼兒園繳費 

提醒您，付費通知將在每個學期的第 6 周

發出，並在每個學期的第 8 周到期。 

 費用必須在前一個學期支付。 

請記得使用付費通知右側顯示的發票編號

作為在線支付時的參考信息。 這有助於我們

將付款與正確的家庭相匹配。 

 

晚接孩子  

現在正處於一學年之中，我們註意到

許多家庭要麽在下午晚些時候到幼兒園接孩

子，要麽雖然準時到達，但在下午 3:30 以後

還留在教室或操場上。.                                    

我們鄭重提醒所有孩子和家長必

須在下午 3 點 30 分之前離開幼兒園。 在此之

後請不要留在教室或操場逗留- 因為我們的老

師在非保育時間有會議和其他的任務要做。 

給幼兒園打電話? 

  當您打電話給幼兒園時...請告訴我們您孩子

的全名，您的姓名和您孩子的班級。 我們有

148 名兒童和家長需要應對 - 這將有助於我們

更好地為您提供幫助。 謝謝合作😊!   

      幼兒園書單                                                             提醒                                                   
這裏列出了 15 本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可助您入門….  

1. Ten little fingers and ten little toes –       
Mem Fox & Helen Oxenbury 

2. Who sank the boat – Pamela Allen 

3. Clive Eats Alligators – Alison Lester 

4.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                
Maurice Sendak 

5.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 Eric Carle  

6. There’s a sea in my bedroom –          
Margaret Wild 

7. The Paper Dolls –                                     
Julia Donaldson and Rebecca Cobb 

8. Mr Gumpy’s Outing -John Burningham 

9. Hairy Maclary – Lynley Dodd 

10.It’s OK To Be Different – Todd Parr 

11.Dig, Dump, Roll by Sally Sutton  

12.Princess Max – Laurie Stiller &            
Gregory Rogers 

13.Look and Find Jungle – Usborne Press 

14.1000 things in nature – Usborne Press 

15.Traditional Fairy tales & rhymes – 
Goldilocks & the 3 bears, 3 little pigs 
etc.  

 

  



 
 

 

在戈登社區幼兒園的各種溝通事宜 

我和各位老師都會努力確保所有家庭充分了解幼兒園及其運營，並確保讓您指導孩子當天的情況，並與您溝通有關孩子的學

習，進步和發育狀況。 

我們通過下面各種方式做到這一點… 

1. 利用您接送孩子的時間交換信息 – 教師可以在早上或下午與家長快速地聊一下，讓您及時了解白天發生的事情，或討論

與您孩子有關的任何特定問題，解答您的疑問。 
2. 與父母面對面溝通/進行總結性評估 – 我們每年安排兩次會議或“交流會”。這些會議使家長有機會與孩子的老師面對

面坐下約 15 分鐘，並以互惠，協作的方式分享有關孩子的所有情況。在交流會期間，我們將討論您孩子的興趣，發育

成長狀況，任何值得關註的地方，目標和適應情況。 
3. 根據要求舉行面談 – 如果家長希望在一年中的任何時間更詳細地討論他們的孩子 - 在我們預定的交流會之外，請通過電

子郵件，電話或與您孩子的老師商量來安排面談時間。 
4. 我們每五周向家庭發送一封電子郵件（每學期兩次） – 您孩子的老師會向您發送有關幼兒園所發生情況的概述。這將是

一封 PDF 格式的電子郵件，其中包含您孩子班級的一些照片以及一些關於您孩子班級中發生的事情的書面說明。本概

述旨在讓您深入了解您孩子的班級和其它同學分享的經歷。 
5. 幼兒園紀念冊 - 我們的幼兒園紀念冊將整理一年的幼兒園生活  – 使用照片，孩子的繪畫和藝術作品為您提供幼兒園生

活的速寫。本紀念冊並非旨在包羅所有詳細的分析和描述學習狀況。這是一本適合您孩子的記憶剪貼簿，將在孩子從幼

兒園學年結束時送給家人。 
6. 個別孩子的檔案   – 全年，您孩子的老師將保留記錄，收集和記錄信息，並記錄您孩子在思考，學習方面進步和成長的

軌跡。我們記錄您孩子的經歷 - 可能是關於他一個人的，也可能是他作為小組成員的。該文檔將在第二學期的最後兩周

和第四學期的最後兩周發送給您。 
7. 對於要上小學的孩子，我們將完成並提供一份給新南威爾士州教育部的“過渡到初等學校的聲明”。  
8. 課程展示，教學意圖和策略，課程作品或調查的展示，在您孩子的教室內展示藝術品或手工作品。我們鼓勵父母和祖父

母在接送時進入教室，看看我們在孩子教室的墻上展示的信息和作品。這是幫助您了解孩子和他的同學的幼兒園生活的

另一個資訊來源。書面地課程表將為您提供有關閱讀故事，唱歌等課程的安排 - 但是請您記得，我們仍然保持靈活性並

且經常會不按計劃安排合適地課程!                                                              
這些都是我們與家長溝通的主要方式。我們的目標是讓孩子們獲得快樂和積極的學前教育體驗。我們意識到，如果父母

對幼兒園感到滿意和保持積極地態度，這個目標更有可能實現。因此，父母和幼兒園之間的積極溝通是關鍵。我們全力

以赴通過各種方式與家庭進行溝通。我們要求家庭通過參與幼兒園內建立的各種流程和溝通渠道來反饋。有關 GCP 溝

通的更多細節 - 請留意我們的溝通政策，該政策將在下個月左右在我們的網站上公布。                                                        

 

 

 

 

 

  

       給各家庭提供的資訊 

 

您知道您和您的孩子可以從幼兒園圖書

館借書嗎?  

圖書館就位於入口附近 - 當您走進幼兒園時

就可在門廳看到。 只需寫下您的名字和所

借書的名字 - 並在一兩個星期後還回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資訊，請垂詢老師或員

工。 



非常感謝 Maria Gabriela Gonzalez 分享了這 
張超贊的照片（上圖），她的插圖靈感來自於 
野餐，使用了新的應用程序  - 好聰明！😊 家庭野餐會快樂滿滿！ 

家庭的假日活動 - 我們需要您分享照片和繪畫作品! 

在戶外遊戲時間 - Chris（Y2 教師和戶外教育專家）花了一些時間與孩子們一起調查和了解昆蟲。 

 我們在操場上發現了許多可愛的昆蟲！ 我們希望孩子們 - 以及他們的家人在假期中成為昆蟲偵探。 如
果您看到一只昆蟲，請拍一張照片，或者讓您的孩子畫出昆蟲，記錄下在什麽地方發現它的，我們會在門廳裏展示

您的照片，繪畫和文字。 讓我們一起了解和欣賞昆蟲世界吧! 



       

    ËË GCP 2019 年第二學期日程表 Ë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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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G3 

31 
家長參觀上午
周四/周五 
班
B2/R2 

1 
6月 

2 

6.

6月 

3 4 
董事會 

5 6 7 8 9 

7. 10

公眾 
假日  

11 
Aunty Wendy 
10-11
G2&Y2

12 13 
Aunty Wendy 
10-11
R2 & B2

14 15 16 

8. 17 18 
水族館遠足 
Y2 和 R3 

19 
水族館遠足 
Y3和B3 

20 21 
水族館遠足 
B2和G3 

22 23 

9. 24 25 26 27 28 29 30 

10.

7月 

1 Jul 2特別課程
Rangers on the 

run G2  

觀看Under the 

sea（海洋生物） 

董事會

3 4 5 
特別課程Rangers 

on the run R2  

觀看Under the 

sea（海洋生物）

6 7 

家長用

tcopy
@2019 年 4 月 8 日

日 

http://www.pieproductions.com.au/performer_Tapalinga-Majeda_Beatty.html
https://www.auntywendysmob.com/
https://www.auntywendysmo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