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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10月16日为秋游摘苹果日，学校不上课。
There is no school on Saturday, October 2, 2010 for PCAA Apple-picking field trip.

通知：根据学校工作计划，本学期的家家长-教师座谈会将于10月9日举行。时间：3点15至3
点45。 地点为各班教室. 每个班级都会有一名家长理事会或校委会的成员参加并收集会议信
息。希望各位家长安排时间与会。
By the school’s work plan, a parent-teacher meeting for this semester is scheduled for
Saturday, Oct. 9, 2010. Time: 3:15-45 PM. Place: classroom for each class. Each class will be
assigned one Parent Board member or School Serving Team member for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ll
parents should arrange your time to participate.
各班级安排的家长理事会或校委会代表见下页. See next page for the assignment of
Parent Board and Serving Team representatives to each class。

校讯：

日前，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理事会，校委会和教师共同参加的特别工作会议。
就学校的教学工作及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与工作安排。相关内容
请见会议纪要(下页)。
A special joint meeting of Parent Board, Serving Team and Teachers was held
recently. The meeting extensively discussed school work regarding teaching and relevant issues.
The decision and arrangement of related work were made. The details can be seen in the next page
of this newsletter.

严重警讯 Serious Warning!!!
Denbigh 高中再一次就教室没有清理而向我们提出告诫。DHS通知说，上周末，107教室
里的东西又被弄乱了，且没有整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此，提请家长提醒孩子千万不要
弄乱教室里的东西。也要求教师和值班家长切实负起责任。保证我们离开学校后，所有我们
用过的教室和其它地方已清理，整理好了。否则，将严重损害我校与Denbigh高中的关系。甚
至会导致我们没有地方上课。
DHS informed us that we, AGAIN, left Room 107 in mess last Saturday, September 25. I
would like all the parents to explain to their children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everything in the
exact same order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and PARENTS on Duty also should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SURE ALL the classrooms and facilities we use are cleaned and in good
shape. Thi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our Chinese School because if the host classroom teacher
complains again and again, we may end of having no classroom in the near future.
2010年秋季学期家长值班轮流表 (Parents On-Duty Table)
今日值班 （10月2日）:张树葵/曲笈；章晴/Charles Trepte
10月9日:汤磊/马丽辉；白迎新/王开宇
10月23日:樊伟强/陈润桃；Yee Lee/Lin Leung
值班家长职责：维持学校秩序, 上下课的时间(摇铃), 整理/清理教室及走廊。
Duty: maintain school in working order, control the class time (ring bell), clean class rooms and hal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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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指定的家长理事会或校委会的代表
Assignment of Parent Board and Serving Team coordinators to each class
Class/班级
Grade 1/一班
Grade 2/二班
Grade 3/三班
Grade 4/四班
Grade 5/五班
Grade 6/六班
Grade 7/七班
CSL 1/双语一斑
CSL 2/双语二班

Teacher/教师
Pan, Huiying/潘慧英
Che, Xiuwei/车秀伟
Yang, Yanping/阳艳萍
Wang, Xiaohua/王筱华
Huang, Yimin/黄益敏
Song, Yingting/宋映廷
Qu, Ji/曲笈
Su, Ji/苏汲
Zhang, Zhaoqing/张昭卿

Coordinator/代表
Qing Hua/卿华
Zhang, Weihong/张伟红
Qin, Jianrong/秦建荣
Yang, Qiguang/杨启光
Shao, Hongbin/邵红滨
Chen, Qingyu/陈庆余
Zhu, Jian/朱俭
Shen, Jinwei/沈进伟
Sun, Qiuli/孙求理

学校家长理事会、校委会及教师联合会议 - 会议纪要
时间、地点：2010年9月20日晚7:00至8:45
参加人：车秀伟、陈庆余、顾叠峰、黄益敏、潘慧英、卿华、秦建荣、曲笈、邵红滨、
宋映庭、苏汲、孙求理、王筱桦、杨艳萍、朱俭
缺席人：沈进伟、王开宇、张伟红
1、 中文教材调查表供收回26份（包括30个学生），其中主要是六班、一班和七班的学生。
详情见附件。
2、 根据收回调查表的结果，会议决定：六班（宋映庭）和一班（潘慧英）为试验班，试用
马力平教材，其中一班采用马力平学前班教材，六班采用马力平四年级教材。
3、 根据收回调查表的结果，会议决定：七班（曲笈）仍采用暨南大学中文教材，并由曲笈
老师与本班学生家长共同决定具体使用的课本。
4、 孙求理须告知一班的所有学生家长，关于一班是试验班的决定，同时收集家长对此决定
的反馈意见。
5、 会上同时决定，学校购买马力平教材学前班至四年级各一套，归学校所有，供各位老师
借阅、参考。
6、 由于马力平教材的价格政策，会上决定，购买9套学前班教材（每套$38），供一班使
用，多余的教材归学校所有。（目前一班有6名学生）
7、 根据以上两个决定，以及学校已经购买的马力平教材情况（学校已有三年级教材一套、
已订购四年级教材十套），顾叠峰还需购买马力平教材学前班教材九套和一、二、四年级教
材各一套。
8、 两个实验班分别设有协调员两名，一位是该班学生家长，一位是校委会成员，四名协调
员由孙求理负责与各家长协同指定。四名协调员将协同两位老师共同跟踪和汇报试验班的教
学试验情况。试验班每四至六周向校委会及家长会汇报教学试验情况。
9、 非试验班老师在这一学年了解和掌握本班学生的程度，多了解其他教材的情况，为将来
有可能做的教材改动做准备；同时也为将来如果继续使用现在的教材所需做的教学改进做准
备。
10、 家长会将于下学期（2011年春季学期）再次进行中文教材选用的全校调查，于学期结
束前收回全部调查表，并在学年结业典礼上公布调查结果。根据调查结果
决定未来的教学体系。
11、 校委会应鼓励学生家长旁听试验班的课程，以帮助家长们了解不同的教材情况，为下
学期的调查做准备。
12、 提请全体与会成员，思考未来对于高年级学生的教材的选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