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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行政部门的消息
又进入一年一度的捐赠季节，请记住：
“善举无论多么微小，都值得珍惜。” （伊索寓言）
“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佛陀）
现在奉献出您能力可及的影响，并让“奉献精神”传递，以超越想象的方式，关注
大众的生活，跨越您未曾跨越的限制。这就是您可以赐予的力量及参与改变世界的
方法。
新的 COVID-19 学校标签
如果您要查找有关学校暴险的最新信息以及有关 COVID-19 的信息，现在可以在学
校网站上点击一个选项。我们在信末随附了《强制每日健康宣告》文件的副本，以
提醒您如果您的孩子有任何疾病症状时应遵循的程序。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604-668-6454 与学校办公室联系。
Cook- McMATH 糖果挑战赛
我们来自 Cook 学校和 McMATH 中学的学生参加了糖果挑战赛。糖果被运送到位于
温哥华的善牧人团体，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糖果袋。
国殇纪念日大会
11 月 10 日举行的网路纪念日大会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 Lee 女士，Ma 女士，
Verkade 女士和 Kusch 女士组织了 Zoom 大会。整个学校的教室布告栏上还显示了
纪念和平的信息。感谢班级导师们准备这些。Cook 学校社群确实是一个多元化的
社群，我们每天都认可并庆祝我们的多样性。可以访问 Imagine 歌曲的学校公告板
幻灯片的链接：https://animoto.com/play/flfPreuMosGfRhqmtPLPCQ
PAC 家长会新闻
我们的下一次 PAC 会议将于 12 月 8 日（星期二）下午 6:30 举行。我们希望您能参
与。
加入 Zoom Meeting
https://ca01web.zoom.us/j/61679984536?pwd=RHNKM0QxZm12QzR2QXloWUVjcUJmd

z09
会议 ID：616 7998 4536
密码：zS4h @ HX9
失物招领处...
在 12 月 7 日至 11 日这一周，我们将在体育馆的桌子上摆放失物招领处的衣物和
物品，以供学生取回。任何未领取的衣物将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捐赠给慈善机构。请
在一周结束前检查您的物品！
一月/二月，学校将参与中期学龄儿童问卷（MDI）！
Richmond 学区已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早期学习伙伴关系（HELP）合作，
通过中期学龄儿童问卷（MDI）来衡量和促进儿童的社交和情感发展，健康，福祉
和潜在资产。中期学龄儿童问卷 MDI）是一份自我报告调查表，旨在询问处于童年
时期的儿童的想法，感受和经历。 MDI 是第一种此类调查，旨在从他们自己的角
度收集有关儿童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中生活的信息。调查问题与 BC 省教育部的 K12 课程保持一致，该课程的重点是提高儿童的个人和社会能力。邀请 5 年级的学
生在以下时间之间完成 MDI：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3 月 5 日。
有关更多信息并查看问卷，请访问：http://earlylearning.ubc.ca/mdi/
家长常见问题解答：
http://earlylearning.ubc.ca/mdi/parent-guardian-resources/
如果您不希望孩子参加，请联系您的孩子的老师，在父母/监护人意愿表示书的末
尾填写退出表格，或通过 mdi@help.ubc.ca 与 MDI 项目人员联系。
九成新的旧外套
我们收到了捐赠二手男孩外套。如果有人感兴趣，请致电办公室。
安全的 Cook 学校
本期新闻通讯包含有关 Cook 学校安全的重要信息。
我们努力尽可能确保学生在上学时安全。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一些规则，希望所有
访客，教职员工和学生都能遵守。请仔细阅读本节。
早晨安全：
鼓励所有学生步行上下学。鼓励年龄较小的学生与负责任的年龄较大的兄弟姐妹或
成人一起上下学。我们要求学生这样做，以便减少交通危险。
如果您必须开车，我们要求所有驾驶人在早上使用新的下车区来下车。不要将车停

在下车区域。请把车停在中间停车场，然后带孩子进去。
放学后安全：
所有学生都离开教室。对于那些没有外门的教室，我们请父母在学校外面耐心等
待，直到孩子来找父母。这也将帮助教师继续授课不会中断，直到放学铃响为止。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请确保您的孩子放学后尽快离开学校，因为我们正在努力确保
放学后操场上不会出现人群。
Cook 的入口门：
我们的办公室在每个教学日的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开放。白天，将管制学校的所
有外门，以便安全地监视谁在进出学校。
如果您需要来校洽公，请致电并与办公室或您孩子的老师预约。
步行安全：
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我们希望自行车，滑板车，滑轮鞋和其他轮式设备不在校
园内使用。请确保学生在校内不使用该设备。这样，学生走路就不会有被撞到的危
险。学校有 4 个供学生使用的安全自行车架。
午餐时间安全性：
在午餐时段，我们有 4 名午间安全督导。他们穿着橙色安全背心，以方便辨识。
我们的午间安全督导都配备急救设备。他们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对学生进行监督，
我们鼓励学生在午餐时间寻求这些成年人的协助。
预警计划：
库克小学有一个预警计划。预警系统旨在确保您的孩子安全到达学校。如果您的孩
子发生迟到或缺席，请在 604-668-6461 留言，说明您孩子的名字，班级，老师的
名字，时段和缺勤原因。当老师完成点名时，他们会通报不应缺席的学生。我们通
听答录机得知并致电确认以确保学生安全是否已由父母和照顾者负担。
户外学习/休闲和午餐
为天气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如果出门前为孩子们准备好防寒防雨的衣服，那么他们会喜欢的。只要
它们保持干燥和温暖，在各种天气下都一样有趣。尤其是今年，我们期望学生每天
都可以在外面活动。要随时准备在下雨时外出，对孩子来说，穿合适的衣服很重
要，例如：
雨衣或雨披

橡胶靴，让他们可以享受水坑
雨裤
雨伞
防雨帽或连帽外套
备用衣服以防万一弄湿（运动裤，袜子，内衣，T 恤）
常见问题：
我担心我的孩子在雨中会生病。
不是因为寒冷而得病，是病毒。人们在冬天患病的频率更高，因为他们在冬天比夏
天更多地接触彼此。当天气寒冷时，人们倾向于留在室内，并且更容易将细菌传播
给彼此。到户外活动比将他们留在室内更有可能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疾病侵扰。
由于天气原因，是否允许儿童留在室内？
邦妮·亨利医师（Bonnie Henry）强烈建议每天都应在外面活动。但是有时天气状
况不佳，不能期望学生留在户外。如强降雨，狂风或极冷或强风。我们预计一年当
中的这一天不会超过 2 或 3 次。
幼儿园注册
Richmond 学区 SD38 很高兴欢迎 2016 年出生的孩子申请幼儿园注册，并在 2021 年
满 5 岁。这些孩子将于 2021 年 9 月开始上幼儿园。网路注册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
开始。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幼儿园页面。我们的网路注册过程，所需文
件，重要日期和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sd38.bc.ca/kindergarten
鼓励家庭在优先 1 的注册期间（11 月至 1 月）中的任何时间进行注册，以最大可
能分配到就读学区内学校。在优先 1 的注册期间内任何时间收到的所有注册申请
都将在 2021 年 2 月 5 日之前收到安置确定。
与往年说明会不同，我们发布了一些简短的视频，为新父母提供有关注册过程，英
语学习者（ELL）评估以及学区计划选择-早期法语融入式教学和蒙特梭利的信息。
这些视频以英语和普通话提供。
请与有幼儿园年龄孩子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此信息！谢谢！
员工和学生的强制性每日健康声明 3 流程
问问自己以下几点：
1.疾病的关键症状：您是否患有以下疾病关键症状？ ：发烧：腹泻：发冷：恶心

和呕吐：慢性咳嗽或加重：失去嗅觉或咳嗽味：呼吸急促
2.国际旅行：最近 14 天是否从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回来？
3.确认与感染者接触：您被确认和具有 COVID-19 的人接触吗？
对任何一个问题回答“是”将禁止教职员工立即进入学校或工作场所。如果您回答
“是”怎么办？
问题 1：如果您对新的疾病症状（不包括发烧）所包含的症状之一回答“是”，则
从症状开始起您应该待在家里 24 小时。如果症状改善，您可能会感觉良好时返回
学校。如果症状持续或恶化，请进行健康评估
如果您对“新的严重疾病症状”中包含的两种或多种症状回答为“是”或发烧，请
进行健康评估。
健康联络人包括致电 8-1-1 或初级保健提供者，例如医师或护士。如果需要进行健
康评估，COVID-19 在青少年活动范围内被排除并且症状得到改善之前，您不应重
返校园
如果您的症状与先前诊断的健康状况一致并且对您而言并不罕见（即症状对您而言
不是新的），则您可以重返学校/工作或继续在学校/工作。无需卫生保健提供者的
评估或注释。
问题 2：如果您对问题 2 的回答为“是”，则您需要根据《隔离法》留在家里进行
自我隔离。
问题 3：如果对问题 3 的回答为“是”，则您需要根据公共卫生局的建议留在家中
进行自我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