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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校方的消息 又是一年的感恩回馈季节，请记住，“无
论多么微小的仁慈，都不会被浪费的，”（伊索寓言）“一根
蜡烛可以点燃数千支蜡烛，这根蜡烛的寿命并不会缩短。
幸福永远不会因分享而减少。（佛陀）付出您能力所及促
成改变，并让“布施精神”传播，开放心胸去接触您从未见过
的人群，跨越您永远无法跨越的界限，你可能永远无法想
象。这就是布施的力量以及您改变世界的方式。
圆满的国殇纪念日大会 11 月 8 日的国殇纪念日聚会圆满
了！非常感谢 Verkade 女士，Ma 女士，Tabi 女士和 Lee 女
士组织了这次活动和表演。感谢所有国际大游行的学生。
整个体育馆的美丽海报上显示了纪念与和平的信息。感谢
准备这些的老师。Cook 小区的确是多元化的，我们每天都
认知并庆祝享受我们的多元化。
COOK-MCMATH 糖果挑战 我们来自 Cook 和 McMath 中学
的学生参加了糖果挑战赛。糖果被送到温哥华的 Good
Shepherd Ministry，为街友提供糖果。
排球比赛 今年，我们组织了一支充满活力 6-7 年级的大
排球队。排球赛季是 11 月 13 日，星期三，他们参加了
MacNeill 中学举行的市中心经典锦标赛。表现出了技巧，
热情和出色的运动精神！谢谢 Ornai 女士 和 Benedet 女士
今年的教练。
寿司日– 11 月 21 日，星期四
PRO-D 日– 11 月 22 日，星期五 学生当天不上学。校方人
员将在各处参加各种讲习。
SCHOLASTIC 出版社书展 Storey 女士将于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8 日这一周在图书馆举办 SCHOLASTIC 出版社书展。这
将是为孩子们购买节日礼物的好时机！图书馆将在周一放
学后开放，然后在放学前和放学后开放一直到周四。
PAC 家长会讯息 我们的下一次家长会 PAC 会议将于 12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00 在多用途教室举行。请参加。
家庭电影之夜– 11 月 29 日，星期四
11 月 29 日，星期五，晚上 6:30，我们的 Cook 家长会将举
办一场电影之夜募款活动。我们欢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参
加晚会，与您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观看“愤怒鸟 2”！
冬季音乐庆祝 每年 12 月我们都会举行音乐会。Lee 女士
的音乐课将与其他一些乐队一起演出。今年的大会将于 12
月 5 日，星期四，1：00 举行。欢迎家长参加！
幼儿园注册 今年的幼儿园注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开
始。对于持有加拿大出生证，公民卡或加拿大护照的儿童
和父母，注册将在学区办公室的中央注册处进行。
您也可以在线注册，然后将文件带到学区办公室。有关更
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Richmond 学区网站：http：
//www.sd38.bc.ca
学校内外 Richmond 的天气可能无法预测。在 Cook 学
校，所有学生都必须室外活动，除非倾盆大雨或极冷。即
使学生乘车也应每天为天气做准备。如因天气学生在室内
活动学生会有较安静的活动。他们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待在
教室里。如果天气不好，请穿暖和衣服，如果您的孩子在
下雨下雪的日子里容易弄湿，最好带上更换的衣服。
学生学期间进行度假事宜 如果您打算在本学期结束前提早
安排家庭度假，请填写一份延长休假表格，该表格可以在
办公室取得。请记住，Richmond 学区一次只能允许缺课 20
日。
在节日期间提供支持 我们知道，假期会给许多家庭的经
济造成压力。有一些组织可以提供有限资源来帮助家庭度
过难关。
Richmond 圣诞节基金：Richmond 市每年在圣诞节期间为有
经济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持。登记和发放将在 11 月下旬和 12
月初在列治文关怀中心 Richmond Caring Place 进行。登记和
玩具分发将在同一天进行。这表示家庭需安排托儿服务
（当天不允许儿童进入玩具室），并且家庭必须准备好当

天就将玩具带回家。访问此服务需要的文件。请查看走廊
上张贴的通知，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给
Richmond 圣诞节基金：604-279-7035 或
christmasfund@volunteerrichmond.ca
Richmond 贫困工作者基金：许多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
在工作，但全年仍难以支付账单和购买食物。在 12 月份，
当开销进一步扩大时，Richmond 市组织了他们所谓的”贫困
工作者基金”。可以被调研为是低收入家庭的方式，发放带
有礼品卡的信封到当地杂货店领取物资，并为孩子们提供
一些娱乐通行证。如果家庭有为财务情况而挣扎工作的，
本市可以为这些家庭获得赞助。
如果您需要有关这两个登记的更多信息，请与办公室的
Loat 校长或 Alderson 副校长联系。所有对话均会被保密。
Cook 安全原则
本期新闻通讯包含有关 Cook 学校安全的重要信息。
我们努力确保学生在校时尽可能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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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所有学生走路上下学。鼓励年龄较小
的学生与负责任兄弟姐妹或成人一起走路上学。我们
期待学生这样做，可减少交通危险。
⚫
如果您必须乘车，我们要求所有司机仅在早上使用停
车场让学生下车。不要将车停在停车场，也不要将车
留在停车场以带孩子入内。如果要带孩子进入学校，
请停在附近的街道上，然后步行到学校。
⚫
放学后安全： 所有学生都同时放学。对于那些没有
外门的学生，我们请父母在学校外面耐心等待，直到
他们的孩子来找他们。这将有助于学校监控学校中的
陌生人。这也将有助于教师继续授课而不会中断，直
到宣布下课为止。如果在校内走廊上等待，一大群父
母可能会很吵。他们还科能障碍学生和教职员工进入
走廊动线。
⚫
Cook 的入口门： 我们的办公室门在每个上课日 8:00
am 至 4:00 pm 开放。有三扇门会开关。如果您在门禁
时进校区，则需要走到学校的前门。那扇门全天保持
打开状态。
⚫
步行安全： 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安全，我们希望自行
车，踏板车，滑轮冰鞋和其他带轮设备不在校园内使
用。请确保学生在离开学校场地后使用该设备。这
样，学生走路就不会有被撞到的危险。
⚫
课间休息和午餐安全： 每个课间休息都有值班人
员。在与同学一起玩耍时，工作人员会监控学生。所
有值班人员都穿着橙色安全背心。如果需要的话，学
生学会穿安全背心。午餐时间，我们有 4 名午间主
管。他们在早上课间休息时与工作人员进行同样的监
督。他们穿橙色安全背心，以方便辨识。我们的午间
主管都配备急救设备。就像课间休息的工作人员一
样，他们在校区有他们要监督的特定区域。
⚫
课后监督： 请确保您（父母或监护人）在孩子放学
后在操场上玩耍时对他们进行监督。我们放学后有发
生了一些不安全的情况，因此我们想提醒您，您的责
任是在 2:45 开学后监护孩子，以确保他们的安全。感
谢您对此事的关注。
⚫
预先警告： C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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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名字和缺勤时间。当老师在课堂上完成
点名，他们表示有学生应到未到，我们会通过听录音
机消息然后打电话回家以确保学生安全已在家长监护
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