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衣派對 

親愛的真日光家庭成員， 

我們與二零一七年道別並迎接二零一八。到一月底我就
加入真日光團隊第六個月了，我非常喜歡在這與你們、孩
子們、還有教職員們在一起的每一刻。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信你們也喜歡看到孩子們在這裡所做的和所學的。接下來
在這新的一年中，您們的孩子會有更多的東西等帶他們一
起去探索、揭發、感受與學習。我們並會一一與您們通
知。 

從一月開始，孩子們要學習"動物"如何是特別的。為了
讓他們能具體的 親身經歷，我們不時會將真正的寵物帶到
教室裡並會收養寵物一段時間讓孩子們做更深入的觀察。
週末時，我們會需要家長帶寵物回家照顧。或在專題研究
後，來領養我們的班級寵物。如果您願意帶寵物回家照顧
或領養，請您讓我們知道。有興趣照顧的家庭可以輪流照
顧。這對孩子來說將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經驗。  

讓家長有更多參與孩子們的學習，我們需要家長來到課
室做特別演講，您可以討論您現有或曾今照顧動物的經
驗、您也可以帶您的寵物來與孩子們分享(或是邀請您認識
家裡有寵物的人) 如果您沒寵物，您也可以來學校給孩子
讀一些關於動物的書籍或故事。在家裡，我們鼓勵家長可
以和您的孩子讀動物有關的書或播放與動物有關的歌曲。
同時，我們會非常感激您可以捐贈學校您家裡的絨毛填充
動物(例如小狗、小貓、兔子、鳥、老鼠、或烏龜。抱歉，
請不要帶泰迪熊)、寵物碗碟、或是寵物書。因為我們希望
可以在教室布置一個寵物商店讓孩子探索。 

孩子們每週都會有校外教學(坐公車或走路)來學習寵物
(時間會在校外教學前一週公布)。同以往，我們需要家長
們一同參與幫忙這些校外活動。我們需要有多一些大人的
參與來維護孩子們的安全以及確保戶外教學的學習經驗。 

在這次的主題研究中，如果在任何地方您可以參與或協
助，幫助孩子們得取充滿樂趣以及回憶的學習經驗， 請讓
我們知道。我們將會在簽到簿旁張貼參與表格，請您根據
您想幫忙的事項來填寫。 

為了提倡閱讀的好習慣，從一月份起，孩子每週都會帶
閱讀書籍回家閱讀。請在隔週時將書籍帶回，換另一套書
回家閱讀。 

另外，從一月份開始，電子簽名將可成為我們每日簽到
的一部份。除了親筆簽名外，請您不要忘記以電子簽名的
方式簽到。請您向我們的教育協調員Wendy 索取您的密
碼。 

您們是否有想過要如何才能減少孩子不好的行為，鼓勵
更多正面行為，且讓孩子們養成自律的好習慣?如果有，
我們有一個很棒的研習會等待您來參加。在二月二日我們
的心理輔導師，Kenny Le，將會在此研習會中主講。會中
他將提供您小貼仕，告訴您如何促進孩子的正面行為和自
我約束。會後您也將得到一份如何促進正面行為的小禮
物。名額有限，請盡快報名參加。 

     校長 康憶汝 敬啟

 

特別要求與報告 
● 公立幼稚園申請截止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 請您向我們的教育協調員Wendy 索取您電子簽到的

密碼。 
● 請捐獻您家裡的絨毛填充狗、貓、兔子、老鼠、

鳥。請不要帶泰迪熊 
● 請您參與幫助校外教學活動讓孩子們可以體驗，揭

發更多有關動物的知識或是來教室舉辦討論。 
● 我們將會通知家長捐贈一些衣物在Schoola 進行拍賣

，來做為真日光募款。如果您有狀況良好的衣物，
請將它們整理好，捐贈日期將近期內公布。 

● 如果您有托兒的收據要抵銷在真日光每個月的學費
自繳部份，請您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三之前將下
個月的收據交進來。我們則好處理將收據數目抵用
下一個的月學費通知單上。 

● 請您確保您的孩子不會帶任何的玩具到學校。我們
每週五都會舉辦玩具分享，在那天您的孩子可以帶
他們最喜歡的玩具到學校來分享。 

● 請您不要讓孩子帶任何的甜食或是糖果到學校。 
● 每個星期五請您記得將孩子們的寢具帶回家清

洗。 
● 每周五孩子會拿到一個講義夾，裡面放孩子們這一

週的學習紀錄，家長可以在學校閱讀也可以帶回家
與孩子們一起讀。若是您將講義夾帶回家請記得在
下周一帶回學校。也請您將您孩子置物櫃裡的東西
帶回家。 

 
 
 



重要日期 
生日: 
1/27 Tim Chen 
其他: 
1/1/2018  新年放假一天 
1/8/2018  家長推展委員會(五點半到六點半)
1/12/2018 幼稚園申請截止日 
1/15/2018 馬丁路德金恩博士日放假一天 
2/2/2018 鼓勵好行為與自律研討會(五點半至六點半) 
 

 特別感謝  
● 謝謝來參加十二月二十二日年終表演並一起享用午

餐的家長們。 
● 謝謝睡衣日當天帶來飲料與早餐的家長們  
● 謝謝Laurent 爸爸， John 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於

早上七點半就來學校為孩子們做鬆餅。 
● 謝謝Sonya 媽媽帶小食來與老師分享 
● 謝謝Callen 父母的禮物 
● 謝謝Zofia 父母的禮物 
● 謝謝Zi Yang 媽媽的禮物 
● 謝謝所有帶禮物和點心來與我們分享的家長 
● 謝謝帶來回收物品的家長 

 

                               
  

蜻蜓組 
Julie Lu 老師、 Ming老師、Doris Cai老師 

 
十二月份，蜻蜓組的主題是：我們是一個社區。老師

帶領小朋友們走訪了鄰近的社區。參觀了幾個不同的社區
設施：郵局，雜貨店，旅館，巴士站，公園和圖書館。小
朋友們深入了解到不同的社區內有不同的設施，不同的專
業人員，以及他們的職業名稱，他們如何為社區服務。也
認識到自己也是社區的一部分。幾次參觀社區之後，小朋
友們做了手工活動。創作出兩個不同的社區：一組創造一
個公園，另一組設計一聞學校。她們知道公園裡有管理人
員，小朋友，沙，椅子和供人們玩的物件﹔學校有老師，小
朋友，椅子，玩具和食物。她們將所見到的物件用不同的
材料以立體的形式在小組活動創制出來。之後還作了統計
在這兩個社區內有多少種設施，還作比較哪一間社區裡面
的設施多，哪一間較少。又模紡老師給小朋友讀書，唱歌
和上課。和扮演公園裡的管理人員在清掃地面等遊戲。 

 

通過這次活動，小朋友們運用了比較，數據，象徵性
和社交戲劇遊戲相互溝通和對話，加深了小朋友的語言表
達能力。 

 

                                  
蝴蝶組 
Mei Yi老師、 Amy Yu老師、BaoWen老師、 
Amy Li 老師 

 
我們的社區: 

在 12月份，蝴蝶們製作了社區裡各種各樣的設施和東
西，老師們把他們做成的放到了一個班級的小型的社區模
型中。 孩子們上色了各種回收材料，如盒子，蛋盒和衛生
紙捲。 他們還在一個大紙板上做了一個十字路口。 他們
把樹木，停車燈，樹木，汽車，設施，公共交通等在社區
中找到的東西畫出來。然後，他們把所畫的東西粘到各種
再生材料上。 有些人選擇製作樹木，紅綠燈和汽車，而不
是繪畫。 最後，老師們把他們的最終產品收集起來放在他
們製造的十字路口上，從而創建了一個社區。 

 在整個項目中，許多孩子學習了什麼構成一個社區。 
例如，在人行橫道上發現不同的設施，例如醫院，學校和
操場，而在道路中間發現汽車和公共交通工具。 人行道上
有樹，有停車燈指揮交通。 他們了解到不同的設施有不同
的目的。 社區項目描述了他們在社區中可以找到什麼的知
識。 

Fundraising 

Schoola 
請注意我們新的 Schoola 購物連結，若您在此購物將會使真
日光幼童中心得到回饋truesunshinepreschool.ashopz.com 
Amazon 
如果您在Amazon購物，請您使用

http://smile,amazon,com/ch/94-2242733 真日光幼童中心會

得到您所購買總額的0.5%的利益 
Food4Less 
您在Food4Less 買東西嗎? 如果您在此購買東西，請您上
www.food4less.com community reward登記。在您買東西之
後可以捐贈部分款項   community reward登記。在您買東西
之後可以捐贈部分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