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校
学习
为家庭提供的实用建议

包括 Ashfield, Burwood, City of
Canada Bay 和 Strathfield 市政府管
辖区的学校名录

前言
本书是新南威尔士家庭与儿童（Families NSW Child）和家庭联合会（Family Interagency）推
行的区域革新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帮助生活在Ashfield，Burwood, Canada Bay 和 Strathfield
市政府管辖区的有适龄入学儿童的家庭。

这是一本实用手册，而且它是在对当地家庭的需求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学校、托儿所和
孩子的家庭在2009年接受了关于他们需求的调查。我们搜集了这些信息，并把它们制作成了易
于阅读的使用手册来为孩子的入学做准备。

本手册的目的是把这些信息资源分享给那些开始考虑让孩子报名入学的家庭。

所有关于入学前或入学准备的调查表明：

“有很多证据表明：一个计划周详、资讯充足的入学过渡对发展孩子适应学习环境并发挥他们
整个人生的潜能有很大的益处。”

“良好的学前准备阶段能够有效地为孩子建立一个愉快的、有价值的学习环境打下基础。”

“顺利度过学前准备阶段能使孩子喜欢学校、期待定时上学，并展现稳步提高的学习成绩和社
会技能的进步。”

我们相信这本手册将会成为帮助您和您的孩子完成从家庭及/或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阶段的便利
资源。

项目委员会

来源：制度摘要11（入学过渡阶段的重新思考：儿童早期教育与入学的衔接）。
2008年。www.rch.org.au/cc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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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统的信息
家长的权利及职责*

出勤和缺席

如果您的孩子即将开始上学，您将要承担不同

一旦您的孩子已经注册并被录取，根据法律，

层面新的职责，确保您孩子的学校生活经历尽

您作为父母需要保证您的子女在每个上课日

可能积极并从中受益。

到校上课。如果您的子女不能到校上课，您
必须通知学校您的子女将于哪几天缺席并解

伴随这些新的职责，您有权利获得信息并就任

释原因。

何您所关心的有关您孩子的教育或学校生活经
历的问题而进行咨询。一系列有用的网站和资
讯能帮助您明确您的权利和义务。一些网站包
括在以下内容中。
以下是父母需要知道的一些最重要事项。

子女在短期内缺席的合理原因包括：
•

无法避免的约见医疗或牙科医生；

•

参加特别的宗教仪式；

•

参加重大/或紧急的家庭事务
（如葬礼）；

上学是强制性的

•

子女病情严重不能到校上课或患有传染
性疾病。

作为父母，您的职责是保证您的子女在6岁时

您也有义务保证您的子女按时到校，并且在子

入学。法律规定所有达到义务教育年龄的儿童

女迟到/或早退时遵守学校规定。

必须去上学。
作为父母，您有权为子女向学校请假/或在需
您有权为您的子女选择就读的学校，并有权根

要时要求豁免子女上学，您也可以要求学校在

据您的需要咨询尽可能多的信息以帮助您做出

子女缺席时（如家庭假期延长时）布置能在缺

该选择。请参阅www.schools.nsw.edu.au及

席期间完成的作业。

www.det.nsw.edu.au。
父母如在保证子女出勤/或按时上学有困难，
“学校”也包括“家庭学校”，即您的子女

则有义务和权利告知校长或学校辅导员以寻

在家接受教育。您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得更

求帮助。

多信息：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
parents/#home-ed，或拨打电话咨询家庭教
育处（Home Education Unit），号码：9367
8149。

*在本文中“父母”一词，亦包括法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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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程报告

财政捐助

在一个学年内，父母将至少两次收到关于子女

公立学校可能要求父母给予自愿捐赠，以加强

学习进程的书面及口头报告。父母如担心子女

教育和运动项目。父母也可能在学年内被要求

的学习进程，则有权联系学校询问所担心的问

为子女支付旅行的费用，以增强子女的校内学

题。父母也有权在需要的情况下要求电话传

习；如果子女参加额外的课外活动，例如参加

译员服务。

运动或乐队，父母可能会被要求支付器具租用

医疗问题

费或前往活动地的交通费。

政府补贴

如果子女出现任何的健康问题，如哮喘、过敏
症，有过敏反应的危险或需要服用处方药物，

子女就读公立学校的父母可能会在学费交纳方

则父母有义务通知学校。这些信息通常作为注

面有困难，他们可以和校长约见来讨论他们的

册程序的一部分提供给学校；但是，学校获得

具体情况。

任何关于子女疾病/或服用药物变化的信息也
是很重要的。

一些家庭可能符合条件申请“学生援助计划”
（Student Assistance Scheme）。由于该计

对学校来说，知道一个孩子可能患有任何过敏

划只提供对学校相关的费用如校服和远足旅行

症的信息尤为重要。

费用的经济援助，校长将会给出相应的建议。

参见www.allergyfacts.org.au

校服

教育费用退税
符合家庭税收优惠（Family Tax Benefit）

父母有义务查询有关其选择校服方面的规定，

的家庭有权获得购买教育用品支出进行退税，

购买合适的校服并保证子女在每个上课日到校

退税高达50%的合理开销，这些开销是为了孩

上课时穿着校服。帽子是校服的一部分，用于

子的教育而购买的用品，包括文具、电脑、打

遮挡阳光的保护。校服通常分为夏季、冬季和

印机、互联网和教育软件。

运动校服。
请访问www.educationtaxrefund.gov.au或澳
为了减少费用，很多学校设有校服搜集处，接

大利亚税务局（Australian Taxation）网站，

受那些孩子穿不下的校服捐赠。

并在www.ato.gov.au检索“教育费用退税”
（Education Tax Refund）或拨打13 28 61

父母有权要求子女穿着具有宗教意义的服装，

查询相关信息。

如传统的穆斯林头巾。
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而您想与税务工作
人员谈话，您可以致电传译服务处寻求帮助，
电话号码为13 14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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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学校的交通费用

为父母提供的信息与资讯 - 公立学校
•

www.parentscouncil.nsw.edu.au

一些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儿童可有资格通

•

www.schools.nsw.edu.au

过“在校学生交通计划”（School Student

•

www.pandc.org.au

Transport Scheme）获得交通费补贴。该计

•

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

划能提供火车、公共汽车、渡轮和长途汽车交
通费补贴。在没有公共交通的地区也设有乘坐

为父母提供的信息和资讯 - 非公立学校

私营车辆往返学校的交通费补贴。

•

www.privateschoolsdirectory.com.au

•

www.boardofstudies.nsw.edu.au

请向您子女就读的学校索取申请表，或详情
请访问www.transport.nsw.gov.au/ssts/ssts.

语言和学习援助

html， 或致电新南威尔士州 （NSW）交通

•

热线电话: 9268 2800。

校外时间的照顾

•

www.det.nsw.edu.au/ 中文的学校信息

•
•

电话传译服务处: 131 450

•
校外时间的对儿童的照顾服务（OOSH）通常
由学校提供或在学校附近提供，父母可从其子
女就读的学校找到最近的OOSH服务所在地。
OOSH服务是收费的，一些符合资格的父母

www.tale.edu.au - 教学和学习交流；学习
信息和有用的学校作业资讯。

Kids Help Line - 儿童帮助热线 - 免费和
保密的电话咨询服务

•

www.kidshelpline.com.au               
电话:1800 551 800

可通过托儿福利金（Child Care Benefit）获
得支付OOSH服务费的补贴。请访问www.
centrelink.gov.au并检索托儿福利金（Child
Care Benefit）以确认您是否符合条件，或
致电家庭援助办公室 (Family Assistance
Office)，号码为13 61 50。
欲了解更多有关OOSH服务的信息请访问
www.netoosh.org.au。

有用的资讯
有关教养建议、信息和资讯， 包括学校假日、
父母资讯包及父母抚养子女计划，请访问：
•

www.community.nsw.gov.au

•

www.raisingchildren.net.au

•

www.resourcingparent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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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准备好上学了吗？
以下是一系列适合大多数准备入学儿童的技能。请记住儿童的发展的速度因人而异，本表格只
能作为指导使用。如果您对大多数选项都打勾为“是”的话，您的孩子可能已经准备好入学
了。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展现出他所有的技能请不要担心。如果您不确定您的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入学，
请咨询儿童健康专家，幼儿教育老师或您所选择学校的老师或校长，以获取更多信息与建议。
请不要忘记在入学前对您的孩子进行视力与听力检查。您当地的幼儿诊所或全科医生可以为您提供
帮助。

技能/表现
遵守简单的指令
提问和回答简单的问题，使用“何时”、“为什么”和“怎么样”
自我需求的交流，例如：我们口渴了或受伤了
一起唱熟知的歌曲
津津有味地读书
与其他人谈论熟知的事情或物体
与父母或照看人分开时，不会感到特别难过
可以照看自己的物品
辨认自己的物品例如书包与衣服
可以轮流活动并能分享事物
自己去洗手间-男孩包括会自己使用小便池
自己穿衣服或脱衣服
自己擦鼻子
能打开午餐盒，饮料瓶和包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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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是

有时候

技能/表现

是

不是

有时候

以合作的方式与其他儿童玩耍
能与其他儿童分享成人的注意力
过马路时知道牵住成年人的手
能够结交朋友
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
表达遵守纪律的意识及遵守纪律的原因
会使用剪刀
开始书写一些字母表中的字母
手可以操控使用铅笔
表现平衡协调的身体活动
能够坐定并可以集中注意力15至20分钟
能够识别印在纸上的自己名字
开始书写自己的名字
辨认数字并可以用来计数
表现对反义词的理解-上/下，上方/下方
辨认和匹配具有相似形状，颜色和大小的物体

开始让您的孩子意识到陌生人
是有危险性的，并教他们不要
与他们不认识的人离开学校。
5

择校
澳大利亚奖学金集团（ASG）已经制定了一套综合性指南，以帮助家长选择学校。以下是该指
南的部分内容，全版可登录
www.asg.com.au/Assets/Files/Tip_Sheet_How_To_Choose_A_School.pdf

了解并清楚您的孩子
您最了解您的孩子。哪种学校环境会适合您孩子的性格和素质呢?

认清您需要的教育爱好和价值观
如果您有强烈的哲学或宗教观念，这将成为您希望孩子接受哪种教育类型的基础。
请注意您需要将您的偏好与您孩子的需求相匹配。
探知学校的教育重心-是基于培养儿童和他们幸福（也被称为教牧关怀），或关注技能学术
发展，或是关注行为管理的原则上。找到大体适合您和您孩子的方法和平衡点。

将您的偏好与您孩子的需求和个性进行匹配
现在您已经知道什么类型的学校可能最适合您孩子的需求和您自己的喜好，您可以开始将您
所期望的品质列在一张单子上。
随着收集到更多信息，您可以对列表进行更改。

收集有关学校的信息
学校地点-每天长途跋涉以及不便利的交通安排会让您的孩子非常疲劳。
学校的哲学或宗教观。
学校所提供的教育课程。
您对学费和相关费用的承受能力。
学校的强调重点-学术成绩、社会责任感、个人均衡等。
学校提供的设施以及他们的重点-科学、体育、表演艺术等。
班级规模及结构。
学校的名气以及教育成绩。

6

价值观与态度
阅读学校章程或哲学声明以及家长通讯，以评估学校的价值观及其态度。年度报告与校训
也是例子。
与学生家长交谈可以帮助您评估学校的包容性、接受程度、欢迎态度以及学生是否感觉上
学很舒服很开心. 老师如何鼓励那些非常聪明或者有天赋的学生？或者如何帮助那些完成
学校作业和运动有困难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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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以及教职员工之间的
关系

学校设施和服务
您的孩子如果在学校生病或受伤了怎么办？

学校有家长和朋友委员会吗？它对外开放
允许参加和加入吗？
孩子有权利在他们的学年生活中感到安全
和尊重。什么是反欺凌政策？恃强凌弱的
行为会在那些不关心学生的学校里肆虐。
校长如何保证自己平易近人并使学生可以
联络到自己?

学校有没有急救或医疗设施和专业医护人员
或急救人员？
如果您的孩子有特别的健康需求，例如过敏
症，一定要详细询问以了解学校将会如何应
对这些情况。
您是否需要学校提供课前与课后学生照顾
计划？
孩子能否在上学期间使用图书馆？

家长如何协助在校的课堂教学？
学校是否欢迎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询
问学校以了解关于解决家长关心问题的程
序。

午餐和放学后是否有额外课程？
看一下学校餐厅，是否提倡健康饮食？它是
否经常开放？

学校环境

班级规模与结构

确保学校的设施和环境充足，清洁和维护

多数情况下，私立学校是小班授课，天主

修缮良好。

教学校的班级规模通常比公立学校的大。

检查技术设备以及电脑设备、软件、互联

学校偶尔把不同年龄的学生分开或者合并

网和科技教学设备的升级政策。

班级。这些班级里可能包括两到三个年级

学校是否拥有用于娱乐和开展运动的椭圆

的学生。不必担心，因为这样为孩子提供

形操场？

了机会，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

操场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有适合孩子不

趣与其他同学一起。

同发展阶段的器材？
操场周围是否拥有足够的遮荫和座椅？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以供更多的孩子安全地
奔跑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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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您的孩子一起做手
工活动，从而使您的
孩子可以练习使用剪刀和
胶水。

课程内容

其它重要事宜

询问学校会提供怎样的知识和技能教学来使

学校是否有家庭作业的规定？

您的孩子获得发展，学校将会如何做到这一

您的子女希望学校布置多少家庭作业？

点，及您如何提供帮助？

有多少机会从事课程外的活动？这些活动

学校教授政府制定的课程还是学校自己制

需要花多少时间？

定的课程？

学校是否参与有代表性的文化和体育活

学校教授的普通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哪些？

动？

这些是您所希望孩子学到的吗？

学校的科技政策是什么？

如果您的子女很优秀或遭遇困难，学校如何

学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电脑？

提供帮助？

您需要为您的子女购买或租用一台电脑

学校如何帮助您的子女发展社交技能？

吗？

报告学生学习进度

在哪里获取信息

学校如何报告学生的学习进度？学校是根据

从学校搜集小册子和报告（具体信息参见本

成绩把您的孩子与班级内其他的孩子相比较

册背面的学校名录）。

呢？或依靠一些既定的标准来进行学习进度

在网上对比各个学校的信息。

报告，或者两方面都有？

询问其他的家长，获取反馈信息。

学校是否为您提供您子女的作业样本以说明
您的子女获得了什么新技能，以及需要关注

去学校看看并和校长、教职工见面。想好您

的地方？

想谈论的问题。

您如何能够听到关于您孩子学习的其他情
况？例如：是否有定期的家长会? 是否欢迎

观察老师和学生如何一起学习。

学生和家长一起参加定期的家长会？

与在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交谈。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 如课前和课后，老师

查看报纸上关于学校的文章并了解该学校与

是否乐于与您讨论您子女的学习进度？

社区关系。

老师是否欢迎您去教室？
是否允许您听课？（这能真正反映学校的开

一旦您获得了所有的信息，您与您的家人就

放程度）。

可以选择最适合您需要的学校并让您的子
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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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您有权选择您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但每个学校都有优先招生政策。许多学校只有在招满学校
区域范围*的学生名额，才招收学校区域范围以外的学生。
*学校区域范围 - 每个学校都有教育部划定的区域范围
如需更多信息请在您所在地的学校查询。

每天读书给您的孩子听。到
您所在地的图书馆借阅一些
新出版的有趣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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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入学做准备
以下是一个时间表，帮助您和您的子女为入学
做好准备。它应该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没有
在既定的时间内把一切准备好也不要担心，这

入学前9个月
•

些只是建议。

检查您子女的出生证明或身份证明文
件，法院指令（如果需要的话）及免疫
接种记录的原件 - 如果有必要的话，重

如果您的子女身患残障或发育迟缓，请尽早与

新办理相关文件。

学校联系，以便使学校有时间为您的子女做准

•

备。（如果您的子女患有身体残障，您需要提

•

前18个月通知学校，以便其设立斜坡通道和手
扶栏杆等。）

考虑一下您的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入学
了。考虑一下 您孩子情感方面的准备情
况还包括学习能力。如果您需要指导，
请咨询您孩子的儿科医生，健康和幼儿
护士或幼儿教师。

•

开始考虑择校问题。如您的子女要上什
么样的学校？

•

与您所在地的学校联系，明确如何为您
的子女注册，何时是学校开放日及开学

•

填写您子女的免疫接种表格。

•

如果可能的话，让孩子进入到幼儿园环

如果您的子女患有残障或发育迟缓，请
与学校学校联系，和学校讨论您孩子的
个人需求问题。

•

入学前6个月
•
•

如果您没有让子女注册，请让其注册。
与学校分享任何关于子女的健康和疾病
方面的信息。

•

检查您是否知道您的子女过渡到学校学
习的日期或开学典礼的日期。

•

确保您的子女在您所在地的儿童和家庭
卫生服务部能获得免费的牙齿和视力检

典礼/过渡时期。
•

通过问孩子问题和鼓励孩子提问题来培
养子女的好奇心。

入学的前一年
•

鼓励子女培养独自如厕和穿衣的能力。

查。
•

在需要时，安排课前和课后照看活动。

境中，如暂托班、全托班、学前班或托
儿所，为孩子入学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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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前3个月

入学的前一晚

•

•

•

练习去公共厕所 - 向男孩展示如何使
用小便器。

子、帽子等等。这是一种好习惯，它能让

组织适合您子女入学第一天/第一周的工

人在早晨感觉轻松很多。请记住，做事情

作承诺。

的实际所花的时间通常比预期的长，因此

•

确定购买校服的事宜。

•

与您的子女一同阅读有关入学的书籍（可

这对于每天准时上学是很重要的。
•

在地方图书馆找到这些书）。
•

帮助您的子女装好书包。请记住装入
一些备用的衣服，以防子女上学时有任
何“意外”发生。

向您的子女再次保证老师的职责是照
顾、帮助子女以及为子女教授新事物。

•

列出明早入学所需的所有东西：校服、鞋

•

让您的子女帮助您准备午餐，解释在课
间和午餐时该吃什么。

确定学校小卖部的营业时间和营业方
式。

入学前1个月
•

•

重要的一天-孩子入学的第
一天

经常与您的子女路过、访问并讨论学
校，让您的子女熟悉学校的环境、日常

•

准备一份健康的早餐。

事物、目标和活动。

•

照些相片。

购买学校学习的用具，如书包、午餐

•

告诉您的子女您下午将在哪里接他们。

盒、水瓶、雨衣、绘画衬衫、图书馆书

•

向您的子女再次保证他们将会从老师

包和鞋。

那里得到课间休息的时间和午餐时间等

•

为每样东西贴上标签。

的指示，及如果他们对任何的事情不确

•

让您的子女穿上校服并展现给家人和朋
友。

•
•
•

如果您的子女感到焦虑，不要将告别拖

开午餐盒的包装。

得很长。说再见会让人犯难，重复地说

向您的子女演示如何使用喷水式饮水
•

按时接送您的子女。

为睡眠时间作计划，以保证子女晚上能

•

问您的子女这一天过得如何。

购买校鞋并让您的子女穿上它（以避免
保证您有应急联系人（住在附近，并与
您的孩子很相熟的人），如果您遇急事
耽搁，应急联系人能替您接子女放学。
确保您的子女和学校知道应急联系人的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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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会更是如此。

口。

入学第一天脚上长水泡）。
•

保证您在离开之前向您的子女说再见。

给您的孩子提供机会，让他们打开并拆

拥有良好的睡眠。
•

定，他们需要向老师询问。
•

入学之后
•

担忧。
•

您要确保向学校报告任何改变，包括联

参加学校的活动 - 参与学校的计划、

系方式、健康问题或能影响您子女的家

远足旅行及筹款活动或家长委员会。向

庭状况。

您的子女说明您与学校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这将帮助您的子女更快适应学校的
生活。
•

不要在放学后计划太多的活动，知道您
的子女能适应学校的日常事务。儿童通
常在放学以后会感觉非常疲倦。

•

将有营养的小食列入计划，让子女在放
学后食用。

•

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让子女呆在家不去
上学，因为这会影响子女的学习进度和适
应学校生活的过程。

•

花时间提问并倾听您的子女对学校的看
法。

•

向您子女的老师提及您可能产生的任何

有意识在全天时间里
您能运用读写能力和
数学知识，并让您的子女
参与这些知识的运用，
如：
•
•
•
•
•

列出一份购物清单
购物
阅读电视节目表
阅读餐馆菜单
在烹调时度量佐料的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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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孩子
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孩子开始上学似乎更令人

•

学校辅导员

担心，因为他们的孩子身患残障或发育迟缓，

•

流动代课教师

或者有其他特殊的学习需要。但是，您会发现

•

治疗师

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人能为您的孩子和家庭

•

传译员

提供帮助。

•

儿科医生

•

其他政府机构的专家

一旦您对孩子的发育情况有所担心，请马上寻
求帮助。您可以联系：

学校需要有关您孩子的资料以决定您有资格享

•

•
·

您的幼儿健康护士

受哪种类型的服务。这类信息需要由经过认可

•

•
·

您的家庭医生

的专业人员提供，如儿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

•

•
·

您当地社区的健康中心

患有残障的儿童入学有以下选择：

•

•
·

您孩子的老师，如果他们上了全托班、

•

普通班级

幼儿园或暂托班的话

•

普通学校可提供帮助的班级

您可致电幼儿早期介入信息热线

•

特殊学校

•
•

•
·

1300 65 68 65  

•
•

•
·

您当地的学校

父母最好去不同类型的学校看一下，这样有助
于他们在了解情况后做出决定。校长在和学校

您的孩子可能会被转介给儿科医生、心理咨询

的学习支援团队协商后，将帮助您为您的子女

师、言语治疗师、职业理疗或者其他的专业医

选择正确的学校，考虑您的选择、您子女额外

疗人员进行检查。这个过程将会为您提供关于

的特殊学习需要及获得当地专业人员服务的便

您孩子的技能和能力以及其需要的信息。检查

利性。儿童将通过一个名为区域配置小组的地

将评估出您的孩子和您的家庭有资格申请什么

区机构在可提供帮助的班级或特殊学校注册。

服务。这时您可能会被转介给幼儿早期介入计

如果距您最近的援助班级没有名额，区域配置

划。该计划的工作人员能帮助您的家庭准备孩

小组可能为您在邻近区域的班级安排一个位

子上学的事情。

置。公交援助可以为残障儿童上学提供支持。
除了特别班级与特殊学校，所有的公立学校都

在入学前一年（身患残障儿童入学, 父母至少

提供以下服务：

需要提前18个月通知学校可能需要安装斜坡通

•

学习援助计划提供了广泛的专门学习辅

道等设施），一个早期学习支援团队将会帮助

导服务帮助在普通班级学习有困难的学

您的家庭安排孩子的入学步骤。该团队的核心

生。

成员可能包括：

•

整合资金支持计划是一项目标援助计
划，旨在帮助符合资格的残障学龄儿

•

您和您家庭的其他成员

童，这些学生必须在全日制的普通班上

•

幼儿教育老师

课。

•

早期介入老师

•

学校工作人员

或有行动障碍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提供

•

提倡者

援助。

团队的其他成员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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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代课教师专为听力和/或视力缺陷

•

外展教师支援计划为那些患有自闭症或
有情绪障碍而需要适当或大量帮助的残
障学生和他们的老师提供帮助。

有用的网址
教育部  www.schools.nsw.edu.au/
studentsupport/programs/disability.php
幼儿教育信息热线网站 www.parentlin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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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的孩子已经上学
您的孩子现在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准备开始一
段新的奇遇。他们既兴奋又紧张，与您一样，
感觉生活会如何改变呢？

时间就是金钱
您可能认为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所以
您自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但事实上会让您
有更多事情要做，从而使您的时间更加紧迫。
对您和您的孩子来说，花些时间相处是很重要
的。他们从学校带回了许多信息并且想和您分
享。您可能会找到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并和他
们一起做；在这过程中交谈自然就开始了。

时间安排
起初您感觉需要清洗额外的衣服，收拾书包并
送孩子出门令您感到任务繁重。然而，如果您
习惯了，并作适当的自我安排，这些事情是很
简单的。决定谁做什么事情。在每天相同的时
间做日常家务。这样就形成一种生活节奏，孩
子们会很喜欢，他们甚至可能会帮您做一些。

早晚接送
早晚接送孩子会是您家中最忙碌的时候，尤其
是家中有兄弟姐妹的话。前一晚上尽可能做好
准备，例如把衣服拿出来，把所需的物品装入
上学的书包，保证您的早餐材料以及孩子午餐
的部分材料齐全。这会让您有条不紊的度过繁
忙的早上。
每当您接孩子放学时，他们通常是又累又饿。
如果驾车或步行回家，时间会较长，带上一
些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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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孩子的表现
您的孩子在学校不仅学习基本知识，他们也
模仿并学习如何和那些与他们很不相同的人
一起玩耍。您最好和孩子的老师交谈，了解
一下您孩子在校学习的情况，他们模仿的朋
友都是谁，这会帮助您从他们的角度了解他
们的一天。
一个让孩子谈及朋友和学校的好方法就是在晚
餐的时候问他：“今天最棒的事情是什么？”
以及“最糟糕的事情又是什么？”。通过这种
方式您可以获得一些信息并在他们遇到的任何
困难时帮他们解决。

朋友
作为父母您将会通过您的孩子结识新朋友，这
会很有趣。您也会了解其他家长与您不同的生
活方式或教养方法。如果您清楚什么是可以接
受的，这会很有帮助。
如果您的孩子约好了去其他孩子家里玩耍，
第一次最好和孩子们一起去，指导他们的活
动，并让对方的父母知道您孩子的饮食和活
动的喜好。

就寝时间

家长时间

如果您有相当标准和规律的就寝时间, 这将非

作为一位家长，您可能习惯了没有太多时间与

常有帮助。上学的前几周您的孩子可能会感到

另一半交谈。然而，一旦您的孩子开始上学，

身体疲倦，直到他们适应这种学校生活。保证

您也许会感觉他们已经足够大让保姆来照顾他

孩子们有良好的夜间睡眠会真正帮助他们和他

们。这将使您和您的伴侣有额外的时间再次像

们的学校生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

夫妇一样来了解对方，而不仅仅是‘妈妈’

与学校保持联系

和‘爸爸’。
这只是一些您所见的家庭变化。您的想法和朋

现在您把对孩子的部分责任交给了学校和老

友将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您的家庭。这是极为

师。为了让您和您的孩子从中获益最多，与学

有趣的但也是挑战。真正有助的做法是时刻将

校保持联系很重要。有些孩子会收到学校的时

您认为家中的重要事宜做准备。沟通是关键，

事通讯或家长通知，里面会告诉您一些您感兴

不断地问问题，我们都喜欢被重视和欣赏的感

趣的事宜。每晚检查您孩子的书包。

觉；这对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如此。

与班主任见面，了解您孩子的表现以及他们目
前的学习内容，始终是很好的做法。您可以在
家中帮助孩子的学习。
有些家长希望更积极地参与学校工作，在课堂
上帮助孩子阅读，在学校小卖部提供帮助，或
成为家长与孩子委员会的成员。当您遇到新朋
友并学到新技能的同时，您自身会有所改变。

学校假期
一个家庭，一年中您不会经常有定期和太长的
假期。在您的日历上圈出学校一年里的所有假
期是非常有用的。在假期里如果您打算与孩子
一起度过或为孩子安排的假期看护，您需要至
少在每学期中到来之前就制定假期计划。
节目丰富的假期会非常有趣。您所在的市政府
可能会在您的区域举办活动或有本市儿童活
动的详情。

与您的孩子一起做
游戏。选择像“对
齐”牌游戏（Snap）或
蛇梯棋（Snakes and
Ladders）等鼓励他们学
会轮流和遵循说明的游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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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孩子提供与其他孩子玩耍的机会。
加入游戏小组或邀请朋友玩游戏。
参加学校开学典礼时向其他家长问好。
开学前安排一些游戏日并在开学后继续，帮助您
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建立友谊。
一天结束后，孩子们通常会很疲劳。最好在当地
公园做一个小游戏而不是去别人家里做长时间拜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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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午餐最好的食物
如果您想令孩子整天都保持生机勃勃且表现良好的话，为他们准备健康的学校午餐和小食是很
重要的。每天准备不同的营养午餐是一个挑战。这里有一些秘诀，帮助您准备很棒的孩子喜爱
的校园午餐。

保持健康
孩子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食物来帮助他们长身体，他们的餐盒里包括不同种类的水果、蔬菜、
瘦肉和奶制品。请选择不同颜色、形状、大小及口感的蔬果。让孩子自己来混合和搭配这些食
物，创造新口味。
面包

百吉饼、法式面包、牛角面包、英式松饼、香草橄榄油面包、亚美尼亚式
面包、皮塔饼、全麦和杂粮三明治、玉米饼、土耳其面包和松饼。

馅料

牛油果、鸡肉、黄瓜、鸡蛋、生菜、红萝卜碎、辣椒、低脂奶酪、南瓜、
虾、熏三文鱼、菠菜、豆芽菜、番茄、金枪鱼、火鸡以及其他瘦肉。

水果

苹果、杏子、香蕉、蓝莓、樱桃、枣子、无花果、葡萄柚、葡萄、番石榴、
猕猴桃、荔枝、桔子、芒果、甜瓜、油桃、木瓜、西番莲果、桃子、梨子、
柿子、菠萝、李子、西梅和草莓。

蔬菜

西兰花，红萝卜，菜花，芹菜，玉米，黄瓜，茄子，生菜，香菇，土豆，
南瓜，葱，菠菜，甘薯和番茄。

小食

苞米花、西芹条和红萝卜条、圣女果、奶酪棒、薄脆饼干和蔬菜调味品、
干果或罐头水果、冷冻水果、果酱、自制椒盐卷饼和曲奇饼、年糕、烤鹰
嘴豆和酸奶。

最好少吃营养含量低且富含盐分、脂肪或糖分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导致肥胖、蛀牙和身体不健
康。

下列这些食物只可以“偶尔”吃。
“偶尔”食
用的食物和
饮料

饼干、糕棒、薯片、巧克力、甜果汁饮料、快餐、果汁、增香乳、冰淇淋、
蜜饯、软饮料和运动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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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聪明一些
•

与孩子一起操作打开和关上午餐盒。如
果孩子不会使用保鲜膜、真空压缩密封
袋或塑料袋，请避免使用它们。

•

豆泥、饺子和菜肉馅煎蛋饼。

增加乐趣
•

为了使盒内的食物保持凉爽，买一个绝

里克节（Patrick’s Day） 或者准备澳纽

缘隔热的餐盒。另一种方法是在餐盒上

军团饼干来庆祝澳纽军团日 （ANZAC

放置一个冰水瓶。欲知更多的食物安全
小窍门，可登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食物安全网站
•
•

www.foodauthority.nsw.gov.au 。
避免准备需要重新加热或需要热水泡的
食物，因为孩子在学校食用这些食物的
时候，可能无法获得老师和其他大人的
帮助。

•

形状较小的食物更易于孩子们食用，而
且更受孩子喜爱。把食物切成小片，将
其放在较小的容器中。

•

day）。
•
•
•

检查孩子是否可以坐在地上，以及是否

多元文化
通过食物和饮食，帮助孩子对自己本民
族的文化和其他文化培养正面的认知和
态度。
教孩子有关本民族文化的食物和习俗，
并鼓励他们和学校的其他朋友一起分享
所学的知识。
•

把孩子带到厨房，烹饪您们传统食物，
并将其装入餐盒。

•

通过一起准备反映不同文化的小食和午
餐，向孩子介绍其他文化的各种各样食
物，包括：寿司、墨西哥粽、墨西哥肉
卷、越南米纸卷、希腊酸奶黄瓜、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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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不同的蘸料，这样您的孩子可以有
所选择。

•

准备可爱的餐巾纸和餐具。

•

还要包括每个家长的特别留言。

需要留意的地方
•

如果孩子对某些食物过敏，请让校长或
老师知道。

•

可以在膝盖上把食物放平。

•

把三明治材料分别打包，让孩子可以在
午餐时做自己的三明治。

增加口感。

•

用饼干切坯机将食物切割成有趣的形
状。

鼓励孩子在校期间有规律地喝水。可在
水中加入一片柠檬或酸橙汁或果浆冰块

•

准备特殊的食物来庆祝特别的日子。
例如，准备全绿色的午餐来庆祝圣帕特

对孩子解释由于有过敏症，不要与其他
小朋友分享或交换午餐。

•

查阅学校对患有严重过敏症的学生的规
章制度。

•

欲知有关严重过敏症或突发过敏症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

www.allergyfacts.org.au 。

•

帮助孩子了解如何在学校食堂就餐，并
做出健康的选择。

更多信息
•

过敏症信息

www.allergyfacts.org.au
•

新南威尔士食品管理局

www.foodauthority.nsw.gov.au
•

澳大利亚营养食品网

www.nutritionaustralia.org
•

健康宝贝

www.healthykids.nsw.gov.au
•

教育部DET

www.det.nsw.edu.au

通过帮孩子把东西打
包好，来鼓励他们学
会独立并能够看管好他
们自己的东西

您外出的时候或者牵
手过马路的时候，告
诉孩子关于道路安全的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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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OOSH（Out of School Hours Care）学校课外的托儿教育服务是为那些学年
龄儿童（5至12岁）提供的课前，和/或课后的托儿教育服务，通常也可以在学
校放假期间提供。请联系学校以获取更多信息。
OOSH校内服务

OOSH校外服务

Ashfield 当地政府管辖区域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Ashfield 公立学校

天才强化班，过渡到学校
预学班，中文班，为中度
智障儿童提供帮助的课
程，歌唱班（唱诗班，合
唱团，询问式的学习，恢
复性练习 。

注册：五月/六月
开学典礼: 介绍为期一年的
过渡学校课程
包括：晚上到APS 课程和
第二学期的Kinder 课程.
幼儿园开学典礼在第四学
期， 现场的ABC学前班，
良好的开端：全年每周三
娱乐和学习方案。

天才班，国际象棋俱乐
部，公众演讲班 。

注册：全年接收
开学典礼：10月

Liverpool Rd 和 Murrell Street
交界处
Ashfield NSW 2131
校长: Robyn Hutchinson
电话: 9798 4400
网址: www.ashfiel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ashfield-p.school@det.
nsw.edu.au

Dobroyd Point 公立学校
Waratah Street
Haberfield NSW 2045
校长: John Quinn
电话: 9797 8249
网址: www.dobroydpt-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dobroydpt-p.school@
det.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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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Ashfiel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OOSH

Haberfield 公立学校

注册：第二个学期（通常
在复活节假期后）
开学典礼：10月

注册：第二个学期（通常在
复活节假期后）
开学典礼：10月

校内服务

写作班，象棋班，音乐
唱诗班

注册：开始幼儿园12个月前
开学典礼：父母信息夜（
只限受邀请者）6月末或者
7月初

Denman Avenue
Haberfield NSW 2045
校长: Karlynne Jacobsen
电话: 9798 8767
网址: www.haberfiel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haberfield-p.school@
det.nsw.edu.au

Summer Hill 公立学校

Moonbie Street
Summer Hill NSW 2130
校长: Greg McLachlan
电话: 9797 8160
网址: www.summerhill-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summerhill-p.school@
det.nsw.edu.au

Yeo Park 幼儿学校

Victoria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校长: Stacey Furner
电话: 9798 7560
网址: www.yeoparkinf-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yeoparkinf-p.school@
det.nsw.edu.au

公众演讲班，
在校珍爱生命计划。

注册：根据日历安排，在一
月末和/或二月初
开学典礼：一次晚间的活动
只为成人提供，早上的活动
更着重于学生，接着孩子们
被留下几个小时，进行两次
过渡性参观。

校内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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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Ashfiel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St Joan of Arc 小学

强化拓展班，阅读班，特
别需求班，学校乐队，学
校唱诗班，意大利语课
程，校后健身项目，午后
运动。

注册：3月
开学典礼：11月

体育课专门教师，意大利
语课程，图书馆，作为第
二语言的英语课程，新生
抵校辅导，阅读能力改善
和特殊需要课程。人生教
育以及音乐项目。

注册：3月
开学典礼：第4学期

天才班计划，英语，特殊
教育项目，游泳，舞蹈/戏
剧，合唱团，乐队。

注册：3月
开学典礼：第4学期

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
支持的计划，音乐课程，
艺术俱乐部，计算机俱
乐部，演讲技巧，游泳
辅导，歌唱班，武术和
网球。

注册：全年接收
开学典礼：第4学期

88 Dalhousie Street
Haberfield NSW 2045
校长: Margaret Woods
电话: 9798 9780
网址: www.stjahaberfield.
catholic.edu.au
邮箱: info@stjahaberfield.
catholic.edu.au

St Patrick’s 小学

9 Drynan Street
Summer Hill NSW 2130
校长: John Kennedy
电话: 9798 7478
网址: www.stpsummerhill.com
邮箱: info@stpsummerhill.
catholic.edu.au

St Vincent’s 小学

30-34 Charlotte Street
Ashfield NSW 2131
校长: Maria Havryliv
电话: 9797 6167
网址: www.stvashfield.
catholic.edu.au
邮箱: info@stvashfield.
catholic.edu.au

Trinity 文法学校

119 Prospect Road
Summer Hill NSW 2130
校长: Simon Kelly
电话: 9581 6000
网址: www.trinity.nsw.edu.au
邮箱: info@trinity.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外服务

校外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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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wood 当地政府管辖区域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Burwood 公立学校

从1年级到6年级每级的资
优学生会被安排在一个班
里。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
大学竞赛，数学奥运赛，
艺术创作比赛，写作，学
校乐队，舞蹈团（为英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提供
的，四位ESL老师会在每一
阶段予以协助）。以及课
后提供韩语，中文，希腊
语的课程学习。

注册：任何时间
开学典礼：幼儿园。
开学典礼为期两天，在8月
末的一天早上9点到11点，
孩子们在教室里，而父母则
参加一些会谈。在12月的
时候为幼儿园的学生提供
Teddy熊野餐

向2至6年级的学生提供的
资优数学小组。基本能力
班内读写学习小组，不同
教学课程，针对目标学生
的ESL/STL 辅导。

注册：任何时间-包括学
生，家长，校长在内的见
面会。入学程序会将持续3
周，在每周的一天早上进
行。家长学生都需参加。开
学典礼在第四学期进行，具
体日期在第三学期制定。

1 Conder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校长: Paul Bates
电话: 9745 2299
网址: www.burwoo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burwood-p.school@
det.nsw.edu.au

Enfield 公立学校

Beaumaris Street
Enfield NSW 2136
校长: Jack Liston
电话: 9747 3514
网址: www.enfiel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enfield-p.school@det.
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外服务

校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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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Burwoo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OOSH

Croydon 小学

新生项目，向从幼儿园到
6年级非英语的学生提供
的ESL课程/帮助。还有为
幼儿园到6年级的ESL升级
学生提供阅读帮助，和为
所有学生提供写作小组辅
导。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可
以从老师那里得到帮助。
每周都有为领悟力高的学
生提供的创造性及分析性
思考的课程。课后中文及
日语的学习课程。

幼儿园注册在年中开始。
学校会致函邀请家庭参加
介绍会。在区域以外的学
生将被列于等待候补名单
中，学校建议他们入读当地
的学校。

校内服务

多位ESL (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 老师，STL（支持
老师学习），与众不同的
小提琴课程，乐队和录制
项目。

注册：整个学年
开学典礼日/晚在第3和第4
学期。在11月份有一个长
达4星期的幼儿园过渡学习
项目。

帮助提高读写能力的老师
(ESL)，特殊教育老师。数
学，戏剧,，舞蹈，科学，
视觉艺术，计算机方面的
资优学生工作室。为1-6年
级学生提供日语学习班。

注册：3月中直到5月末。
幼儿园学生开学典礼在11
月。孩子们上午在温馨的教
室里，家长参加由校长主持
的信息介绍会。

39 Young Street
(PO BOX 192)
Croydon NSW 2132
校长: David Horne
电话: 9747 3557
or 9747 5457
网址: www.croydon-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croydon-p.school@
det.nsw.edu.au

Croydon Park 公立学校
Georges River Road
Croydon Park NSW 2133
校长: Sandra Angel
电话: 9797 9753
网址: www.croydonpk-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croydonpk-p.school@
det.nsw.edu.au

Holy Innocents’ 小学

86-98 Queen Street
Croydon NSW 2132
校长: Jennifer Gabbe
电话: 9744 2212
网址: hicroydon.catholic.
edu.au
邮箱: info@hi.croydon.syd.
catholic.edu.au

校内服务

校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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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Burwoo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MLC 学校 – 初中

ESS成员营造一个灵活
的，及时应对不同学生不
同要求的学习环境，并提
供支持与帮助。为天才学
生提供机会与支持。课外
有小学附设幼儿班普通话
课程。

注册：任何时间 – 可以在孩
子还很小的时候报名。女儿
及家长和学校主任一起参加
注册介绍会。如果学生被接
纳并支付学费，学位也会有
保障。家长的迎新晚会在11
月上旬举行。女生开学典礼
是11月下旬进行。每个学期
会有一些开放日提供一些一
般性的信息。

为了满足学生的额外需
求，以及应对为了加强学
习的课堂项目的调度，学
校推出了专门的项目。

幼儿园学生注册是每年5
月。请参考学校网站。开
学典礼在5月天主教学校周
举行。

为天才、有特殊需要、非
英语背景ESL的学生提供教
学。为7至12年级有轻度至
中度智障的学生提供的过
渡期教学课程。还专为非
英语背景学生提供 HSC辅
导课程。
中文学习（幼儿园至12年
级），意大利语（8至12年
级），拉丁语（8至12年
级），法语(幼儿园至12年
级)，日语(8至12年级)。

可接收的入学年级，幼儿
园，5年级，7年级和11年
级。我们严格根据申请的顺
序安排学位。申请在任何时
间接收。由于学位有限，我
们建议提早申请。每年开放
日和展览会在母亲节前一天
的周六。可以在任何工作
日时间电话至9704 5695安
排参观。

Park Road
Burwood NSW 2134
校长: Diana Drummond
电话: 8741 3128
网址: www.mlcsyd.nsw.
edu.au

St. Joseph’s 小学

126 Liverpool Road
Enfield NSW 2136
校长: Michael McGovern
电话: 9744 2811
网址: stjenfield.catholic.
edu.au
邮箱: info@stj.enfield.syd.
catholic.edu.au

Presbyterian 女子学
院，悉尼
Boundary Street
Croydon NSW 2132
校长: Dr. William T. McKeith
电话: 9704 5666
网址: www.plc.nsw.edu.au
邮箱: enquiries@plc.nsw.
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外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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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Canada Bay 当地政府管辖区域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Abbotsford 公立学校

从幼儿园到6年级整个过
程中都配有强化班

注册：全年接受报名。
开学典礼：11月初

350 Great North Road
Abbotsford NSW 2046
校长: Peter Widders
电话: 9713 6220
网址: www.abbotsfor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abbotsford-p.school@
det.nsw.edu.au

校内服务

幼儿园的开学典礼以及教室
参观安排在10月至12月。参
观学校可以安排预约。

Concord 公立学校

PO Box 522
Concord NSW 2137
校长: Lyn Dolbel
电话: 9744 8427
网址: www.concord-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concord-p.school@
det.nsw.edu.au

Concord West 公立学校
PO Box 233
Concord West NSW 2138
校长: Cathy Brennan
电话: 97431580
网址: www.concordw-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concordw-p.school@
det.nsw.edu.au

OOSH

我们的主流班级很好的迎
合了有特殊需要及天才学
生。学生从幼儿园到6年
级都会接受挑战并且扩展
他们的能力。我们推出象
棋班（幼儿园至6年级）
，2至6年级管弦乐和乐器
班（尽管学生从幼儿园起
就开始学习乐器），辩论
和公众演讲班，视觉艺术
俱乐部和其他丰富的学习
计划。

任何时间都可以申请明年的
入学（最好是8月份前）。
开学典礼前的会面：幼儿园
新生将有一个由校长主持的
简短的介绍。幼儿园的开学
典礼将在11月举行。

校内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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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City of Canada Bay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Drummoyne 公立学校

由P&C赞助的辅导资优学
生的专家老师每周两天
在学校工作。这个老师
会帮助我们的员工为有天
分的学生撰写及完善教学
方案。P&C同样赞助我们
的特殊教育老师额外一天
半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
学生。

家长可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
为孩子报名。幼儿园的开学
典礼是在11月初期。

为有中度智障的孩子提供
帮助性的课程。申请者
需要从新南威尔士教育
培训部门 - 悉尼地区递交
申请。

过渡期：11月

Lucas Gardens 学校是专
门为严重智力障碍的学生
设立的特殊学校

可以在一年的任何时间内注
册，并且推荐至新南威尔士
教育及培训部门。

PO Box 643
Drummoyne NSW 2047
校长: Gail Charlier
电话: 9181 2636
网址: www.drummoyne-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drummoyne-p.
school@det.nsw.edu.au

Five Dock 公立学校

Henry St
Five Dock NSW 2046
Fax: 02 9712 1256
校长: Mandy Dawkins
电话: 9713 7044
网址: www.fivedock-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fivedock-p.school@
det.nsw.edu.au

Lucas Gardens 学校

Queens Road 和 Walker
Street 的交界处
Canada Bay NSW 2046
校长: Mrs A Roberts
电话: 02 9744 6461
网址: www.lucasgarde-s.
schools.nsw.edu.au
邮箱: lucasgarde-s.school@
det.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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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City of Canada Bay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Mortlake 公立学校

学校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
提供ESL课程，也为那些
有阅读障碍的学生提供
（STLA）课程。有天分学
生的需求在普通班级里通
过区分的课程得到满足。
学校鼓励学生参加UNSW
数学，英语，写作比赛和
校外天才班活动。

注册：任何时间
开学典礼：11月的两个早
上，请联系学校获取更多
信息。

学校有效的迎合了有特殊
需求的学生及横跨三个年
级的有天分的学生。在
2010年学校为一年级和
二年级学生设立了特定天
才班。

注册：至少在一年之前申请
开学典礼：10月和11月

Brays Road
Concord NSW 2137
校长: Jacqui Attard
电话: 9743 3001
网址: www.mortlake-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mortlake-p.school@
det.nsw.edu.au

Russell Lea 婴幼儿学校
Lithgow Street
Five Dock NSW 2046
校长: Mrs Lesley Pike
电话: 9713 8267
网址: www.russelllea-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russelllea-p.school@
det.nsw.edu.au

Strathfield North
公立学校
PO Box 35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校长: Frances Brewer
电话: 9743 2126
网址: www.strathfien-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strathfien-p.school@
det.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校内服务

注册：通常是在年中
开学典礼：10月和11月。
学校会尽早通知家长他们在
哪一组。

校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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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City of Canada Bay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All Hallows 小学

学校提供天才班及特殊教
育班。

注册时间：在3月13-19日
天主教周开始。

1 Halley Street
Five Dock NSW 2046
校长: Kathy Elliott
电话: 9713 4469
网址: www.ahbalwyn.
catholic.edu.au
邮箱: principal@ahbalwyn.
catholic.edu.au

校内服务

St Marks 小学

11月

31 Tranmere Street
Drummoyne NSW 2047
校长: Margaret Sargisson
电话: 9181 3042
网址: www.stmdrummoyne.
catholic.edu.au
邮箱: info@stm.drummoyne.
catholic.edu.au

St Marys 小学

60 Burton Street
Concord NSW 2137
校长: Ms Trish Bevan
电话: 9744 0260
网址: stmconcord.com
邮箱: info@stmconcord.
catholic.edu.au

OOSH

校外服务

特殊教育班

5月见面会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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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City of Canada Bay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St Ambrose 小学

特殊教育班

3月至5月

PO Box 42
Concord West NSW 2138
校长: Cathy Young
电话: 9743 5605
网址: www.stambconcord.
catholic.edu.au
邮箱: info@stambconcord.
catholic.edu.au

The McDonald 学院

17 George Street
North Strathfield NSW 2137
校长: Maxine Kohler
电话: 9752 0500
网址: www.mcdonald.nsw.
edu.au
邮箱: registrar@mcdonald.
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我们的学习支持组成员意
识到并迎合每个学习小组
的不同学生的需求而创造
一个灵活和主动的学习环
境。他们的支持及提供的
项目为学生提供一个创造
性的学习环境。这将是一
个以孩子为主，鼓励性
的，参与性的，多种感觉
并用是跨学科的经历。所
有的学生在这样一个丰富
的学习环境下，通过参与
到表演以及创造艺术中，
能够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任何时间申请入学。可以在
全年与学院教务主任约时间
注册。开放日，幼儿园过渡
和前期准备讲习班。如果
想参观学院，请拨打9752
0507联系Margaret White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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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hfield 当地政府管辖区域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Chalmers Road
公立学校

学校照顾残疾儿童。

入学注册：通过民政事务
处办理

23 Chalmers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校长: Marline Dowbiggin
电话: 9746 6202
网址: www.chalmersrd-s.
schools.nsw.edu.au
邮箱: chalmersrd-s.school@
det.nsw.edu.au

Homebush 公立学校

Rochester Street
Homebush NSW 2140
校长: Chris Russell
电话: 9746 9171 or
9764 4472
网址: www.homebush-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homebush-p.school@
det.nsw.edu.au

Homebush West
公立学校
Exeter Road
Homebush West NSW 2140
校长: Estelle Southall
电话: 02 9746 9304
网址: www.homebushw-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homebushw-p.
school@det.nsw.edu.au

OOSH

校外服务

学校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
提供特别的课程。

注册：获取相关信息时间，
周一至周四早上9点至10:30
和下午2点至2:45

校外服务

6月至9月
校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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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Strathfiel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任何时间

Strathfield South
公立学校
457 Liverpool Road
Strathfield South NSW 2136
校长: Annette Udall
电话: 9642 1359
网址: web3.strathfies-p.
schools.nsw.edu.au
邮箱: strathfies-p.school@
det.nsw.edu.au

校外服务

任何时间

Meriden

10-12 Redmyre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电话: 9752 9444
网址: www.meriden.nsw.
edu.au
邮箱: enquiries@meriden.
nsw.edu.au

校内服务

St Anne’s 天主教学校

4月/5月

St Anne’s Square
Strathfield South NSW 2136
校长: Phill Townsend
电话: 9642 6149
网址: stastrathfield.catholic.
edu.au
邮箱: info@stastrathfield.
catholic.edu.au

St Martha’s
天主教学校
88 Churchill Avenue
Strathfield NSW 2135
电话: 9764 1184
网址: www.stmstrathfield.
catholic.edu.au
邮箱: info@stmstrathfield.
catholic.edu.au

OOSH

校外服务

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特殊
教育教师。

任何时间-受条件限制。请联
系学校获取更多的信息。
校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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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录 - Strathfield
学校资料

特别课程

注册/开学典礼

St Patrick’s 学院

特殊教育部门为有特殊需
求的学生提供教育。

任何时间-受条件限制。请联
系学校获取更多的信息。

Francis Street, Strathfield
NSW 2135
电话: 02 9763 1000
网址: www.spc.nsw.edu.au
邮箱: spc@spc.nsw.edu.au

Santa Maria del Monte
90 The Boulevarde
Strathfield NSW 2135
校长: Kate Clancy
电话: 9745 7700 or
9745 7000
网址: www.ssc.nsw.edu.au

Trinity 文法预科学校

115-125 The Boulevarde
Strathfield NSW 2135
电话: 02 8732 4600
网址: www.trinity.nsw.edu.au

OOSH

校内服务

任何时间-受条件限制。请联
系学校获取更多的信息。
校外服务

任何时间-受条件限制。请联
系学校获取更多的信息。
校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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