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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D 

校园简报 

2020 二月 

日期 

第一学期 

2020年1月28日至4月9日 

二月 

2月11日  

家长教师交谈会 

管理委员会 年度大会 

2月3日 

4年级动物园游学活动 

2月14日 

10年级大河之旅（大学宣讲

会） 

校长带您参观学校 

2月17日 

5/6年级，8年级露营活动 

2月28日 

全校集会  

 

T  08 8297 0488 

F  08 8297 8430 

dl.0907.info@schools.sa.edu.au 

www.plymptoncollege.sa.edu.au 

 

第一学期 - 欢迎回来！ 

我们今年的开年十分顺利，学生们都快速进入了自己的角色。我校今年迎来了186名

新生（学前班至12年级）和12名新员工。我们的学校在不断地壮大，学前班至6年级

现有252名学生，7年级至12年级有364名学生。  

 

学校基建和设施 

在假期期间，我们对本校的基础建设和设备进行了升级，包括高年级的教室和男生厕

所，新地毯以及学校大厅和门廊的重新粉刷。代表我校价值观和精神的展示板看上去

棒极了。我校仍然会继续坚持我们的宗旨成为一个杰出的教育中心：高期望，高支持

和高成就。2019届12年级的学生们100%完成了SACE课程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

此我对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Matviy Zhylikhovskyy, Hitarth Saxena, Kit Stone 

和Jessica Fieg，他们的ATAR成绩都在94分以上。 

 

学校员工更新 

新年伊始，我们非常遗憾地对我校的商务经理

Angela Murphy说再见。Angela赢得了澳洲数

学与科学学校的更高的职位。我在此由衷地感

谢过去7年她对本校和本校社区做出的杰出贡

献。我们祝她在新的岗位一切顺利！我们非常

遗憾失去了这么好的商务经理。 

随着我们不断地壮大，我们有很多新的员工加入本校，包括：信息科技主管，英语强

化主管，额外的教师和助教。我们对所有新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您可以在后续的页

面中读到他们的相关信息。您孩子的教师会在开学的两周内联系您，如果您还没有接

到老师的电话或是邮件，您可以在家长教师交谈会上和他们会面，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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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教师交谈会 

我校的家长教师交谈会将于2月11日晚举行， 学前班至6年级家庭5点半开始， 7至12年级家庭6点开始。当

天晚上5点半至6点，我们将向高中部学生家长显示如何操作“家校平台”。管理委员会年度大会将于7点在

图书馆举行，我们欢迎所有家长参加。管理委员会有很多分组，也许您有兴趣加入。以下是我校第一学期

活动表，敬请关注。 我期待在2020年和您一起见证学生们的成功。 

 琳达 理查德森 

 校长 

 

2020年学期日期 

第一学期  1月28日至4月9日 

第二学期 4月27日至7月3日 

第三学期 7月20 日至9月25日 

第四学期 10月12日至12月11日 

 

2020 无学生日 

第一学期  3月2日，星期一（第6周） 

第二学期  6月5日，星期五 （第6周） 

第三学期  8月3日，星期一（第三周）；9月4日，星期五（第7周）- 学校关闭日； 9月7日，星期一 （第8

周) 

 

二月 

2月11日  家长教师交谈会，管理委员会年度大会 

2月13日 4年级动物园游学活动 

2月14日 10年级大河之旅 （大学宣讲会），校长导览校园 

2月17日  5/6年级露营，8年级露营 

2月28日 全校集会 （隔壁学校大礼堂） 
 

三月 

3月2日 无学生日 

3月3日  8年级 疫苗 

3月5日 运动会 

3月12日 12年级戏剧游学活动 

3月18日 管理委员会会议 

3月25日 学校开放日 

3月31日 高中部家长会  

 

四月  

4月3日 全校集会（隔壁学校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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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教师 

Rebecca Kouma 

嗨，大家好，我叫Bec Kouma, 我非常荣幸加入普林顿国际学校这个大家

庭。自从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澳洲和海外从事教学工作。我刚刚

结束在Whyalla 9年的教学生涯，我期望和我的家庭一起在阿德莱德安顿下

来。我特别感谢我班级的学生和家长们，你们让我感觉非常温暖，同时我也

要谢谢所有社区人员和同事们。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中英双

语学校工作，我对今年充满期待。  

 

Aimee Eberhard 

嗨！我叫Amiee Eberhard, 我今年新加入普林顿国际学校。今年是我教书的

第三年，我之前在Reynella East 学院教书。我在Port Pirie长大，读大学的

时候搬来阿德莱德。我非常享受和朋友，家人相聚的时光，尤其是在约克半

岛。我十分期待今年在普林顿国际学校的精彩历程。 

 

 

 

Dianne Floreani 

大家好！我叫Dianne Floreani 我特别高兴能够在今年加入普林顿国际学校。

我来自Wandana小学，在那我担任多种职位，包括原住民教师，英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师，同时我还是学前班至7年级的文学主管。今年我在普林顿国际学

校担任4年级教师和英语强化学习主管，并负责分层教学。  

 

 

 

 

Branimir Cirjak 

嗨！我叫Branimir Cirjak, 我是5/6A 班的老师。去年，我在普林顿国际学校担

任代课老师，今年我非常兴奋和激动可以加入普林顿国际大家庭担任全职教

师。我对教学充满热情，我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支持和鼓励。放学后，

我喜欢园艺，厨艺，充分享受和朋友家人相处的时光。我期待在学校见到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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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h Krimizi 

我叫Mariah Krimizi，我是5/6年级的老师。我是南澳大学师范专业的毕业

生。去年我非常有幸可以在普林顿国际学校实习。我对教育充满热情，

致力于为学生创建充满意义的学习旅程。我期待成为学校社区的一部

分。在大学的时候，我还选修了体育和健康，我认为这对提倡健康生活

方式非常有帮助。我喜欢网球，阿德莱德乌鸦队，我还喜欢旅游和海

滩。我来自希腊家庭，我热爱美食。 

 

 

高中部教师 

Simon Illingworth 

凭借28年城区和乡村多所学校的教学经验，我被任命为普林顿国际学校2020年高中

部副校长。我上一份工作是在澳洲数学与科学学校从事领先学习，并与南澳的各所大

学紧密合作以确保学生走向实现个人目标的道路。 

 

 

 

  

Caitlin Boyd 

我的名字是Caitlin Boyd，今年我教高中英语和历史。我是大学毕业生，去年我

在普林顿国际学校实习并担任一些助教工作。我现在已经完成了阿德莱德大学

教育本科的学习并取得了学位。 

 

 

Chloe Harrington 

我是新任的信息技术主管，帮助员工和学生使用新科技。同时，我还是11年级的

年级主任和科技主管。我之前在Roma Mitchell 高中任教，教授数字科技技术，

同时对员工进行科技培训。在上任工作之前，我在ClickView公司上班，培训教

职工如何使用最新的教学软件。我还在两所私校任教过。在我成为教师之前，我

曾在国内和国外的银行金融机构任职。我热衷于将我的个人经验传授给学生，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校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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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lin Zhang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2006年，我从中国来到阿德莱德留学。 2008年教育硕士

毕业后，我在Salisbury高中找到了第一份教师工作。我在Salisbury高中任教近十

年，主要教授8至11年级中文课程。我非常开心加入普林顿国际学校，今年我将担

任7年级班主任并教授8至10年级的中文课程。我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我致力于

帮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中文。我期待今年和学生们一起合作，我相信今年会是

非常精彩的一年。 

  

 

Kevan Varley 

我的名字是Kevan。我非常自豪能够重返普林顿学校。在很多很多年前，

我在普林顿完成了我的教育实习，并在90年代中期回校任教。我的教书生

涯始于80年代，之后我曾任职于航空公司，是一名电脑程序员。之后，我

重新返回校园，开始教授电脑信息课程。最近我开始教授数学，因为我喜

欢不断地学习。这将是我人生中最后的几年教书时光（马上要退休了），

我比以往更加充满热情，我对未来充满展望。我把我美好的祝福带给学院

里的每一个人。 

 

 

Georgia Boylan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Georgia Boylan，我是普林顿国际学校的编制教师。我来自

Roxby Downs地区的学校，在那我任教过7年。今年我将教授9至12年级的英语，

个人学习计划和地理等课程。 

 

 

 

Xinyu Hou 

大家好！我是侯老师，我非常开心能够在普林顿国际学校任教。今年我教授

的课程是数学和科学。我是中国人并刚从阿德莱德大学毕业。我对科学技术

充满热情，我希望可以在2020年和学生们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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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健康联系 

普林顿国际学校致力于支持每位学生的健康福利。我们希望与家庭共同合作以保障每个孩子在学校的学习

都是积极向上并充满回报的。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并不存在统一的育儿守则，但是我们希望通

过与家庭的共同努力可以为您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帮助和支持。每期校园简报，我们都会刊登一些有用的网

站，这些网站免费为所有家庭和监护人服务。 

 

儿童帮助热线 不仅仅是帮助儿童，其中很多章节也适用于家长。 

网站 https://kidshelpline.com.au/parents 或者电话 1800 55 1800 

 
 
 
 

以下是一些包含家长讯息的章节： 

 儿童和青少年焦虑 

 网络欺凌 

 沟通技巧 

 文化差异和冲突 

 儿童和青少年抑郁 

 帮助学生应对考试焦虑 

 

您可以和您的孩子一起，您向他们展示如何登上该网址以及如何定位求助热线。请不要忘记学校永远在这

支持您。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Cheryl Peat（高中部福利主管）或是Sue Morrison（小学部福利主

管）咨询更多信息。 

 

Cheryl Peat 

高中部福利主管 

 

学校财务 

付款方式 

付款首选方法为：登陆学校网址 -  我们的学校 - 付款。 付款时，请填写您的姓名，收据单号或是付款细

节。 您可以在收据上找到您的家庭编号。其他付款方式为： 

 Bpoint 在线电子支付 https://www.bpoint.com.au/payments/plymptoninternational 

 学院接受现金付款或是POS机刷卡付款。 

 

以下款项包含在2020年材料和服务费当中： 

$595 10至12年级 (其中 $35.00 每学期用于学生学习艺术，科技，食物与招待等课程） 

Cathy Wisdom 

财务经理 

 

 

 

https://kidshelpline.com.au/par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