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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普林顿国际学校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学习环境和种族多样性。 我们为参加

全国和解周活动的学生感到自豪，学生们制作了精彩的视频和“和解之路”

的视觉展示。 他们出色的作品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可，并已经被展示在他们

的网站和弗林德斯的总部办公室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在我校的

YouTube频道上查看他们制作的视频。  

 

最近学校的另一个亮点是创新的虚拟校长导览学校。由于大量的需求和来自家长的积极反馈， 

我们将在COVID-19的限令条件下举办更多的虚拟导览活动。 学前班至6年级的虚拟集会也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生们在STEM区域进行表演，其他学生们从教室登录观看全程。我非常开

心看到大量学生取得了卓越，创新，尊重和责任等各种奖章。   

.   

随着季节步入冬季，我们在此友情提醒家长，我校的校服商店在周二上午8：15至9：15，和周

四下午3：00至4：00开放。我们备有长袖衬衫和软壳外套。 管理委员会最近审查并实施了统

一的校服政策，请家长在我校的网站上查看。  

 

6月5日是无学生日，整个校园在这天关闭。 因此所有员工可以参加专业拓展。 我校的校园改

进计划包含多个关键领域： 文学，信息科技技术，双语教育和身心健康。 教职工们和Selena 

Woodward合作制定了各种策略，通过各种技术来扩展学生的读写能力，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能力。   

 

第一学期已接近尾声，老师们忙着完成成绩报告和成绩评估。我十分期待阅读这些内容，并看

到从学前班至12年级的学习增长。  

 

愿大家都健康平安。  

 

琳达 理查德森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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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 

友情提醒，学校的第一个打铃时间是早上8点45分。 当铃

声响起时，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走进教室等待上课。 所有

学生不得在8点20分之前进入校园（OSHC 除外），这是

出于安全考量，因为8点20分之前，没有教师执勤。  

 

缺勤或是迟到会影响您的孩子或是其他班级成员。 如果

在学生出勤和守时方面您需要帮助或是支持，请随时联系

您孩子的老师。 如果学生的缺勤引起了学校的担忧，老

师会联系家长和监护人进行面谈。  

 

您的孩子无法按时上学是否有以下原因？ 

早上不愿起床 

晚上不愿睡觉 

找不到校服，课本，书包... 

吃早饭太慢 

没有完成作业 

看电视 

担心学校的考试或是作业 

担心要交作业 

学生的生日 

如果是以上原因，给孩子设定固定的时间线可以帮忙： 

规定睡觉时间 

规定起床时间 

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校服，书包和课本  

设置吃早饭时间 

设定每天做作业的时间 

多谈谈上学的益处 

 

准时和持续的出勤率很重要 

准时上学意味着您的孩子有更好的生活机会。 您的孩子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可以学的更好，交更多的朋

友，每天能更快乐，他们将拥有更好的未来。  

 

 

 

缺勤意味着缺失 

所有的学生都应保持95%以上的出勤率。 

 

法律责任 

法定学龄儿童的父母/监护人必须确保孩子们接受全日制教

育。 家长们必须确保所有孩子正常上学并全天待在学

校。  

 

出勤率影响学习成绩 

你知道吗？ 平均而言，出勤率高的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

成绩。 教育部发布的研究表明，出勤率低的学生在离开

学校后更有可能不会接受再教育，就业或是培训。 研究

认为出勤率低和学业成绩差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只有3%

的学生（缺勤率超过50%）能以及格成绩通过5门或是以

上的学科测试， 然而对于出勤率超过95%的学生而言， 

这个百分比高达73%。  

 

出勤率80%好吗？  

对于一门考试而言，80%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但是当

出勤率只有80%的时候，那意味着4年中有整整一年的时

间浪费了。  

 

迟到有负面影响 

迟到可导致： 

扰乱课堂秩序 

影响成绩 

学生自己觉得尴尬或是沮丧 

迟到累积导致学习缺失：  

迟到5分钟每天等同于一年丢失3天时间 

迟到10分钟每天等同于一年丢失6天时间 

迟到15分钟每天等同于一年丢失10天时间 

迟到20分钟每天等同于一年丢失13天时间 

迟到30分钟每天等同于一年丢失19天时间 

Caitlin Nicolle 

小学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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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福利与家庭联系 

在忙碌的一年中，普林顿国际学校继续与您合作，以支持您孩子的身心健康。 通常，家长和监护人可能会

感到不知所措，难以应付育儿困境。 我们想提醒您， 你并不孤单， 普林顿国际学校永远在这支持您。  

南澳家长服务热线1300 364 100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接听电话，仅收取本地通话费用。家长服务热线由

合格的咨询师提供支持，他们将按照您家庭的需求，制定策略以做出有意义的改变。他们为您提供信息和

资源，并帮助您更清楚地了解家庭动态。 此项服务是免费的，并由儿童求助热线和学校共同推荐。  

Cheryl Peat 

高中部福利主管 

 

 

 

全国和解周 

全国和解周于5月27日至6月3日举行，重点是加强原住民和澳

大利亚人民之间的关系。此活动主题为尊重，平等和团结。

它是关于理解，学习和共同努力以创建一个和解与和平的国

家。  

 

在过去的几周，普林顿国际学校的学生们一直在努力庆祝国

家和解周。几周前，一些学生集思广益，想通过一段视频来

探讨和解读和解对他们的意义。 一群7-11年级的学生非常努

力地为学校制作了视频，该视频还发布在了我校的社交媒体

上，并在南澳教育部的社交媒体上共享。  

 

今年是距2000年在悉尼海港大桥举行的首次和解漫步的20周

年。 

尽管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无法参加全学校的和解漫步，但我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和解漫步。来自各年级的

学生在纸足迹上涂色，画画并写上和解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的信息。这些足迹目前展示在我校走廊的两

侧，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和解之路。  

我们5/6年级学生的足迹甚至拓展至到了南澳大利亚教育部位于弗林德斯街道的总部。随着全国和解周活动

的结束，请记住，和解与尊重应当全年进行。  

Claire Parker 

实习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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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读写  

5月27日星期三， 1/2C班的孩子们参加了全国同步故事时间。 每年在全国各地同时阅读一本由澳大利亚作家和插画

家撰写和插图的图画书。今年的书是由Lucinda Gifford 撰写的“惠特尼和小甜甜布兰妮的小鸡第瓦斯”。 我们一起

观看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广播电视，特别来宾Gabby Millgate读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有关两只华丽的鸡天后的故事，它们喜欢每晚表演。 在读完故事之后，我们学生自己创造了他们心中第瓦

斯鸡。下面是一些学生的创作和读后感： 

“我喜欢画这只鸡，我喜欢画各种图案“  

Jasmine  

“我喜欢给我们讲故事的女士的面部表情“  

Xavier  

“我很喜欢第瓦斯鸡的穿着打扮“  

Isabelle  

“我非常喜欢那位男士在他的帽子上装饰了一只鸡“  

Ryan  

“我喜欢那位女士讲小鸡们的故事“  

Rashi  

Aimee Eberhard 

1/2C 教师 

 

书本推荐 

 

“爱妮莎的字母表”，作者Mike Dumbleton。在这本书里，爱妮莎

带着读者按着字母表的顺序体验了她坎坷的一生，从无名的饱受战

争的国家到难民营，再到拥挤的船只走向自由与安全。学生们可以

从我校图书馆借这本书。  

Dianne Floreani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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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研讨会 

从5月27日到6月17日，早上10点半至12点，EMP提供时长90分钟的在线会议。 现在，很多年轻人每天花几个小时的

时间玩网络游戏，他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例如：赌博和在线欺凌带来的伤害。 很多父母和监护人感到不知所

措，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 在线研讨会的目的是弥合家长和年轻人兴趣之间的鸿沟。 家长和监护人可以了解所有最

新的统计数据，技术和专业术语，同时了解在线游戏的所有主要风险和收益。  

 

如果您对解决在线游戏问题的挑战感到不知所措，那么本研讨会将为您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以及如何与年轻人互动和建

立联系的策略。  

 

有关该课程的更多信息，请参照https://emppathways.com.au/cyber-awareness-presentation。如果您想要注册，请发

邮件至b.seby@rasa.org.au 或是 b.curnow@rasa.org.au ， 然后您将获得一个链接，点击链接您就可以加入免费的

在线研讨会。  

 

Sue Morrison 

教育学习辅导主任 

 

 

5/6 年级网络游学活动 

最近5/6年级的学生们参加了一次虚拟的网络游学活动。 我

们与一位名叫Carrie的向导交谈，她在西部的布法罗比尔中

心的博物馆工作。 我们了解到黄石国家公园中不同类型的

栖息地 。 该公园建于1917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Amelie

现在在墨尔本，因此我们用Teams 邀请她加入我们，和

Carrie 一起Skype 通话。  

Maria 

5/6B班的学生 

 

动植物的适应性是帮助动物和植物在环境中生存的特征。

适应性可分为三种： 行为的，生理的和结构的。 从网络

游学考察活动中我了解到， 水獭的身上有一层厚厚的防水

毛皮，这层毛皮可以保持体温。黄石国家公园的水獭在平

原盆地里生活。它们在玩耍时会互相拥抱，它们的脚像鸭

子一样有蹼，蹼有助于它们在水中滑行。  

Jett  

5/6B班的学生 

https://emppathways.com.au/cyber-awareness-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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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照相日： 周四 6月11日 

 

记录下您孩子在学校的美好回忆。 

 

请花时间阅读MSP照相信封上的付款须知， 请记住以下几点：  

 

 您可以把您所有孩子的钱全部放在一个信封里， 但是您的每一个孩子在拍照时需要出具自己单独的信封 

 您可以在学校前台办公室领取家庭信封，您需要在拍照前或拍照当天进行预约。 请提醒您的孩子他们有家庭照

要拍 

 请将恰好的钱数放进信封，因为当天不找零。 我们接受现金，支票，或是信用卡信息。 

 

 

 

为什么不试试网上支付呢！  

这是最快捷，最安全的付款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邮箱： admin.adelaidesouth@msp.com.au    电话： 08 83913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