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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我们致力于通过与学生家庭和社区紧密合作，创建一所重视儿童培育环境的幼儿园。 

 

我们欢迎并重视Pennant Hills War Memorial Children's Centre 的所有学生家庭，并鼓励您与

我们成为合作的伙伴。 

 

Pennant Hills War Memorial Children's Centre 为 70 多年来向社区提供了基础的、非盈利的高

质量幼儿教育而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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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理念  

我们相信：应与学生的家庭建立真诚、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 

我们明白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老师。与学生家庭合作、了解彼此的期望，并使用彼此的知识相互

促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可以提高儿童的学习成果，同时这些基于相互信任、接受和尊重的关系都

对儿童大有裨益。 

 

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孩子建立联系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每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经验、观点、期望、知识和技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的学习。在我们眼中，孩子是强壮、

有能力和坚韧的，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儿童的权利，以及他们的观点、希望和梦想，都是我们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我们理解孩子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了解自我和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因此我们会鼓励孩子积极参与自己的学习，

从而支持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我们相信：学校里的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学习的机会。 

我们提供寓教于乐的灵活学习环境，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去探索、实验、选择和承担合理风险，开放式的体验让孩子

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技能。我们鼓励孩子成为充满好奇心的学习者，在学校里他们学会与同龄人及老师合作，交流

与讨论。我们相信合作形式的教学能够反映孩子的兴趣；家庭的参与；老师的专业；教学的目的性和身边时事。 

 

我们相信：学校的学习环境可以激发儿童的巨大潜力。 

我们相信充满创新和激励的学习环境可以促进孩子们合作、交流和探索。我们重视自然环境及其带来的美感和创造

力。我们的学校拥有包含许多自然元素的优美户外空间，室内外活动场地都可以促进我们儿童和老师的健康和福祉。 

 

我们相信：高比例经验丰富并持有证书的老师们与孩子交流互动，可以最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我们支持学校老师不断进修专业知识，因为我们相信这会为学生及其家庭带来更好的成果。我们的老师着重建立与儿

童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并支持儿童培养强烈的幸福感。我们的老师理解并尊重学生家庭和当地社区的多样性，

创造每一个孩子都受到重视、包容和欢迎的文化。 

 

我们相信：时刻保持批判性的思维、反思性的实践和高水准的专业精神。 

学校老师时常会讨论和反思我们的教学，这不仅能更有效地指导日常教学，还能让我们紧跟当前幼儿教育发展趋势。

我们的老师们致力于通过信任、尊重和诚实地合作，建立一种合作精神和专业精神的文化。 

 

我们相信：对本地和广大社区拥有归属感的重要性。 

我们相信归属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孩子、家庭、教育工作者和管理委员将会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学校

凭借卓越的幼儿教育和保育而闻名，在本地社区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和重要地位。我们重视并尊重澳大利亚的原住

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遗产，并努力确保儿童有机会了解这些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世界历史及未来的影响。 

 

我们相信：支持儿童尊重环境和我们周围的世界。 

我们将可持续性的理念与实践融入幼儿园的各个方面。我们相信可持续性不仅指环保，还应包括公平与公正。考虑对

后代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对环境和人类的共同责任都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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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 

 

本校是一所独立的，非盈利性质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学前班学校，并且由家长自愿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监督

管理。 

 

本学校采取成员制。所有家长都可以在每年三月举行的年度大会上被提名为管理委员会成员。 

本校由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资助并监管： 

 

国家学龄前教育质量标准 (the 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澳大利亚幼儿教育框架 (the Early Years Learning Framework) 

 

详细信息可在以下网站浏览或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打印件：www.acecqa.gov.au 

 

反馈 

 

Pennant Hills War Memorial Children’s Centre 邀请学生家庭向我们提供有关幼儿园的反馈。 

我们很高兴听到您关于幼儿园服务的任何想法。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致电或直接与我们相谈。办

公室亦外设有意见箱。 

 

如果您对幼儿园有任何疑问，请与任何工作人员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phwmcc@iinet.net.au   

 

或邮寄至管理委会主席： 

PHWMCC 

3-7 Shields Lane 

Pennant Hills  

NSW 2120 

 

所有投诉均根据幼儿园的投诉管理政策进行处理，该政策可从幼儿园政策手册或我们的网站上获

取。您可以亲自到访，或通过电子邮件、信件 向工作人员、园长或管理层投诉。 

 

任何与许可证明相关的投诉请直接发送至： 

新南威尔士州幼儿教育和护理局 

NSW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Care Directorate 

Locked Bag 5107 

Parramatta NSW 2124 

1800 619 113 

ececd@det.nsw.edu.au 

http://www.acecqa.gov.au/
mailto:ececd@det.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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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时间… 

 

本校学期与新州公立学校学期一致，每天上午8:15至下午3:45（一年共40周）。 

 

学生和家长请在早晨 8：15分之后进入学校，并在下午 3：45 之前离开。 

 

课程设置… 

 

学校采用澳大利亚幼儿教育框架（EYLF）。我们的课程以游戏为基础，寓教于乐，旨在反映儿童

的个人需求和兴趣。 

 

我们着重于设计有利于鼓励孩子探索，创造和深入了解的教学环境。我们认同学龄前教育对于语

言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运动和协作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

鼓励孩子们挑战自我。 

 

孩子们通过在自然户外环境中随心所欲地玩耍来探索和学习，因此这是校园活动中重要的一环。 

 

我们重视开放式游戏，并为孩子们提供多种学习机会。 

 

老师们会和孩子们互动并且记录下每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情况。 

 

班级老师随时欢迎家长前来讨论孩子的情况，或者预约一个时间和老师详谈。 

 
教室里存有每位孩子的专属文件夹，家长可以随时查看。 

 

包含每周学习方向的活动计划会在教室里展示。欢迎家长阅读并提出您的想法和创意。 

 
 

分享孩子的一天… 

 

我们每周都会与孩子的家人分享课堂经验。将通过以下多种方式完成： 

 

电脑播放幻灯片 

在教室墙上张贴学习故事 

和老师面谈 

班级邮件 

 
您的班级老师们将为您提供许多参与孩子学习的机会，比如分享您的想法、讨论和定期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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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PHWMCC 拥许多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家庭而倍感自豪，并利用此优

势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体验。请随时

与我们分享你们家里特别的庆祝活

动，例如宗教节日、食物、音乐、故

事和传统。 

 

短途出行… 

 

学校不定期安排孩子离开学校出游。在孩子们出发前，学校将向各家庭提供相关行程信息，解释出行

目的、目的地、时间、人员安排和风险评估。同意孩子参加短途旅行的家庭需要签署一份同意书。 

家庭参与… 

 

家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学校活动。 

 

PHWMCC 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学校 

PHWMCC 家长团——组织社交活动和筹款 

班级家长——协调班级晚宴，或其他有趣的事情！ 

 

欢迎您随时来参观学校，诚邀您与我们分享想法、爱好、兴趣、职业、文化经验和技能。我

们欢迎学生父母在外出行程中提供协助。也欢迎学生父母给我们的相关教学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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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维护… 

 

我们邀请学生家人帮助我们维护学校的花园和菜地，如果您有意参与其中，请联系您的班级或办公室。 

 

PHWMCC在进行小维修时会聘用本地工人或邀请学生家长帮忙。我们经常会发出“你能帮忙吗？”的邮

件给家长，这有助于降低学校运营成本。 

志愿劳动… 

我们每年一到两次会邀请志愿家庭来到学校帮忙，例如给花圃铺木屑，刷油漆、园艺和其他零工。 

 
学校管理条例审核以及教学质量改进计划 (QIP)…… 

学校诚邀家庭为改进教学质量出谋划策，并会以电子邮件通知您相关信息。我们重视您对学校管理的意

见和建议。我们的教学质量改进计划将在办公室外及每个教室中展示。 

 

部分管理条例可以在教室和我们的网站上获取。完整的手册可在办公室领取。或点击此链接： 

http://padlet.com/phwmcc/mg3n3c2wjqkip4ob  

兄弟姐妹… 

 

欢迎学生的兄弟姐妹来幼儿园，但无论在室外还是

室内都必须始终在您的照顾下，不能无人看管。 

http://padlet.com/phwmcc/mg3n3c2wjqkip4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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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和离校… 

 

如果您的孩子因故缺席，请发送电子邮件或致电办公室，以便我们通知老师，并在需要时提醒其他

家庭注意感染，例如水痘。 

 

孩子们到达幼儿园时必须先洗手，因为这可以减少传播感染。鼓励所有孩子整理自己的书包并放进

储物柜。 

 

所有孩子必须在到达和离开时由家长或看护人在教室的出勤表上签字。 

 

如果有其它接孩子放学的安排，例如和同学出去玩，由不同的人接走，请务必告知老师。请查看出

勤表是否有老师关于孩子的留言。 

 

只有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指定的成年人才能从幼儿园接走孩子。他们必须年满 16 岁。 

 

除非得到家长授权（可能会要求提供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否则老师将不允许儿童离开学校。 

离开幼儿园时请记得拖紧孩子的手，

因为儿童独自过马路非常危险。 

Shields Lane 上的“Stop”标志经常被

忽视！ 

 

请注意我们的双层门 - 不要同时打开

两个门，因为一些暂无人看管的小孩

可能会跑出学校，这是很危险的。 

 

从幼儿园后面的木板路走来时，请注

意不要让您的孩子独自跑到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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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除非家长另有要求，否则所有通知都将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有关教室的其他信息亦会放在您教室的出

勤记录表旁边。 

 

各班级经常会通过交流簿或电子邮件向您寻求帮助或为活动计划建言献策。 

 
 

各班级都有自己的电子邮箱，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与您的班级老师进行交流。如果您的孩子因病请

假，请在联系班级老师的同时抄送（CC）至学校邮箱，以便我们监控任何疾病模式或应呈报爆发。班级

电子邮箱在册子最后老师的照片下方。 

 
 

如果您希望通过书面形式收到信息、发票或收据，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的话，请通知办公室，老师

会把打印件放在您孩子的便签袋或储物柜中。 

 

个人资料变更… 

 

如果您的个人资料（例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联系方式、地址、接孩子的代理人等）发生任何变更，请

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办公室。这些资料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至关重要。 

 

车辆和停车… 

 

请家长在 Willis Ave 和 Shields Lane停车。请注意，幼儿园入口两侧的空地仅供员工停车。我们的员工在

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进出，因此请不要在任何时间将车停在员工停车场前面。 

退学… 

 

如果您想为孩子申请退学，请务必在学期内，提前 4 周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否则将被收取 4 周学

费。 

在每年第 4 学期开学后申请退学的家庭将被收取该学期的全额费用。 

任何更改将由园长酌情决定并与管理委员会协商。 

请记住，将儿童/婴儿留在车内无人

看管是违法行为，如果儿童在车内

无人看管，工作人员会联系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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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 

我们乐意分享您孩子生日的喜悦。 

我们鼓励家庭为您的孩子提供20个单独的小纸杯蛋糕与他们的朋友分享。 

 

如果您的孩子有过敏症或食物不耐受症，请送来6个小蛋糕或其他零食，我们将把这些食物存放在幼儿

园的冰箱，在同学庆祝生日时给您的孩子单独准备。 

 

如果您想邀请孩子的朋友参加生日会，可以将邀请函放在您教室里孩子们的便签袋中，或者交由老师统

一分发。 

 

“零坚果”… 
请不要给您的孩子带任何坚果类产品到幼儿园。因为有许多对坚果过敏的儿

童，我们的幼儿园是“零坚果”校园。 

 

PHWMCC将始终有受过“过敏反应管理”培训的教育工作者在场，并且在紧

急情况下使用备用的“Epipen”。 

 

如果您的孩子对任何产品敏感或过敏，请务必在开学前通知幼儿园。 

需额外照顾的儿童…… 
 

您的孩子在婴儿时期是否接受过医生、治疗师、机构或协会的治疗？这些治疗可能会影响他们上学吗？请

告知幼儿园并提供您孩子的最新评估，例如任何言语病理学家、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心理学家或儿

科医生的报告。 

 

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请联系办公室以便我们和您进行一次单独的会议，讨论我们将如何支持您的孩子并

帮助他们融入学校。 

 

保护儿童… 
 

在 PHWMCC，我们致力于为儿童提供安全的环境，并遵守 10 项儿童安全标准。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受过

有关儿童保护方面的培训，有法定的报告义务，任何处于重大伤害风险下的儿童都将被报告。 

 

如果您对儿童的安全和福祉有任何疑虑，请拨打儿童保护热线 132111。 

 

所有儿童安全政策都可在我们网站上“Padlet”中找到，办公室外有打印件供取阅。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

详情，请咨询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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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 
 

学校提供Cancer Council品牌 SPF30+的日常防晒霜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特殊的防晒霜，请与您的任课

老师讨论。您可以提供自己的防晒霜，请附上产品材料安全数据表。 

 

我们将在早上户外活动之前和当天下午给孩子涂抹防晒霜。 

 

着装规范… 

为了防晒，我们要求孩子在书包里放一顶遮阳帽，并且穿着能遮住肩膀的衣服。 

孩子应该穿着方便如厕和能舒展手脚尽情玩耍的衣服。请常在孩子的书包里放一些备用的衣物。 

鞋子应该适合户外活动——请不要让您的孩子穿着人字拖上学。 
 

和解行动计划 (RAP) 

在 PHWMCC，我们致力于致敬和尊重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我们制定了 RAP，并将努力 在2023 年实

现目标。我们的学龄前儿童和当地社区都将深入参与这项计划。 有关RAP 详情包含在家长信息手册

中，办公室外有打印件供您取阅。 

 

如厕训练….                 

我们理解部分孩子可能在第一学期初时需要如厕训练的支持。如果您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需求，请在一

月份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学校，以便我们在开学时提供帮助。 

 

紧急疏散和封锁... 

学校在这一年中将定期与孩子们一起进行紧急疏散和封锁演习。 
 

在幼儿园真实发生疏散或封锁的情况下，将联系各家庭告知孩子的位置。如果封锁，孩子们将留在学

校内。如果疏散，孩子们将被带去Wollundry 公园或学校旁的保龄球俱乐部。 

 

可持续性 
 

PHWMCC为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感到自豪。孩子们将参与园艺、蚯蚓养殖和资源回收，养成节约

水电的好习惯。 
 

我们还鼓励家庭： 
 

“零包装”--给孩子带尽可能简化包装的食物 

给学校捐赠小手工原材料，例如盒子、盖子、软木塞、纸板卷、酸奶容器等（请勿捐赠鸡蛋纸盒或厕

纸卷） 

 

如果您有不需要的纸张用品或信封，欢迎随时捐赠给学校。我们的目标是减少消耗，再利用和回收。 

 

为了方便您正确地回收家用电池、打印机碳粉和墨盒、用完的彩笔、面包袋塑料标签和瓶盖，学校里

设立了这些物品的收集点，欢迎使用。 

 

我们的主旨是让孩子们学会在学校里“按需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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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感染… 

  

如果您的孩子在上学前需要服用扑热息痛，他们在学校时可能会感到不适并感染其他孩子，因此请将

他们留在家中。 

为了尽量减少感染的传播，学校将遵循新南威尔士州公共卫生法案和法规 – www.health.gov.au 中规

定的指导方针。 

当孩子有以下状况时请勿上学： 

 

在过去 24 小时内服用处方药，这是为了确保孩子开始康复并且没有药物副作用。 

患有肠胃炎或腹泻，直到 过去24 小时没有腹泻或呕吐，除非另有说明。 

发烧，需要服用扑热息痛。 

在过去 24 小时内出现过抽搐或癫痫发作。 

上学前 2 小时发生过哮喘。 

身上出现皮疹或斑点。 

眼睛、耳朵或鼻子有黄色或绿色的分泌物。 

未经治疗的头虱、疥疮、癣、癣、脓疱病。 

任何新冠肺炎症状。 

 

如果孩子有上述任何一种症状，或： 

 

经过老师评估为症状较重且无法参加正常日常活动，需要额外照顾或需就医的。 

 

学校会联系家长来接走孩子。 

 

如果我们收到头虱或其他传染病爆发的病例报告，学校将通过电子邮件与家庭联系。 

 

药物管理… 

如果您的孩子在校时需要服药，老师只会使用以下药物： 

由孩子的医生开具的处方药，药物在原包装内，处方标签上标有孩子的姓名和剂量。 

药物在有效期内。 

 

所有药物都必须经由家长交给老师，并填写“给药授权”表。表格由家长填写并交给班级老师。我们

无法管理非处方或未贴标签的药物。   

 

如果您孩子的体温达到 38.5 摄氏度或以上，并且无法联系到父母，如果家长已经在孩子的信息表里

同意在此情况下给予药物，工作人员将给您的孩子服用一剂 Panadol。 

 

哮喘/过敏反应/医疗情况 

 

如果您的孩子患有哮喘或过敏反应，您需要在开学之前提交由主治医生提供的医疗管理计划，并且始

终把孩子的药物保存在学校。鉴于交叉感染管理条例，您还需要为哮喘治疗提供自己的哮喘喷雾。 

 

所有其他医疗管理计划也必须在孩子开始上学之前提交。 

http://www.health.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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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 

 

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持有急救证书，其中包括 CPR、哮喘和过敏反应管理方面的培训。 

 

疫苗记录… 

 

根据 2010 年公共卫生法案规定，报名入托前所有家庭必须向服务机构提供儿童的免疫记录证明： 

证明孩子已打过适龄疫苗，或 

证明孩子因健康问题不能打全所有疫苗，或 

如果孩子逾期未接种疫苗，证明已安排孩子补打疫苗。 

 

自2018年1月起，因父母意愿而拒绝接种疫苗的儿童将无法报名入托。 

 

更多信息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阅http://www.health.nsw.gov.au/immunisation/Pages/childcare_qa.aspx 

 

PHWMCC 只接受以下文件： 

 

  澳大利亚儿童免疫登记处 (ACIR) 的免疫记录证明 

 已获得疫苗提供者认证的 ACIR 疫苗豁免 - 医疗禁忌表 (IMMU11)，或 

 一份 ACIR 免疫记录证明，疫苗提供者证明已安排孩子补打疫苗。您可以致电1800671811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acir@medicareaustralia.gov.au，来获取孩子的免疫历史记录。 

 小贴士 …    

 

清洗衣服上的颜料 
 

先将衣服在冷肥皂水中浸泡一夜，然后在温水中搓洗。 

 

不要使用热水、洗衣粉/液或喷雾型去污剂  

请记得在孩子接种4岁疫苗时和学校办公室更新他们的免疫记录。如果不

这样做，您的孩子将被视为未接种疫苗。 

http://www.health.nsw.gov.au/immunisation/Pages/childcare_q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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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入学…… 

 

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将与您和您的孩子一起努力，让你们快乐、安全地融入学校。 

请您做到以下几点： 

 

孩子会感觉到您的焦虑，并可能自己也变得焦虑。因此请在孩子开学期间的保持积极和快乐的

心态。 

和您的孩子谈论他们将在幼儿园做的所有美好的事情。时常开车或步行经过幼儿园，参加迎新

午餐时拍摄孩子喜欢的事物，使用这些照片制作一本可与孩子分享的书。 

如果您的孩子在与父母分离方面需要帮助，请与班级团队讨论，她们将为您提供帮助。 

孩子通常喜欢固定的安排，所以如果你不能早到校，请尽量在早上9点前到达学校。然后和孩子

说再见，不要为了多亲一下孩子而一再停留！即使不舍而流泪，也要迅速而自信地说再见

（大多数孩子在你上车之前都会安定下来）。工作人员会在这里帮助您。 

如果您担心您的孩子，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的孩子生病或不安，我们会与您联系。 

如果您需要讨论分离问题，请与老师约时间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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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带到幼儿园的东西…… 

书包 - 需要足够大，可以装下午餐，早茶，水壶，帽子和替换的衣服。 

饮用水 - 一个供早茶和午餐时饮用的大水壶（带有封闭的盖子，因此瓶口不会暴露）。请检查您的

孩子是否可以独立打开水壶。您的孩子全天都用这个水壶喝水，有需要时老师会重新灌满水壶。最

好使用透明瓶，这样我们就可以监控孩子的饮水量 。 

早茶（和午餐分开，另外存放在一个单独的容器中，请标注您孩子的名字）——一种低盐低糖的

营养丰富的零食，例如水果、奶酪、酸奶、干果、蔬菜棒、饼干、蘸酱等等。 

请减少预先包装食物  

午餐—（和早茶分开，另放在一个单独的容器中，请标注您孩子的名字）请提供您孩子常吃的营

养午餐。所有食物都会放入冰箱，所以请不要使用保温袋。 

 

我们不能在学校里重新加热食物，也不建议用保温壶储存食物。请参阅迎新指南中的“潜在危险食

品”表。 

请把棒棒糖、薯片、巧克力或坚果制品等零食留在家里！ 

 

帽子-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帽子都是必须戴的，所以请确保您的孩子在书包里总是有一顶宽边帽子。 

请给孩子准备一套完整的衣服。孩子们经常玩水或玩泥巴时弄湿，学校可提供的备用衣服有限。 

 

请将玩具留在家中，以免遗失重要物品！ 

 

请不要让您的孩子穿着角色装扮服装来上学。我们学校里有很多各种装扮的衣服。 

 
 

请在所有衣物和其他物品上标注 

小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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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在每学期前学校会出具相关费用的税务发票给每个家庭，请预先支付。除非事先安排分期付款（请联系

办公室安排时间表），所有费用都应在每学期的第2周时全额付清。第4学期的费用应在每年11月底前全

额支付，以便我们为税务审计准备账目。 

费用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   

 

 

公平收费… 

持有低收入家庭医疗保健卡（示例如下）的家庭可以获得相应的费用减少。 

 

如果您想申请减少学费，请联系办公室。可用金额取决于学校的预算，数额每年有所不同。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 136 150 联系家庭援助办公室 

或访问他们的网站：www.familyassist.gov.au 。 

 

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家庭，及经医生诊断为残疾的儿童可获得公平费用援助。 

http://www.familyassist.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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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什么都没做 

当孩子们放学回到家， 

跑到院子里玩耍时被问道： 

“告诉我你今天做了什么？” 

他们的答案也许会让你沮丧叹息。 

“没有，我今天什么都没做！” 

也许“没有”意味着“我读了一本书”， 

或者……“和老师一起过家家”。 

也许是“我画了一幅蓝色的画”， 

或者“听了一只会飞的老鼠的故事”。 

可能是“我自己写字了”， 

或者“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好书”。 

也许是“我今天帮助了一个朋友”， 

或者“在我最喜欢的地方玩”。 

也许是“今天第一次 

用剪刀剪了一条非常直的直线”。 

也许是“我完整地唱完了一首歌”， 

或是“与一个特别的新朋友合作”。 

三、四或五岁孩子的心里住着长出翅膀的天使， 

“没有”意味着很多很多。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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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n / Tues / Wed -  Garraway Classroom 
 

    Cathy White               Sam Thomson               Myra Lucky  
 

email : catherine.phwmcc@iinet.net.au 

Jill Crispe 

  

Director 

Margo Leggott 

  

Office Manager 

Mon / Tues / Wed -  Warragal Classroom 
 

   Sue Rosenblum       Dianne Gunstone     Georgie James 
 

email : sue.phwmcc@iinet.net.au 

Mon / Tues – Buru Classroom 

   Jodie Elliot                 Sandra Sosic     Ginny Fox 
 

email : jodie.phwmcc@iinet.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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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 

Wed / Thurs / Fri – Buru Classroom 

   Nerida Hall                     Sandra Sosic    Eva O’Hara 
 

email : nerida.phwmcc@iinet.net.au 

Thurs / Fri – Warragal Classroom 

   Megan Stoddart            Jane Pines                  Laudie Miate 
 

email : megan.phwmcc@iinet.net.au 

Thurs / Fri – Garraway Classroom 

   Alison Gierek                Lorraine Zeaiter     Rose Moait 
 

email : alison.phwmcc@iinet.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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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Dates: 

 
Term 1 

 
Fri 27th Jan – Thurs 6th Apr 
(Children start Mon 30th Jan)  

 
Term 2 

 
Mon 24th Apr – Fri 30th 
June 

 
Term 3 

 
Mon 17th Jul – Fri 22nd 
Sept 

 
Term 4 

 
Mon 9th Oct – TBC 

 
____________ 

 
 

Public Holidays: 

 
26th Jan – Australia Day 

7th Apr – Good Friday 

10th Apr – Easter 
Monday 

25th April – Anzac Day 

12th June – King’s Birthday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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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学校时该如何帮助孩子安顿下来 

1. 对孩子的校园生活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2. 为避免交叉感染，所有进入幼儿园的孩子都应先进入洗手间用肥皂洗手。 

3. 到校时——家长必须在孩子出勤记录上签名，注明并告知工作人员任何接送安排的变

化。 

4. 如果需要，在孩子的面部、手臂和颈部涂抹防晒霜。 

5. 帮助孩子整理书包。 

6. 午餐将统一放入一个篮子里，老师会把篮子放到冰箱。 

7. 水壶放到瓶子架里。 

8. 早茶要么放在篮子里，要么放在储物柜里靠外面的位置。 

9. 帽子放在储物柜里靠外面的位置。 

10. 取走孩子前一天的绘画或者手工艺作品。 

11. 帮助您的孩子签到- 如果他们还不会独立签名，可以沿虚线描画字母。如果他们暂

时做不到这也请不要担心。 

12. 坐下来和孩子读一本书，做一个拼图或选择一项活动与您的孩子分享——请放松。 

13. 当你离开时，请放心并保持积极的心态。要与您的孩子说再见，并告知工作人员您

要离开，以便我们能够帮助您的孩子。 

14. 如果您担心您的孩子，请致电幼儿园——不要坐在家里担心。我们很乐意去教室查看

孩子并回复您的电话。 

15. 确保您准时接孩子！在第一周时最好可以早点来，因为如果你迟到，孩子可能会因

此焦虑。 

16. 花时间了解您孩子的一天，与老师面谈并观看电脑幻灯片。 

17. 检查孩子的便签袋内是否有任何通知。 

18. 拿上孩子的书包、手工艺品、帽子和水壶。 

19. 说再见，出勤表上签名登出。 

20. 请不要在学校里逗留，因为工作人员还需要为第二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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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phwmcc.org.au. 
 
Here you will find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information such as policies, parent handbooks, 
waiting list information, staff lists etc.  

 
 

 
 

Like us on Facebook 

“Pennant Hills War Memorial Children's Centre” 

3-7 Shields Lane 

Pennant Hills NSW 2120 

02 9484 1133 

0447 014 809 

:phwmcc@iinet.net.au 

www.phwmcc.org.au 

 

Service registration details:  
 

Service Approval Number: 
 

SE 00008690 
 

Provider Number: 
 

PR00004968 
 
Nominated Supervisor: 
 

Jill Crispe 
 

Supervisor Approval Number: 
 

CS00001758 
 
Responsible Persons: 
 

Jill Crispe 
Sue Rosenblum 
Nerida Hall 
Jodie Elliot  
Sandra Sosic 
Alison Gierek 
Cathy White 
Megan Stoddart 

http://www.phwmcc.org.au
mailto:phwmcc@iinet.net.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