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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A.学校日程、课程安排和着装要求

B.午餐和加餐

C.接送孩子上下车区

D.课外出游、课外活动和大型校园活动

E.与学校沟通

F. CÉ、CPSR 和学校志愿服务

G.药物

H.我的 Saint-Remi 小学

A.学校日程、课程安排和着装要求

学校常规的上课时间？

早间托管服务：7:00am~7:45am
学生到校时间：7:45am~7:55am（校车、步行或自驾车接送）

第一节课：8:00am~9:00am
第二节课：9:02am~10:02am
课间休息：10:04am~10:19am（零食加餐）

第三节课：10:21am~11:21am
午餐：11:23am~12:38pm
第四节课：12:40pm~1:40pm
课间休息：1:42pm~1:57pm
第五节课：2:00pm~3:00pm
离开学校（步行或父母汽车接送）：3:03pm
离开学校（乘坐校车）：3:10pm
课后托管服务：3:03pm~6:15pm

有人帮助我的孩子上下校车吗？

学校会安排 6 年级学生帮助学前班和 1 年级学生上下校车，走廊里也有监督员陪同 2 至 4 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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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孩子迟到该怎么办？

如果您的孩子在上午 7:55 之后到达，他/她必须由学校主门进校，并前往秘书办公室领取迟到卡，然

后在 8:03 之后前往教室。如果多次迟到，学校可能会要求课后留校。

课间休息和午餐时间所有的学生都在校园里一起玩吗？

休息时间所有学生都在校园里一起活动，学前班的学生会在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小型“学前班”游乐区和一部分

校园区域游玩。

即使天气恶劣，孩子们也会出门吗？

一般来说，学校鼓励孩子们在两次课间休息和午餐休息时外出活动。但是如果太热、太冷或下雨，学生们

会留在室内。比如在“学前班水族馆”、大厅区域或图书馆，他们会在有人看管的情况下活动，具体区域根据

年级会有不同，午餐后的时间就留在各自的班级。

每周有多少英语课？

1 至 4 年级的学生每周有两次半小时的英语课， 5 年级和 6 年级的学生每周有三次半小时的英语课。魁北克

所有的法语学校都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授课。

每周有多少体育课？

学前班学生每周有两个 45 分钟的大运动发展课程。 1 至 6 年级学生每周有两个 1 小时的体育课（总共

120 分钟）。

关于“Aide aux devoirs”家庭作业帮助计划？

老师会安排需要帮助的学生参加“Aide aux devoirs”计划，以便通过家庭作业使他们得到帮助。老师会发送

一封信给需要帮助的学生的家长，概述该计划的目的和时间安排，家长必须回复老师“同意”或“不同意”。
一般来说这个计划会安排在下午放学后，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内容是听写、阅读以及与课程相关的其

他内容。

学校有统一的着装或颜色要求吗？

没有。

孩子们在学校需要一双特殊的鞋子吗？

孩子们应该留一双室内鞋在学校使用，室内鞋应该舒适，同时适合在体育课上使用。

体育课的着装？

适合体育课的 T 恤、短裤和/或长运动裤。您可以将这些物品放在一个单独的小包里，让孩子留在他/她的储

物柜里。

B.午餐和加餐

学校有餐厅吗？

没有。学生必须自带午餐，学生们按年级分批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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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和加餐禁止哪些食物？

学校不鼓励喝软饮料，不鼓励吃糖果和各种甜食。

上午的加餐安排？

早上的加餐是在教室里吃的。

应该给孩子带什么样的加餐到学校？

大多数老师都要求加餐应该是健康食品：水果、奶酪、酸奶、蔬菜等，最好将松饼和谷物能量棒之类放在

午餐时间。

学校可以订热的午餐吗？

可以。可以向学校的午餐供应商订购热的午餐。学校不再提供微波炉加热食物。

午餐时间安排？

学前班到 3 年级的学生在 11:30 开始吃午餐，然后去外面玩。4 到 6 年级的学生先在外面玩，然后在 12:00
左右回来吃午餐。

C. DROP-OFF AREAS下车区

早上开车送孩子应该在哪里下车？

有两个下车区： BEACONSFIELD Blvd 和 NEVEU Avenue。

沿 BEACONSFIELD Blvd 向东行驶的，应该使用 BEACONSFIELD Blvd 的下车区，父母不得下车为孩子开门。

沿 BEACONSFIELD Blvd 向西行驶，应该使用 NEVEU Avenue 的下车区（因为 BEACONSFIELD Blvd 向西行驶

时，高峰时段禁止左转到下车区）。在使用 NEVEU AVENUE 下车区时，孩子下车之后出口必须右转前行，

以避免干扰高峰时段 NEVEU Avenue 上车的顺畅行驶。

下车区规定：车辆必须尽可能往下车区最前沿移动，以便使下车区能停放更多的车辆，父母不允许下车给

孩子开门。如果您的孩子需要人帮助下车，您需要找到车位停车然后步行。停车：如果您来自学校西部，

可以将车停在 BRETON WOODS。如果来自东部可以停在 WOODRIDGE CRESCENT，也可以停在 NEVEU
Avenue 下车区南边（之后）的几个停车位。下车区（之前）往北的所有停车位均为工作人员保留车位。

不建议在学校建筑正前面的 NEVEU Avenue 停车：因为当你离开需要倒车时，可能会造成街道上的拥堵，甚

至可能发生事故，而且也可能会妨碍学校工作人员停车。

如果是午餐时间接孩子，应该在哪里等侯？

请选择距离孩子教室最近的下车区等候，比如学前班的孩子最靠近 NEVEU AVENUE 下车区。请遵守街道上

的交通标志，并且与您的孩子约好在哪里接他/她。如果他/她不知道，就应该去学校的秘书办公室处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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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我应该在哪里接孩子？

如果您在下午 3 点放学后（不乘坐校车也不课后托管）接您的孩子，您应该去早上送孩子的下车区。请不

要在下车区停车，汽车必须始终在移动。2 个下车区的开放时间为 3:03 至 3:10，3 点 10 分之后，您必须进

入学校的主入口来接您的孩子。

D.课外出游、课外活动和大型校园活动

课外出游如何组织？

教师选择外出的地点和时间。学校会向家长发送邮件，详细列出当年的课外出游清单，并附有活动介绍、

日期和可能的额外费用。（目前休闲活动大约 35 加元，MEES 会补贴相关的教育活动费用）。

有什么学生可以参加的课外活动？

秋季和春季分别提供多种课外活动，如地板曲棍球、空手道、合唱团、尊巴舞、BRIXOLOGIE、即兴表演等

等。有些活动会在午餐期间举行，有些则在放学后。

什么是 EXPO-TRAVAUX（学生艺术展）？

EXPO-TRAVAUX 是春季举办的学生艺术展，每个班级都会展示他们的艺术项目。对于学生家庭来说，这

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看到从幼儿园到六年级学生丰富、多样的进步。

什么是'RÉMIADES'？
RÉMIADES 是六月份在校园里为 SAINT-REMI 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组织的一个大型聚会，以庆祝学年结束。

E.与学校的沟通

从哪里获得学校的信息？

有很多方法可以保持联系并了解学校的活动。

•日程记事本 Agenda：您的孩子将在学年开始时收到学校的日程记事本。里面包括一个“通信袋”，它是家长

与教师书面沟通的重要工具（例如将回函或沟通信件交给教师）。学校的各项规定也写在日程记事本里。

•父母通讯（电子邮件简报）：每月向父母发送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学校活动的有用信息，也包含过

去和即将到来月份需要记住的重要日期信息。

•学校网站：以下网站能获得优秀的信息资源：

学校网站：www.ecolecsmb.com/saintremi
家长委员会网站 Cooperation Parent Saint-Rémi - CPSR：www.parentsaintremi.ca

通知学校改变孩子日程安排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例如：我的孩子今天想要在家吃午饭，或者我的孩子

今天例外不乘坐校车回家）？

传达此类信息的最佳方式是 ，以便相应的变化能提

前通知到孩子的老师。

如果您在前一天忘记了写通知，或者当天又发生了变化，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致电 514-855-4206 联系

学校秘书，您也可以拨打 514-855-4166 联系托管服务。因为这是计划之外的事件，所以接送孩子要在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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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处，但是，我们建议家长尽早通知学校任何的变化，以尽量减少对教学的干扰。

如何打电话询问有关校车的问题（校车迟到，校车站点，校车卡）？

校车服务（黄色校车）由 CSMB 教育局直接管理，所有信息和投诉请致电 514-367-8777。

如果我的孩子生病无法来学校，我该如何通知学校？

重要的是一定要在上午 8 点之前致电学校秘书您的孩子无法到校，也可以在语音邮箱（514-855-4206）里留

言：要说明您孩子的姓名和班级，缺席的原因和时间。

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下一学年所需材料的清单？

对于 Saint-Remi 现有的学生，他们将在学年结束时于 6 月收到清单。对于新生，他们将在 8 月中旬通过电

子邮件或邮寄方式收到他们的清单。

什么时候能收到有关下学年（校车，开学日日程等）的信息？

对于 SAINT-RÉMI 现有的学生，他们将在学年结束时于 6 月收到此信息。对于新生，他们最晚将在 8 月中旬

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收到信息。

“FICHE DE SOLEIL”/“MADAME SOLEIL”如何运作？（表彰）

根据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的良好品行，按照学校规定，给予表现优异的学生这个表彰。

“FICHE DE MANQUEMENT”如何运作？（处分）

“FICHE DE MANQUEMENT”（处分）是给予那些不遵守学校规定的学生。

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发送成绩单？

老师将在 9 月份出示他/她的年度计划，第一封家长沟通信件将在 10 月 15 日之前发送。École Saint Remi
使用魁省标准化的成绩单，成绩单会对您孩子的学习进行评估。成绩单在每个阶段结束时发送（11 月 20 日

之前为第 1 阶段，3 月 15 日之前为第 2 阶段，7 月 15 日之前为第 3 阶段）。

如果我不会说法语怎么办？我怎样才能与学校沟通？

您可以在孩子的日程记事本中为老师写一个英文便条。您还可以通过学校注册免费的法语课程。

F.学校管理委员会 CÉ、家长委员会 CPSR和学校志愿者

CÉ（学校管理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

CÉ就学校的教育政策、实施教育政策的程序、分配给每个学科的时间、学校安全措施、学校预算等问题做

出决定。CÉ由 10 名成员组成，其中 5 名是学生家长，5 名是学校工作人员的代表。家长成员在 9 月份的年

度学校家长大会上选举产生。

CPSR（家长委员会）的职能是什么？

CPSR 是一个志愿家长组织，旨在促进学校的教育目标，以及增进学生及其家庭的成就和幸福感。它的主要

目标是支持工作人员完成 CÉ制定的目标。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ARENTSTRE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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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才能更多的参与学校？

有很多方法可以参与其中。

•加入理事会（CÉ - CONSEIL D'ÉTABLISSEMENT），在 9 月份的家长大会上作为候选人出席。

•参加家长委员会（CPSR）的月度会议（通常每个月的第一或第二个星期一晚上 7 点在学校图书馆举行）。

或者您可以通过填写 WWW.PARENTSTREMI.CA 网站上的志愿者表格自愿为特定的 CPSR 活动提供志愿服务。

•在学年开始时回复学校图书管理员的志愿者请求，志愿成为孩子的图书馆管理家长。

•当您孩子的老师向家庭发送需要课堂或外出活动家长志愿者的请求时，请自愿参加。

•请注意，所有与孩子一起的志愿活动都需要进行警方的背景检查，请咨询秘书处索取警方背景检查表格。

ÉCOLESAINT-RÉMI 如何参与社区活动？

家长委员会（CPSR）组织了许多基于社区的活动，例如圣诞购物篮捐款，收集冬季服装，为本地长期护理

中心的人们制作工艺品，公共工程欣赏活动等。欢迎提供新项目的想法！

G.药物

如果我的孩子在上课时间需要服药，我该怎么办？

首先，孩子不允许在学校自己携带和持有药物。

其次，工作人员不能处理非处方药。

第三，如果您的孩子必须在上课期间服用处方药，家长必须填写服用药物同意书表格，该表格在托管服务

办公室处领取。药品必须放在有处方标签（姓名，日期，剂量）的原始容器中。表格和药物都将保存在托

管服务办公室。



页 7 / 7

H,我的 Saint-Remi 小学：

E H D A A
Élèves Handicapés ou en Difficulté d’Adaptation ou 
d’Apprentissage
Le comité donne son avis à la Commission scolaire 
sur les ressources affectées pour les services 
éducatifs aux élèves ayant des besoins particuliers.
http://public.portailadm.csmb.qc.ca/sites/ccsehdaa/
default.aspx

C onseil d’établissem ent (C É )
Il est composé de 10 membres (5 parents et 5 
représentants du personnel). Amène les agents de 
l’éducation à se parler, à travailler ensemble, à partager 
les mêmes orientations éducatives pour développer le 
projet éducatif et le budget de l’école.
www.ecolecsmb.com/saintremi/conseil-detablissement/

Constitué de tout les parents 
bénévoles, le CPSR vise à 
promouvoir la participation des 
parents à la réussite scolaire de 
leur enfant.
www.parentsaintremi.ca

É cole S aint-R ém i
www.ecolecsmb.com/saintremi/
514-855-4206

Commission scolaire Marguerite-Bourgeoys
www.csmb.qc.ca

Les enseignants 
&  spécialistes
Les enseignants et les spécialistes (enseignants de 
musique, éducation physique, anglais, animation à la vie 
spirituelle et à l’engagement communautaire) voie de 
communication principale est l’agenda de votre enfant ou 
514-855-4206.

Le service de garde est ouvert les 
jours de classe, l’heure du dîner et 
les journées pédagogiques selon le 
calendrier scolaire. Par inscription 
seulement.
www.ecolecsmb.com/saintremi/
514-855-4206

Mon École Saint-Rémi

P ersonnel non enseignant
Le personnel non enseignant inclus l’orthopédagogue, 
l’orthophoniste, la psychoéducatrice, psychologue et les 
techniciens en éducation spécialisée. La voie de 
communication principale est l’agenda de votre enfant 
ou 514-855-4206.

* Une foire aux questions est disponile sur le          
site www.parentsaintrem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