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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家长们

欢迎来到第二周
重要通知

学校现在的政策是对将在营地与陪同孩子们的父母进行警察审查。
在 Rototuna 小学，所有与我们的孩子们一起过夜营地的父母都需要接受警察审查，这也是教育部的建
议。
请注意，每次警察审核都要收取$10 的费用。这个费用要家长自己出。
填写此表格并不意味着您将会被自动选中去营地，但如果没有此表格，您将肯定无法被考虑。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下载和打印的表格，或者您可以打电话到办公室领取一个。
填写完此表后，请扫描并发送电子邮件至 office@rototunaprimary.school.nz 或致电学校办公室，我们将为您处理。
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处理，所以如果您打算参加我们的营地/ marae 旅行，现在这将是强制性的并三年有效。

来自校长办公室
Kia Ora Katou.
我们已进入第二周了，现在我希望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计划在今天或明天晚上参加你的家长/老师谈话。这是分享学习成
功的重要时刻，并为我们的老师提供任何帮助，以确保本学年的剩余时间做到最好。
本周，我们很高兴欢迎 Kathy Lagoudis 女士加入我们的团队。凯西将于周一至周四在 17 号教室工作。菲尔本夫人将在周
五继续教书。
下周我们将对早晨间隔的饮食习惯做一些改变。就像午餐一样，孩子们有机会在外出前 10 分钟在他们的房间里吃零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将确保学生的安全，确保没有人在吃饭时玩耍或移动。这也应该减少任何操场上的垃圾。
Rimu Hub - Stephenson 夫人和 Totora Hub - 麦克劳德夫人/斯科特夫人上周末已转移到新校舍。他们将分别在 P2 和 P3。 P1 将保持空
置，因此我们可以在第 4 学期开始用于新生。教育部告知我们，我们应该再收到两个临时教室，目标是把大家从 hub 里移出来。
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
Mā te ngākau aroha koe e ārahi - Let a loving heart guide your decisions.
Ngā mihi nui
James Eldridge

家长会

我们剩余的家长访谈将在接下来的几天举行，现在可以预订。 请访问 www.schoolinterviews.co.nz 并使用以下代码：qbqdj
明天 8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2 点 - 下午 5 点
14 号房间（辛格小姐和斯派塞先生）仅限：8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1:30 - 下午 5:00 和 8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30 - 下午 5:00。 这些访谈将在学
校办公室的面试室举行，
在所有面试日都是正常的上学日。

来自体育老师
Player of the Day – 只针对校队
Gemma Bird,Tayyibah Cajee, Zoe Salmon, Xavier Bailey, Jonathan Li
请在星期二下午 3 点之前发送电子邮件至：roleary@rototunaprimary.school.nz

Kindo 目前提供的付款：
●
●
●
●
●
●
●

●已注册学生的合唱之旅 - 请在 8 月 1 日之前支付 KINDO 费用。
●Te Awamutu 乐队之旅
● Tui 动物园之旅
●自愿学校捐赠（全年或学期选择）
●日历艺术/文具订单
●迪斯科披萨订单（仅适用于特殊饮食要求）
●警方审查有意去营地/ marae 的父母入住 2020 年 - 仅限 3,4,5（2019）年的父母

Kindo is our online payment system that allows you to pay for all our school activities or sports 24 hours a day/7 days a week. You can pay via bank transfer (no fees) or credit card
(fees apply). Add regular top ups if you’d like, then allocate to payments when you are ready or just pay as you go. Direct links to Kindo available on the school app, website or go to
www.kindo.co.nz

重要日期
如果您的孩子有特殊饮食要求并想订一块比萨饼，请跳到 KINDO 订购：
GF 夏威夷，GF 奶酪，Dairy Free 夏威夷，GF＆DF 夏威夷，无大豆和坚果夏威夷。 截止日期为 8 月 8 日星期四订购。

艺术日历
学生们正在努力创作他们的日历艺术。 这些将在未来几周内查看。 如果您有兴趣购买您孩子的艺术品，您可以通过访问 KINDO，当您可以查看
不同的艺术选项以及有气味的钢笔和铅笔。
所有订单都需要在 8 月 30 日星期五之前提交
来自办公室的提醒
学生缺勤
出于安全的考虑，请在每天上午 9 点 10 分之前告知办公室您的孩子迟到或缺勤。 您可以使用学校应用程序上的 Absentee 链接给我们发送
电子邮件或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并在缺席线 853 2470 上留言。请记住，学生必须在返回学校前 24 小时清除任何呕吐或腹泻症状。 这有助于
其他学生和我们的员工保持健康和良好。 长假缺席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reception@rototunaprimary.school.nz
正确的联系方式
办公室工作人员发现由于过时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许多家长无法联系。 如果您更改了手机，电子邮件，工作号码或搬家，请告知我们，
以便我们更新记录。
失物
如果您的孩子丢失了衣服，请检查大厅里的蓝色大桶。
学校银行业
办公室提供 First Credit Union 登记表。 初始存款$5，后续金额任意，以帮助孩子们定期储蓄习惯。 学生会收到银行存折，以跟踪他们的储
蓄记录并看到他们的储蓄增长 存款将在每周四从办公室的信用联盟锁箱收取，并在下周一返还给学生。

来自副校长办公室
战略计划是一份重要的规划文件，规定了学校 3 年的目标和指标。 我们的战略计划基于我们的成就结果，以及我们从家
长，老师和学生那里得到的关于我们优先事项的反馈。 在战略计划中，制定了一个年度计划，该计划在学年开始时实施，
这样它就可以有效地制定教学和学习计划，并在全年指导我们学校的活动。 这也有助于我们学校确定我们的优先事项，并
专注于实现这些目标！ 以下是我们 2019 - 2021 年战略计划目标的概述：

Rototuna 小学：战略计划概述 2019 -2021
使命宣言：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优质教育

Our Values
1.

学校
授权学生掌握学习知识并确
定他们的学习途径。

2.健康
毛利人健康的 4 个组成部分
是精神，心灵，身体和社
会。 缺一不可。

3.我
认识并重视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知识。

4.关系
建立并加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共享伙
伴关系。

Strategic Goals

2019 Actions

学生进步，
成就与帮助：
•加快优先学习者，尤其是毛利人在阅
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进步
•使用教学作为查询来支持加速教学法
•使用协作查询来探索加速的关键驱动
因素
•增加对学生对帮助
•改进和扩展数字化学习工具
•探索基于探究的学习

•在学校内，COL 教师将为已确定的优先学习者提供额
外的学习支持（每学期为期 3 周）。
•优先学习者在每个班级的写作
•优先学习者每周将有 3 次课堂学习辅导支持
•在 spotlight 中嵌入进度和成就报告
•Ako Whakatere 将继续为优先毛利学生服务
•将教学个性化做为探究过程
•在 tam 级别进行协作式调查，探索加速教学法
•Spotlight 用于教学计划
•进一步开发数字化学习工具
•设计基于探究的学习模型，以整合主题和读写能力
•设计跟踪和报告系统，以便在 spotlight 上阅读
•关于学生帮助的全校 PLD 课程
•制定共享的识字和数学计划，并通过 SPOTLIGHT 分
享
•将为写作和数学撰写 7 年级和 8 年级的进展
•4-6 年纪的学习者将设计作家的工具包
•提供整个学校的恢复性实践专业发展和学习
•制定和实施符合恢复性实践的学校范围的行为管理程
序和系统
•建立明确的学校价值观
•为教师提供情绪恢复力培训
•培养同伴调解员的技能
•关系在第 1 学期连接
•分析从 Rongohia te Hau 中收集的数据并制定行动计
划
•在学校的概念化课程中嵌入方法论
•有针对性的职业发展：文化和语言
•关系在第 1 学期连接
•whanaugatanga 第一学期
•Whanau 和 iwi 小组会议
•Ako Whakatere 连接
•将父母/家庭与 sporlight 联系起来
•在 spotlight 上向家长嵌入报告
•跟踪优先学习者家长的参与情况

幸福成功：
•为员工和学生提供增强社交情绪健康
和情绪恢复能力的策略。

文化敏感的教育学
•加强并进一步发展有效的文
化响应式教学法，确保所有
独特的文化得到认可，满足
价值观和学习需求。
加强家庭伙伴关系：
•加强并进一步发展与父母和
家庭建立有效的伙伴关系，
使父母和家庭能够参与孩子
的学习之旅。

Ngā mihi nui
Kylie Morris

社区通知
如果参加开放日，请记住：
上午 9:30 游览：向 Rototuna 办公室提供建议，告知您将迟到。 所有学生必须在返回 Rototuna Primary 时登录。
1.45pm 游览：学生必须在 Rototuna 小学办公室签名，然后与父母/看护人一起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