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us accueillir,
avec plaisir!
新生家长指南
Programme des travailleurs
d’établissement dans les écoles

Vous accueillir,
avec plaisir!

目录
致辞.............................................................................................3
•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DSFS）局长
Monique Boudreau女士给大家的一封信

• 新生接待及支持服务协调员Amira Khedhri
女士给大家的一封信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简介...................................... 4 | 5
• 使命、愿景、及展望
• 组织价值观及信条

新生接待和支持服务....................................................... 6 | 7
• 学校安置服务项目
• 语言习得课程

新不伦瑞克省教育体系..........................................................8
• 学区、区教育委员会及学校支持家长委员会

全球教育体系............................................................................9
• 为什么选择法语教育

教学理念...................................................................................10

• 国际文凭（IB）课程................................................................ 15

• 体育-艺术-学习课程.................................................................. 15
• 校历................................................................................................ 16

• 杂费................................................................................................ 16

• 学习用品....................................................................................... 16
• 着装规范....................................................................................... 18

• 餐点及小吃.................................................................................. 19
• 课间休息....................................................................................... 19

报名入学...................................................................................20
• 学校分配....................................................................................... 20

• 班级分配....................................................................................... 20
• 学校参观....................................................................................... 20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DSFS）
所辖学校分布图......................................................................21
幼教服务...................................................................................22
- 幼儿服务....................................................................................... 22

- 日托服务....................................................................................... 23

学校生活...................................................................................12

校车服务...................................................................................24

• 学习支持服务.............................................................................. 12

新移民接待组织......................................................................27

• 卫生与健康.................................................................................. 12

• 艺术与文化.................................................................................. 13

• 校内外活动.................................................................................. 13

• 教学制度....................................................................................... 14

2

VOUS ACCUEILLIR, AVEC PLAISIR!

加拿大法语术语表.................................................................26
其他实用资源..........................................................................27

VOUS ACCUEILLIR, AVEC PLAISIR!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DSFS）局长Monique Boudreau
女士给大家的一封信

欢迎加入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所辖学校，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多元化学区。为您的孩子选择法语
公立学校绝对是明智的选择。新不伦瑞克省是加拿大唯一的官方双语省份，同时学习英语（主流
语言）和法语是您孩子的优势。

选择法语学校是牢固掌握双语的最佳选择。我们免费提供优质的教育和有意义的学习机会，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发展个人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让他们能够在不断变化
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和职业目标。

我们的学校对全世界开放，积极创新、鼓励合作、探索兴趣与激情，并高度关注所有学生的融合
和身心健康。

我们还与家长及当地社区合作，实现我们的教育使命，感谢您参与孩子的学习之旅！

我谨代表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欢迎您的到来！

新生接待及支持服务协调员Amira Khedhri女士给大家的一封信

正如您所知，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并不容易！许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适应新的教学系统。
南部法语学校接待了大量移民学生群体，并关注移民学生及其家人在融入新学校时所面临的挑
战。因此，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努力提供接待和支持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学校系统。

我们是全省唯一获得加拿大移民、难民与公民部（IRCC）直接资助、为新入境家庭提供支持服
务的学区。

“接待您，很开心！”是我们接待与支持服务的口号。我们很高兴能为您提供此指南，希望它能够
解答您关于新不伦瑞克省教育体系的一些疑问，帮助您更好地融入新的社区。

如需帮助，我们团队也乐于为您服务！祝您阅读愉快！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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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多样化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简介：

我们的使命
让每个孩子在教育上获得成
功，帮助他们建立对阿卡
迪亚及法语文化的认知和自
信，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

• 新不伦瑞克省最大的法语学区

• 共有37所法语学校分布在省南部地区

• 共有15,341名学生，其中1,274名学生来自移民家庭

们的愿景

• 占全省法语学生人数比例52%以上

• 4,000名固定和临时员工，其中包含大约1,200名教师

新不伦瑞克省法语教育系
统的长远目标

• 171所日托中心，包括141所早教和育儿中心和30个家
庭式日托中心

让所有学生愿意上学、快乐上学，
并让他们认识世界并为改善世
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 超过1536名志愿者合作伙伴和923名提供资金支持的
合作伙伴，帮助本学区实现使命

注册人数

1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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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法语学校注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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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aires du DS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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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价值观和信念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的核心使命是让每个学生都获得学业和个人的成功。我们以五大组织价值观
为基础，并以此作为指导，引导我们的日常行动，努力实现我们的核心使命。

开放

合作

À L’ÉCOUTE ET OUVERTS D’ESPRIT

PLUS FORTS ENSEMBLE

我们乐于倾听，保持开放。我们保持开放
，并尊重差异和多样化。我们拥抱变革，
乐于接受新体验。

我们坚信，团结使我们更加强大。因此
，我们重视团队合作、商讨咨询，并分
享最佳实践。我们珍视彼此的付出，
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创新

EN QUÊTE DE PRATIQUES INNOVANTES
ET D’AMÉLIORATION CONTINUE

热情

PASSION ET CRÉATIVITÉ
AU SERVICE DE L’ÉDUCATION

我们是创新者，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
紧跟世界步伐而心系未来，且不断努力
完善自己。我们接受挑战，并将其转变为
创新的机会。作为变革的推动者，我们欢
迎新想法和新实践，勇于冒险，探索未知。

我们珍视热情。它可以激发创造力
、反思能力、创新力，更可以开放思
维。我们努力创造在校内探索、表达
和发挥激情的机会。

责任

IMPUTABILITÉ AU CŒUR DE NOS ACTIONS
我们注重个人的言谈举止，并为之负责。我们信守承诺，实施改善措施
，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专业、严谨、尽责是我们的驱动力。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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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接待和支持服务

教育的成功是我们的核心使命。因此，我们努力为学生提供一个有利于学习和成长的环境。为新生提供的接待
和支持服务是帮助他们成功融入的关键因素。

我们提供的服务充分考虑新生的特殊需求，无论是语言上还是其它方面，都尽力帮助学生成功适应新的环境。

Programme des travailleurs
d’établissement dans les écoles

学校安置服务项目（TÉÉ）

Vous accueill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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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上的成功，鼓励学生及其家庭积极参与学校及社区生活。

目标：
» 提高学生和父母/监护人对新不伦
瑞克省法语学校系统和加拿大文化
的熟悉程度

»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提高对社
区资源的了解程度
» 促使他们对新社区建立归属感

» 陪伴新移民家庭中的青少年，为他们的
学业、生活及职业规划提供支持
» 促进父母和监护人在加拿大社会各个方
面的融入程度，使他们具有必要的技
能，支持子女的教育和职业规划
» 提升学校工作人员的能力和技能，
以便更好地支持新移民学生融入
学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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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置服务项目旨在促进新移民学生顺利融入学校生活，获得

学校安置服务项目
竭诚为您服务！
» 协助新移民父母完成子女入学
注册
» 介绍学校系统和加拿大生活
» 介绍学校课程和课外活动

» 面向青少年及其父母，持续介绍与入
学安置及学校生活融入相关的信息并
提供协助
» 向父母和家庭推介学校和社区所提
供的服务与资源
» 面向父母和学校员工，指导和
提升文化包容意识

建立社区联系
» 面向青少年及其家庭，
组织社交和文化活动，以
帮助他们探索新环境并与社
区建立联系

» 帮助新移民家庭中的青少年积
极参与学校活动

» 为学生和家长创造分享和交流的
空间
» 鼓励青少年及其家庭参加学校活
动、课外活动及社区活动
» 筹办各类活动，为新移民学
生及其家庭营造友好且包容
的学校氛围

语言习得课程

语言学习是移民学生融入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不过，他们
获得学习上的成功，需要更加全面的方法以兼顾其适应与融
合需求，以及语言学习。

针对这一诉求，我们在学年期间提供语言习得课程，主要以
夏令营和动态课程的形式提供。它们可补充社区多元文化组
织提供的课程。此外，对加入法语学校时不会讲法语的新移
民中学生，我们还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法语课程作为补充。

新生教务专员通过和教师及教学支持人员会面，帮助学校关
注并了解新生所面临的现状及特殊的需求。这些会面促进了
文化多样性的交流，并实现资源共享。

语言习得课程也向学龄前儿童提供。详见第22页。

Christian Camilleri
是学校安置服务项目团队的一
员。对他而言，帮助新移民理解其
新社区的守则，以便他们了解其社
区的运作方式及其丰富性，这一点十
分重要。这有利于他们在获取知识的
同时，分享知识。
欲了解更多关于学校安置服务项
目、联系方式及所服务的学校，
请查阅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官网
(francophonesud.nbed.nb.ca).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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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不伦瑞克省教育体系

在加拿大，教育由省政府负责。在新不伦瑞克省，教育及幼儿发展部（EECD）是负责学校教育项目和提供幼儿教育服务的政府部门。
因为新不伦瑞克省是加拿大唯一的官方双语省份，教育及幼儿发展部设有两个独立的教育局：法语教育局和英语教育局。
5岁（12月31日前）到18岁或直到获得高中毕业证（年龄不超过21岁）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幼儿园至8年级学生就读于小学，
9-12年级学生就读于中学。年级划分依年龄而定。

学区

家长委员会

生，覆盖全省整个南部地区。它也是新不伦瑞克省最大的法语学区。

其它类型的家长委员会，帮助开展学校计划。

新不伦瑞克省设有三个法语学区。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接待了52%以上的法语学

学区负责：

• 管理其管辖的学校，保证学校顺利运行

• 确定其学区及其管辖学校的行政运行方式

• 提供适应性强的包容学习环境，促进身份认知构建
• 确保学区的教学满足政府目标

• 管理学生注册、校车、餐厅、基础设施等

区教育委员会

每个学区都设有由当地民选官员组成的区教育委员会
（DEC）。

区教育委员会职能：

• 设定学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 确定其学区及其管辖学校的行政运行方式

• 确保家长和学校社区的心声和关注的问题得到政府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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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协助委员会支持学校的工作。也可以成立

全球教育体系

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每个国家的教育模式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张图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新不伦瑞
克省的学校体系与世界其它体系相比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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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法语很快。”

Théo Martins, 来自巴西
（三年级
École Le Sommet, Moncton

ÉP

为什么选择法语教育？

让您的孩子就读法语学校是帮助他们掌握双语的最佳方式。在新不伦瑞克省南
部，法语群体是少数群体，鉴于英语在当地广泛使用，相对于法语学习，您的
孩子将接触更多的英语学习机会。

在南部法语学校，您的孩子将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法语教育并参加文化活动，建
立阿卡迪亚及法语文化的身份认知。

这将有利于帮助他们培养对新社区的归属感，同时学习两种加拿大官方语言。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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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

新不伦瑞克省劳动力需求量巨大。我们生活在加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和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为满足社会需求，我们需要培养敬业、
创新、有才、灵活、有韧性的下一代。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制定的政策目标

创业型社区学校的倡议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制定了政策目标，针对教育体系

创业型社区学校是促进能力培养的首选方法

根据该政策目标，要确保我们学区的每一位学生，在

创业型社区学校的倡议旨在帮助学校与社区

• 在其潜力的基础上，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个人最高水平

了盈利，而在于为学生群体提供培养创业技

中所有从出生到高中毕业的儿童和青少年。

之一。

完成其学业时：

联系更加紧密，更具创业精神。此举并非为
能的机会。

• 可流利掌握法语，了解阿卡迪文化遗产，并以之为荣
• 培养学生能力，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

10年教育计划
新不伦瑞克省政府在其10年教育计划中，明确将幼儿教育、识
字、算数、生活和职业规划作为工作重点。

该计划的第一项目标侧重于职业和生活准备，重点关注能力的培
养，包括可持续、可转移的社会情感能力、认知能力和沟通能
力，让学生享用终生。

正如一名新不伦瑞克省学生在毕业生致辞中所说，我们希望学生
们能够成为有担当的、有道德的公民，过上健康平衡的生活。

体验式学习的机会有助于帮助学生发现其长

处、挑战、激情和兴趣，促进学生的身份认知构建和实现其工作
及生活目标；通过各种不同社区体验培养其独立性、技能、韧性
和归属感。

促进创造力和创新的计划
许多项目可让学生利用技术手段，探索其创造力和创新。我们的
教育方法鼓励老师成为指导者和引导者，在孩子们的创新项目中
陪伴他们。技术为学习服务。

我们设立S’entr’Apprendre项目，通过一种注重能力培养的创新教
学方法，旨在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在国内外研究人
员的帮助下，该项目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可以跟踪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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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卓越
秉着不断完善的态度，我们将卓越绩效
管理系统深深嵌入本学区的组织文化

中。 每一年，改善项目使我们不仅提高
了教学水平，还能够克服许多领域的挑
战，包括行政和后勤方面。

Ginette Bourque是一名热
心且具有行动力的女性，也
是École Grande-Digue的一名老
师。她的学生每天都沉浸在真实
而有意义的学习中。作为一名学
习辅导老师，她还会关注每一
位孩子的独特性，发展他们的
长处，确保培养他们合作与相
互支持的战略和技能，让他
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持续
受益。

“我很骄傲，我现
在可以同时讲法语
和英语。”

Rhea（四年级）
École Le Sommet,
Moncton

Rhea, Seoah,
Rehyun Song
来自韩国

“加拿大的空气很干净。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就感
觉十分健康。”

Seoah（四年级）
École Le Sommet,
Moncton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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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
卫生与健康

学生和谐相处计划：反霸凌行动

创造适宜的条件，营造积极的校园氛围和安全健康的学习环

任何霸凌现象的战略。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计划是学生和谐相处行

身心健康是一切学习的基石。我们所辖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还制定了旨在创造互尊互助的学习环境、杜绝

境。

动（Harmonie pour les élèves）。

培养正念

该行动的目的在于，指导学校员工，让他们更好的管理校内霸凌现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保持开放，探索创新的方式促进学生健
康和正念。许多学校的老师会和学生一起练习正念，练习冥
想和意识呼吸，探索瑜伽和表达感恩带来的益处。

在一个节奏快、期待高的时代，许多学生都没有定力。正念
可以让学生们慢下来，专注于学习，学会更加放松，改善自
己与其他人的关系。

象，帮助学生掌握反霸凌的工具，变得更加自信、坚强。

学习支持服务

省内的学校不仅都十分包容，还可提供学习支持服务。学校的战略
团队每周定期会议，确定弱势群体，并明确如何以最佳方式帮助他
们。无论是通过学生信任的成人、学习辅导老师个人或小组辅导，
还是通过行为管理老师或者辅导员来提供帮助，学校都有适当的流
程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身心健康方面的指导。

通过一体化综合服务（ISD）模式，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发展和

公共安全部门的相关人员共同努力，相互协调，以更好地满足学区
内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需求。

一体化综合服务的儿童与青年（C&Y）小组由学校心理咨询师、心
理健康咨询师、学校社会工作者、心理健康社会工作者、社区工作
者、教育专家等组成，与各家庭、学校员工和社区机构合作。

学校和C&Y小组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一些私人机构也可以提供类
似的收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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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文化

艺术和文化是身份认知构建的关键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所辖学校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包括艺术表演、

书展、文学与电影节，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部与艺术家们合作展开的活动。
通过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机会建立文化认同。艺术和文化有利于法语者身
份的认知和构建，也让学生们得以建立与法语的积极关系和对阿卡迪亚文化的
归属感

校内外活动

文化和体育活动在校园生活和学生的整体体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活动可以在课内外
展开，有利于学生们在建立社交网络的同时发展其技能并获得乐趣。

参加这些活动时，您的孩子将需要遵守与校规一致的规定。学校保留收取一定费用以支持
活动开展的权利。如您无法提供相关金额，请联系学校校长，请求帮助。

在小学阶段，您将需要向学校提供允许您的孩子参加活动的书面同意书。针对上课期间的
活动，学校会安排交通出行。针对课外时间的活动，家长须负责其孩子的交通出行。

Yves Doucet是一名负责身份认知构建的教育官员。对

他而言，选择一所法语学校可以让孩子接触丰富、多

样、有趣的活动和体验，不仅教授孩子们许多知识，也
丰富了他们的身份认知，培养了自信。

Yves Doucet是一名负责身份认知构建的教育官员。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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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
教育计划

小学（幼儿园至8年级）
孩子们从五岁（12月31日前年龄）开始上小学。教育和儿

童发展部负责制定教学制度，而学区和学校则负责确定实
现教学目标的办法。

学校教授以下课程：法语、人文科学、艺术教育（包括视

必修课程包括：

法语
• 7个必修学分

英语（第二语言）
• 2个必修学分

数学

觉艺术和音乐）、个人与社会发展、体育、数学、科技和

从10年级开始，学校为学生提供多种数学课程计划。每种教学计划都

注学科的整合。

和兴趣。

英语（第二语言）。学校采取多学科的教学方式，重点关

中学（9-12年级）
中学提供9-12年级的教育课程，共40个学分。
9-12年级每门课的授课时间为93.5小时，相当于一个学分。
大部分课程以学期为单位进行教授（93.5小时=1学分），
也有些课程横跨整个学年（187小时=2学分）。

学习成绩达到55%以上，才算通过课程。要获得中学毕业

证书，学生必须至少完成34个学分：其中25个必修课学分
和9个选修课程学分。

设有特定的内容，以满足学生们不同的生活和职业目标所对应的需求

• 计划A
此计划适合想接受高等教育（对数学知识只做一般要求的大学或大
专院校）或者直接工作的学生。

• 计划B
此计划适合想接受对技术型数学知识要求更高的高等教育（大学或
大专院校）。该计划的数学教学更加系统，偏重解决问题的能力。

• 计划C
此计划适合想接受对理论数学知识要求更高的高等教育（大学或大
专院校）。它旨在培养学生抽象思维和数学建模能力。偏重以代数
和几何为主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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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凭（IB）课程

国际文凭（IB）课程是一个严密的两年期课程项目，通过考试来评估（设置内
部和外部评估测试），对16-19岁的学生开放。
它提供连续的国际教育，可提升学生对国际事务的认知，鼓励学生跳出所处环
境思考问题。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的IB课程仅在Dieppe的École Mathieu-Martin和Fredericton
的École Sainte-Anne这两所学校开设，但对学区内其它中学的学生也开放。

体育-艺术-学习课程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和大西洋体育-艺术-学习学院（Académie Sports-ArtsÉtudes de l’Atlantique）建立了合作关系，让学区内的学生能够参与将学习和
艺术或者体育相结合的课程。
项目旨在丰富学生的常规教育，所辖部分学校提供该项目，并且不断有新的
学校加入到该项目。它让对艺术或体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更好地提升他们在
这些领域的技能，同时鼓励他们在其它课程学习中保持卓越的水平。
信息咨询: 506-229-5061 • info@academiesae.com • academiesae.com

“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
结交了很多朋友。”

Mouad Elharti, Originaire du Maroc
（12年级）
École Mathieu-Martin, Dieppe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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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
校历

学习用品

的校历，注明课程的起止时间以及寒暑假及其它节假日：

所需学习用品清单。有些学校会在一定预算范围内统一采购学习

每学年包含195天，为每年9月至次年6月。每年六月发布下一学年
• 法定假日、圣诞假期和春假

• 家长教师见面会及教师进修日
• 教案备课或行政日
• 遇暴风雨雪停课

在加拿大每年11月至来年4月，受冬季暴风雪天气影响，学校偶
尔会被迫停课。若因恶劣天气导致学校停课，学校将在当天上

午6点左右在当地广播站或教育局官网“延误或停课”（Retards et

fermetures）栏公布。您也可以订阅个人通知，接收校车延误或学
校停课的消息。

杂费

新不伦瑞克省的公共教育免费。但是，为解决学年期间提供的各
项文化和教育活动产生的相关费用，在开学时您将被要求支付一
定金额的费用。

根据活动规划情况，每位学生需要缴纳$30到$60不等。如您没有

能力支付，请联系学校校长。任何孩子都不会因经济原因而受到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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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就读小学，则您将在学年开始前，收到一份详细的
用品。

在中学阶段，老师们会在开学前几天告知学生所需准备的学习材
料。

大部分大卖场都可以买到所需物品。请在孩子的学习用品上清楚
标出他们的名字，以便被别人拾到后归还，最好用不褪色的记号
笔。

您的孩子将在学年开始时，收到他们的课本。课本是学校资产，
仅借给学生使用。小学生必须在学年结束时归还课本，中学生则
必须在课程结束时归还课本，且须保证课本状态完好如初。

技术工具
小学生不需要技术工具。但是，由于技术是我们生活中
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使用这种工具可以使孩子更加轻松
地学习并与校内教职工交流。

中学生须携带自己的数字设备（笔记本电脑、带键盘的
平板电脑），学生可以连接校内网络，并使用其数字设
备辅助学习。

在学校（尤其是中学）使用这些设备，是学习环境的一
大重要组成部分。使用自己的数字设备具有以下优点：
• 学生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数字空间，储存自己的文件等
等。
• 他们的工具也更加触手可及，如此一来，在家学习更
加容易。

有困难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资助，帮助孩子
购买笔记本电脑，我们也为他们提供技术
支持。

更多有关省内购买学生笔记本电脑的财政援
助计划，请点击此处。

家校沟通
学校一般通过邮件与家长沟通。因此，对家
长而言，拥有电子邮箱账号并通过手机、笔
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查看邮件十分重要。

“我喜欢来到新的国家。”
Kateryna Popenko, 来自乌克兰
（三年级）École Le Sommet, Moncton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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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

着装规范

您的孩子应当穿着得体，衣着整洁并符合学校环境。部分学校设有着装要求。
新不伦瑞克省公立学校无校服要求。

着装指南
您的孩子早晨、中午、下午都可能会在室外活动。为保证舒适性，衣着选择应
当适应天气状况和环境。

• 冬季：冬装外套和滑雪裤、帽子（绒线套）、手套、围巾、冬靴
• 雨天：雨衣或雨伞、橡胶雨鞋（防水靴）

• 艳阳日：可遮挡紫外线的轻薄服饰、遮阳帽和防晒霜

• 如果您的孩子无法独立涂抹防晒霜，家长应在孩子出门上学前
帮他们涂好。
• 体育日：青少年应着T恤、短裤、运动裤或运动套装、
运动鞋，以及防汗香体露。
所有学生都有自己的衣物存放空间。小学生应准备备用
的内衣，可留在学校。部分学校为学生提供储物柜。

天气预报
欲了解每天早晨应该如何为孩子选择适合天气的衣
服，可查看加拿大环境署网站的天气预报
(meteo.gc.ca/canada_f.html).

“我们以为雪是面粉。我并不知道
那是雪。”
Noella Msewa, 来自坦桑尼亚
（10年级）École Sainte-Anne,
Frederi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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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香环境
许多人对气味高度敏感，甚至会过敏。加拿大实行无香政策，

不鼓励使用香水，而鼓励无香味的防汗香体露。无香产品与香味
产品同样有效，且各大药店有售。

餐点及小吃

您的孩子早上离家前，应该吃健康、营养的早餐。您也可以在他
们的书包中装好健康零食，以便在上午和下午休息时食用。

午餐有两种选择：

• 在学校餐厅购餐，种类丰富多样
• 也可以自带午餐

饭盒

课间休息

您孩子的午餐可以装在饭盒里。食物应放在密封的容器中，

课间休息是学生们的自由活动时间，也是孩子们结识朋友并在操

部分学校提供微波炉，可供学生加热食物。您可咨询校长，

休息时间结束时，会响铃提醒。孩子们需要回到教室，脱掉鞋子

并每日清洗容器。

了解学校是否有微波炉可用。

场上玩耍的时间。期间会有学校员工或志愿者指导看护。
和外衣进入教室。

有关食品的建议，请查询加拿大政府官网的加拿大食物指南
(guide-alimentaire.canada.ca/fr/).

注意

• 请记得在您孩子的饭盒中放入餐具

• 避免携带坚果或海鲜（贝类）类食物到学校，部分学生对这类
食物高度过敏，某些情况下，仅仅接触这些食物也可能导致十
分严重的后果。学校会为每个家长提供一个应避免的食物清
单，避免学生过敏。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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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入学

家长或监护人负责为其抚养的孩子注册入学。辖区内的所有学校
都可以提供学校安置服务。学校安置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帮助新入
境加拿大的家庭为使命，可以协助您完成整个入学报名流程。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所辖学校的入学报名可以通过教育局网站或
者前往您所属的学校完成。您将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 新不伦瑞克省居住地址证明

• 您孩子的疫苗接种证明（健康档案）

• 可确认孩子公民身份及出生日期的官方文件复印件
• 可确认家长公民身份的官方文件复印件

• 任何其他与学生档案相关的文件复印件（成绩单、护照、
出生证明，等等）

学校分配

您孩子就读的学校由您的家庭住址决定，可在南部法语学校教育

局官网“校车服务”（Transport scolaire）一栏查看。学区的学校清
单也可在该网站的“学区”（District scolaire）一栏查看。

如果您希望孩子就读非学区内的学校，必须先获得学区督学的准
许。如申请获得批准，则您将自己负责孩子上下学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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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分配

如您的孩子已到上学年龄，则您的孩子将接受测评，确认最适合
他们的班级选择。学校将尽全力为您的孩子安排最合适的班级，
并将与您和您的孩子一起努力，确保他们良好地融入学校环境。
请携带您孩子前一所学校的成绩单（如有）。这有利于我们更好
地了解您孩子的教育背景。

学校参观

您可以和您的孩子一起参观您所在社区的学校，以便更好地了解
学校的运行方式。您也可借此机会提出问题，了解学校员工。

如需安排参观，请联系当地的学校安置服务团队的工作人员，或
将您的需求发送电子邮件至：nouveaux.arrivants@nbed.nb.ca。

（*备注：学校安置服务团队的联系信息已在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
的网站中列出）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所辖学校
BAIE SAINTE-ANNE
Régionale de
Baie Sainte-Anne

BAIE SAINTE-ANNE
MIRAMICHI
SAINT-LOUIS-DE-KENT
RICHIBUCTO
SAINTE-ANNE-DE-KENT
BOUCTOUCHE

ROGERSVILLE
SAINTE-MARIE-DE-KENT

SAINT-ANTOINE
NOTRE-DAME-DE-KENT
GRANDE-DIGUE
SHEDIAC
FREDERICTON

COCAGNE
GRAND-BARACHOIS
CAP-PELÉ

DIEPPE

MONCTON
MEMRAMCOOK

OROMOCTO

QUISPAMSIS
SAINT-JEAN

标题
LÉGENDE

M - 5e année
M - 6e année
M - 7e année
M - 8e année
M - 12e année

3e - 5e année
6e - 8e année
6e - 12e année
7e - 12e année
9e - 12e année

BOUCTOUCHE
Clément-Cormier
Dr-Marguerite-Michaud

MONCTON
Champlain
Le Mascaret
Le Sommet
L'Odyssée
Sainte-Bernadette
Saint-Henri

CAP-PELÉ
Donat-Robichaud

NOTRE-DAME-DE-KENT
Notre-Dame

COCAGNE
Blanche-Bourgeois

OROMOCTO
Arc-en-ciel

DIEPPE
Amirault
Anna-Malenfant
Antonine-Maillet
Carrefour de l'Acadie
Le Marais
Mathieu-Martin
Sainte-Thérèse

QUISPAMSIS
École des Pionniers

FREDERICTON
École des Bâtisseurs
École Les Éclaireurs
Sainte-Anne

SAINT-ANTOINE
Camille-Vautour

GRAND-BARACHOIS
Père-Edgar-T.-LeBlanc

SAINTE-MARIE-DE-KENT
Mont-Carmel

GRANDE-DIGUE
Grande-Digue

SAINT-JEAN
Samuel-de-Champlain

MEMRAMCOOK
Abbey-Landry

SAINT-LOUIS-DE-KENT
Mgr-Marcel-François-Richard

MIRAMICHI
Carrefour Beausoleil

SHEDIAC
Louis-J.-Robichaud
Mgr-François-Bourgeois

RICHIBUCTO
Soleil Levant
ROGERSVILLE
Étoile de l’Acadie

SAINTE-ANNE-DE-KENT
Calixte-F.-Savoie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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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服务
幼儿服务

幼教团队可为家庭、早教和育儿中心、学校以及各种合作伙伴提供广泛的服务。

Parle-moi 语言培养项目

学习质量的支持

学龄前法语教育及语言习得

语言障碍矫正师及其助理们提供丰富的课

幼教服务团队可为早教和育儿中心提供教

早教服务团队提供丰富的课程，以期：

• 避免沟通延迟

和育儿中心针对0-12岁儿童提供优质的学

• 帮助并培训家长，使得他们能够陪伴孩
子学习法语

程和服务，以期望：

• 促进健康的语言发展

• 创造有利于培养沟通技巧的环境

• 筛查学龄前儿童沟通延迟或障碍的预警
信号
• 促进向学校系统的过渡并加强社群接受
能力

信息咨询

1-877-869-2040, info.parle-moi@nbed.nb.ca

育支持。学龄前教辅人员的任务是向早教
习活动，对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他们还
会分享简单、高效的策略，帮助家长充当
基本教育者的角色

信息咨询

506-869-6457, josianne.damour@gnb.ca

南部讲法语家庭与儿童（Famille
et petite enfance francophone
Sud）项目
南部法语家庭与幼儿项目为育有0-8岁儿

童、且对其孩子有疑虑和/或问题的家庭

提供支持服务。服务包括针对每个家庭的
不同需求，进行私密家访。

信息咨询 1-855-840-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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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

• 与学校及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促进服务
可持续性，降低学习中法语补习的需要
通过研讨会、游戏小组以及对早教与育儿
中心的教育工作者支持，提高法语学习水
平，促进教育成功、保障学生健康以及建
立阿卡迪亚文化和法语者的身份认知。

信息咨询

506-869-6457, josianne.damour@gnb.ca

日托服务
面向0-5岁儿童的服务
在5岁（12月31日前）入学之前，孩子们可参加省政府监管的日托中心。南部法语学校教
育局辖区内共有171所日托中心，包括141所早教和育儿中心以及30个早教与育儿之家。

虽然这些服务属于教育及儿童发展部管辖，但它们并非免费提供，且不保证名额充足。

如要为您的孩子争取一个日托中心的名额，您需要提交申请，可能需在候补名单中等待。
教育与儿童发展部门户网站上可查找获得许可的日托中心名录。（*网站地址见本指南第
27 页）

课后托管

小学每天下午2点左右放学。未达到可独自

居家法定年龄的儿童（12周岁）可参加日托
中心，日托中心提供课后托管服务。（*脚

注）他们可在放学后乘坐校车从学校前往日
托中心，日托中心有时也会提供接送服务。
部分日托中心还提供课前服务，以满足上班
时间较早的家长需求。

更多早教服务相关信息，请查看南部法语学
校教育局和教育与儿童发展部的官网。

*根据加拿大法律，仅年满12周岁或以上的

儿童可在放学后独自待在家中。因此，让未
满12周岁的儿童独自留在家中是违法行为。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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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服务

在新不伦瑞克省，符合条件的儿童均可免费乘坐校车。每周一至周五，您会在路上看到黄色巴士载着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孩子们往返

于家庭和学校。孩子们可以每天早上在其社区搭乘校车，下午可乘校车到日托中心，只要这些地方有满足学区交通部门规定的路线即
可。

如需乘坐校车，学生应满足以下条件：

• 居住在其学校区段内，且离学校有一定的距离。生活在学校附
近的学生不得享受此服务
• 居住在学区认定走路上学不安全的区域

• 有健康相关的特殊需求（需有医生证明）

校车运行方式

• 校车不会在每一户学生家门前停车，而是集中设置站点，以便
附近的几个学生在相同时间上下车

» 您孩子搭乘校车的站点依据您的家庭住址决定，可在南部
法语学校教育局官网“校车服务”（Transport scolaire）一栏
查看。
» 校车不得进入私人道路或穿越私家路口。

• 如迟到，请恕校车司机不便等候

• 校车司机不得在非设定站点让学生下车（即使有家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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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更改上下校车的站点

学生的责任

如需变更上下校车的站点（比如因搬家），请在教育局官网查看

学生如果想保留乘坐校车上学的权力，需满足以下条件：

前，学生必须继续在原分配站点上下车，或者由家长负责接送。

• 尊重其他学生及司机

相关表格，填写校车上下车站点变更申请。变更申请得到确认之

家长责任
保证学生上下学的安全是大家共同承担的责任。
家长必须：
• 确保孩子从家中到校车站点路途中的安全（包括每天上学和放
学），孩子则需在校车站点等车

• 遵守规则和指示

• 在校车上或站点时应谨慎留意私人财物和校车，否则可能需要
赔偿对校车或他人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害。
校车行程遵守预设时间表。但也可能因为天气或其它因素迟到。
您可以订阅个人通知，接收校车延误或学校停课的消息。

更多校车相关的信息，请查看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官网。

• 确保在校车进站前五分钟（至少）到达停靠站点等车
• 与孩子一起学习校车相关的行为准则和安全措施

• 如学生主要地址或次要地址变更，请告知校车管理部门
幼儿园到2年级的孩子，如果家长没有书面允许他们在无成年人

陪同的情况下在站点下车，将被带回学校，由家长负责到学校接
回。

Alban Labreur 来自法国，
在Dieppe的École Amirault
上学。他喜欢冬天的雪，
也喜欢乘坐校车。这张图
描述了Alban上学第一天的
情况。

如果家长担心孩子在走路去站台等车或从站台回家的路上安全，
则需要确保有人陪同孩子

DISTRICT SCOLAIRE FRANCOPHONE 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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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法语术语表
Boîte à dîner ou boîte à lunch:
饭盒，一种可供重复使用的、用于盛装
冷餐（可加热也可不加热）的容器。学
校可能会建议您为孩子准备午餐，或休
息时的零食。
Bottes d’hiver :
冬靴。至少包住脚踝的靴子或鞋子，
通常可使足部保暖。供冬季外出活动
时穿。
Brocheuse :
订书机，用来装订文件的学习
用品。
Bulletin :
成绩单，一份可反映您的孩子在校表现
的文件。
Cartable :
活页夹，一个硬壳、内置圆环以便固定
纸页或小册子的文件夹。
Culotte :
内裤（短裤） 。
Covoiturage :
拼车，共乘一辆车出行。部分家长会选
择拼车参加上课时间或课外时间学校举
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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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jeuner :
早餐，在加拿大，Déjeuner指早
上吃的那顿饭。
Dîner :
午餐，在加拿大，Dîner一般指快到
中午12点时吃的那顿饭。
Dîner chaud :
热午餐，一种部分学校在午餐时间提供
的用餐选择。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食堂以
便宜的价格购买餐食。
Étui :
铅笔盒，用于装笔
和铅笔的容器。
Efface :
橡皮擦，一种用于擦掉铅笔字迹的
文具。
Habit de gym :
运动服，您的孩子在上体育课时应当穿
的衣服（如：T恤、运动短裤）。一般
使用轻薄面料制成、不保暖的衣物。
Lunch :
用于表述午饭的非正式词汇，来自英
语。

Mémo :
学校员工或校委会提供的书面消息。
您有问题时，也可以给老师写备忘录。
Mitaines
连指手套，该词
可指连指手套也
可指分指手套。
Rencontre :
家长会，在学年预定时间举行，您将有
机会与您孩子的老师面对面，了解您孩
子的学业进展。
Souper :
晚餐，在加拿大一般指接近下午6点时
吃的那顿饭。
Tuque :
绒线帽，绒线帽有时也会有绒球装饰。
Zone scolaire :
学区，学校所服务的地理区域。

新移民接待组织
弗雷德里克顿

多元文化协会（MCAF）
(506) 454-8292
mcaf@mcaf.nb.ca
www.mcaf.nb.ca

米拉米契

Association régionale multiculturelle de Miramichi
(506) 773-5272
info@mrma.ca
www.miramichimulticultural.com

蒙克顿

Centre d’accueil et d’accompagnement francophone des
immigrants du Sud-Est du Nouveau-Brunswick (CAFI)
(506) 382-7494
info@cafi-nb.org
www.cafi-nb.org

大蒙克顿地区多元文化协会(MAGMA)
(506) 858-9659
info@magma-amgm.org
www.magma-amgm.org

其它实用资源

其它对您可能有用的资源：
南部法语学校教育局

http://francophonesud.nbed.nb.ca

教育与儿童发展部

www2.gnb.ca/content/gnb/fr/ministeres/education.html

教育与儿童发展部家长门户页面：
www.nbed.nb.ca/parentportal/fr/

寻找法语早教和育儿中心：

www.nbed.nb.ca/parentportal/fr/search/elc/
Association francophone des parents
du Nouveau-Brunswick
www.afpnb.ca

SAINT-JEAN

Saint John 新移民中心 (SJNC)
(506) 642-4242
bienvenue@sjnewcomers.ca
www.sjmnr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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