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F. Ross C.V.I.

John F. Ross C.V.I.
21 Meyer Drive
Guelph, ON
N1E 4H1

家长手册

电话：519-822-7090
传真：519-822-6366
网页 www.ugdsb.ca/jfr
www.ugdsb.ca/jfr/councils

Ms. Beth Burns

校长

Mr. Joe Burns
副校长
（负责姓氏字母开头为A至G的学生）
Ms. Carolyn Chesney 副校长
（负责姓氏字母开头为H至N的学生）
Mr. Brent Bloch

副校长
（负责姓氏字母开头为O至Z的学生）

亲爱的家长/监护人，
欢迎新加入 John. F. Ross C.V.I
的学生和家长。 若想要在
高中学习中获得成功，请鼓励你的儿女努力学习，在他们需要帮助的
时候主动向老师咨询；及在学校中多参与课外活动。同时我们也鼓励
我们的学生支持学校的座右铭：“尊重是双向的，给予然后得到，每
个人都受益。”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John F. Ross C.V.I
高中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校社区，致力于为每一位学
生提供一个安全，温馨和相互尊重的教学环境，使
学生领受到终身受用的知识, 技巧 和态度。

诚挚的，

Beth Burns, 校长
感谢学校委员会，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和支持，教育部的部分资助，本手册得
以为您使用。

出勤

上课时间：9:05 至15:20

帮助您的孩子成功
学生证：每年35加币，学生会得到学校给予的学生卡。该费用用于支持学校的很

学校开门时间：8:30 至16:30

多活动和俱乐部。学生必须缴纳35加币的费用才可以参加任何活动，俱乐部或者
团队活动。如果您有任何经济上的困难，请联系学生的副校长。

良好的出勤率是高中学习成功的重要部分之一。因此，我们强烈鼓
励学生每天参加所有的课程。因为每一个教学日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请求在绝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请假。

学生证可以用来访问图书馆，参加学校的课外俱乐部或运动队，并且参加任何学
生会组织的活动，包括舞会。在学校时所有学生都必须随时携带学生证，并且当
被问及的时候能够随时出事。这是我们确保每个人都是学校社区一分子的识别方
法。同时，学生证也是学生是否能够坐校车的识别方式之一。

偶尔的病情和家庭突发事件是学生缺席的唯一有效原因。学生必须
携带一张有家长或监护人签名的说明来证明缺课原因。如果有一个
之前安排的考试或者作业上交，请当天联系老师。在有效授权缺席
的情况下，学生会有机会补考和补交作业。如果学生缺席1天或1天
以上，John F. Ross’ 的自动语音考勤系统将会联系家长/监护人。
请尽可能把您的儿子/女儿的其他事物（医疗，牙科，个人，业务）
安排在课外时间。
为了您自己的参考，学校建议您记录您的儿子/女儿因为生病或其他
合理的 原因请假的日期。
注：参与学校活动，如郊游，活动日或者代表学校参加体育赛事不
会被视为缺席。这些课外活动的参与是整个高中学习的重要部分。
我们不期望学生生病的时候来上课。学习的效率会受到影响，而且
病情可能会因为在生病期间学习持续更久。学生应该照顾自己的健
康，这样才能够尽快返回学校。请劝阻学生不要在兼职的工作中工
作过长的时间，尤其是在非周末日。
学生成功中心：学校提供的一个资源教室，学生可以在安静的教室里
补习不懂的知识，做作业，补考。这也是受到学校处罚的学生可以去
的地方。请鼓励你的孩子使用这个教室。

http://www.SchoolInfoApp.com
每年的学生相册需要35加币。

家长/监护人如何帮助？
 熟悉您孩子的学习及做作业的方式。坚决保持高期待，但要避免唠叨。
 大部分的课程都会有定期的作业。鼓励学生把课后作业和重要的考试记录在
日程本上，请经常查看。
 确认您孩子是否明白每一个课后作业
 付出时间及给予支持。请给您的孩子空间和隐私。担当一个助手和支持者，
但不要为孩子做作业。
 与您的孩子一同了解剽窃政策（可以找到者在以下网页）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ohnfrosscvisenglishdepartment/what-isplagiarism
 与老师保持联系。我们的员工致力于帮助您的孩子可以成功。如果您与他们
联系，他们会在48

个小时之内回复你。

 缺席之后，鼓励您的孩子向老师咨询错过的作业。
 如果要缺勤一个星期以上，或者您的孩子出了严重的事故，请联系他/她的副
校长。

该怎么办如果我的孩子
...要请假？
请递交一份证明书说明原因以及返校日。该证明书应该让每节课的老师
签名，并递交给最后一名老师。如果当天有测试，考试，作业上交日，
请通知老师。
...上课迟到？
让学生递交一份迟到说明书。
...因为事先的预约需要中途离校？
让学生递交一份说明书，明确指出离校时间（若返校的时间）。学生应
该在早上9点钟之前把说明书递交给副校长。
...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呆在学校？
学生应该告知副校长。然后副校长会联系家长/监护人得到可以让孩子回
家的许可。如果家长/监护人在上课期间内联系不到，请告知在紧急情况
下可以承担您孩子责任的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
... 必须要在上课期间被联络到？
仅使用于家庭突发事件，请先将情况告知于副校长，然后会联系学生。
...需要使用电话？
办公室的电话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课堂老师将决定学生是否可
以使用手机。
...有个人原因？
请联系副校长并且要求咨询指导顾问，儿童和青少年辅导员，护士或者
老师。
...有持续的健康问题？
请在开学的时候提供健康问题的详细信息，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更新。
...觉得某门课太难，太简单，或者太多作业？
首先跟授课老师反馈，然后再是指导顾问。午饭时间有额外数学的辅导
班。
...丢失贵重物品？
首先查看在副校长办公室的事物招领箱，向副校长报告失物。
...需要在课外时间交作业？
请直接与授课老师安排-学校的主办公室不接收任何的学生作业。

指导与支持服务
指导和合作教育部门
辅导员会帮助学生和家长一起选课，职业规划，教育规划和帮助个人问题。
John F. Ross 为学生提供一些增长领导能力的活动，例如达芬奇，实习，
专业高技能课程。请浏览学校的网页了解更多信息。如果您的孩子对以上任何
可能有兴趣，请联系辅导并且在9/10年纪开始计划。
支持服务
儿童与青少年辅导员和社工协助学生缓解压力，焦虑，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其它
问题。学校常驻一名贵胡当地警察，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形象，为学生提供建议
和帮助。
请注意，所以与辅导员讨论的内容都是严格保密的，除非学生的健康或者安全
受到威胁。
请致电 519-822-7090 分机号320获取以上指导与支持服务。

特殊教育
特别教育部门为特殊的学生在 John F. Ross 就读期间量身定制了符合他们
需求的课程和服务。
特殊学生会得到特殊教育人员和授课老师一定的照顾，由量身定制教育计划
(IEP)定义。特殊教育人员，授课老师，学生和家长之间持续的沟通是必不可少
的。
欲了解更多关于家长指南和特殊教育计划，请登录
选择“项目”。

http://www.ugdsb.ca

请致电519-822-7090 分机号341获取更多帮助。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L部门具有多年经验为新移民和国际学生提供英语语言帮助。除了生动和有价
值的课堂机会以外，ESL部门同时也鼓励学生通过参加学校多样的课外活动来丰
富他们的生活。积极参与到学校和社区的活动能够发展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提
高语言表达能力，有助于高中之后享受一个有意义并且成功的人生。
欲了解更多有关ESL部门，请致电519-822-7090 分机号411。

运动队

学校委员会
John F. Ross 学校委员会由家长，教师，校长和学生会代表组成，每月召开
一次会议。学校委员会与教师和校长一同对学校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反馈，
例如学校安全，学校改进计划，丰富经验，以及向家长和学生团体提出潜
在的问题。学生委员会的宗旨解决是学校整体的问题而不是个别学生的问
题。
学校委员会促进和鼓励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沟通，使家庭能够积极承
担孩子的教育责任。
每一位都欢迎加入我们。会议通常是在每月第三个星期二的晚上7点，地点
是在教师午餐室(房间232)。方向指示标识会在会议当天晚上张贴在门上。
联系 scjfross@gmail.com
欲了解更多有关学校委员会，请浏览:

http://www.ugdsb.ca/jfr/councils/school-council

学生自主运作的委员会
学生委员会
学生委员会是由选举产生的机构，代表所有在校的学生活动和非体育组织
。各年级代表由教师提名到高年级的学生委员会（取决于年级）。除了执
事是由委员会命名之外，学生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是有全体学生民主选
举产生的。学生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学生们打造有意义和
建设性的课外活动。
运动委员会
运动委员会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为全校学生提供在校体育项目，并帮
助校外的体育活动。运动委员会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
各种校内体育活动和社会活动。每个人都欢迎参加。
艺术委员会
艺术委员会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负责校内所有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包
括文学，音乐，戏剧和视觉艺术。所有的学生都欢迎参加大会。
毕业生委员会
本会的成员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主要的目的是为毕业的学生安排活动。

队伍每年会有变化
秋季（9月至11月）
棒球
篮球（女子初中和高中）
越野
高尔夫
曲棍球（女子）
橄榄球
校内体育
足球（男子初中和高中）
网球
排球（男子初中和高中）
冬季（11月至3月）
篮球（男子初中和高中）
越野滑雪
冰壶
冰球（男子和女子）
游泳
排球（女子初中和高中）
摔跤
春季（3月至6月）
羽毛球（初中和高中）
板球
快球
足球（女子）
田径
飞盘
排球（男女混合）

校内体育活动
午餐时间的校内体育
活动是一个与朋友聚
会的好方式，结识新
朋友并且保持活跃。
学校可以通过广播和
告示来告知校内体育
活动。

活动和体育运动
经验表明，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在学校更成功。请鼓励您的孩子多参加一下
的活动：

成绩单，家长会，等
专业：学生从3种专业中选择，学术（偏重理论），应用（强调实践）
，和开放性（所有学生）。

会计比赛
动漫俱乐部
艺术委员会
运动委员会
羽毛球
乐队
棒球
篮球
商务俱乐部
化学俱乐部
基督教俱乐部
杂技团
合唱团
电脑比赛
工艺俱乐部
板球
越野
越野滑雪
冰壶
舞蹈俱乐部
哪位是医生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
交换生俱乐部
快球
曲棍球
电影
电影节
足球
同志联盟
Go 俱乐部
高尔夫
毕业生委员会
哈利波特俱乐部
曲棒球

不断提高俱乐部
健身俱乐部
日本漫画俱乐部
数学竞赛
从你到我们
多元文化俱乐部
音乐合奏
编程俱乐部
向高处努力
机器人俱乐部
罗斯思考
罗斯歌手
罗斯学生外展会
摔跤
拯救未来
学校议员
Sears 节
搭档
橄榄球
垒球
街舞俱乐部
学生委员会
游泳
网球
戏剧
30个小时饥荒
飞盘
联合国俱乐部
电玩俱乐部
排球
唤醒和周下来
写作
年级照片
还有更多....

课程：所有的课程均符合安省高中

学习的期望

和理念

专业和文凭要求 及相应的文件
www.edu.gov.on.ca/eng/curriculum/secondary。

毕业政策：符合学习的期望并且成功完成课程的学生将会得到一个安
省高中文凭的学分。教师将会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家长可以通过监
测学生的进度来帮助他们，并且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教师。

评分：课程评分的详细内容在学生手册上有标注。每一节课的第一天
，课程大纲，要求和期望都会发给学生。

成绩单：正式的成绩单每年会发出4次。在以下的时间之间，您应该会
收到一份成绩单：
第一学期期中：11月份中
第一学期期末：2月份中
第二学期期中：4月份末
第二学期期末：7月份初
实际日期请参见学生手册，并且会通过学校的自动提醒系统告知。

家长会：见面会每年安排2次：第一学期是在10月中旬，第二学期是在
3月中旬。实际日期请参见学生手册。见面会信息也会在期中报告上。
见面会可以在教育局网站网上预约，您需要您孩子的学生号码来预约。
我们鼓励您带着孩子来参加家长会，使用这个机会来讨论存在的任何问
题。

实地考察：教育性的外出考察会提前计划。家长/监护人必须在活动外
出之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上交给教师。实地考察的目的是丰富和扩张课
堂体验。学生因告知其他授课老师关于即将到来的实地考察。请您告知
您孩子的副校长如果实地考察的费用会造成经济困难。

家长资源

学生课表

家庭作业网站
每周晚有免费的网上家庭作业小助手，由安省老师提供，请登录
https://homeworkhelp.ilc.org.
包括作文建议，数学辅导，EQAO考试辅导。
https://sites.google.com/site/johnfrosscvisenglishdepartment/what-isplagiarism
陈列学校的抄袭政策，作文和报告的准则。

请在以下空格处填写您孩子的课表以及授课老师联系方式，以便联
系。课程名称，教师，和教师的信息可以从课表获取。

邮箱地址的格式: “名，姓@ugdsb.on.ca”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自己教室
m
课程：

自己教室
m
课程：

http://www.ugdsb.ca/students/community-involvement/
有关强制性的义工时间。

老师：

老师：

pinnetwork.ca/40-hours-community-service/
贵胡/惠灵顿区青少年主页。

_______.________@ugdsb. _______.________@ugdsb.
on.ca
on.ca
来回时间
来回时间

贵胡图书馆免费的会员卡, 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得到家庭作业帮助
https://www.guelphpl.ca

9:05 - 9:10
第一节课
9:10 - 10:25

社区活动信息

10:25 - 10:30

免费教育

电话: 1-888-534-3944
http://www.peopleforeducation.ca/ 15种语言阐述高中如何选课，安省教 育系统详细。

第二节课
10:30 - 11:45

法语教育

电话: 1-800-667-0594
http://cpf.ca/en/resources/for-parents/ - 您可以联系当地的学区。

心理健康

电话: 519-836-6220
http://cmhaww.ca
www.mindyourmind.ca
24小时匿名保密帮助电话 1-888-821-3760

24/7全天候

11:45 - 12:45
第三节课
12:45 - 2:00

1-844-437-3247

上瘾，心理健康和危机处理免费电话。

帮助孩子热线

2:00 - 2:05

1-800-668-6868

第四节课
2:05 - 3:20

http://www.kidshelpphone.ca/

学习障碍
安省学习障碍协会
www.ldao.ca

电话: 519-837-2050
www.ldonline.org

www.snow.idrc.ocad.ca/

学校受托人: Susan Moziar (susan.moziar@ugdsb.on.ca)

课程：

课程：

老师：

老师：

_______.________@ugdsb. _______.________@ugdsb.
on.ca
on.ca
中饭
中饭
课程：

课程：

老师：

老师：

_______.________@ugdsb. _______.________@ugdsb.
on.ca
on.ca
来回时间
来回时间
课程：

课程：

老师：

老师：

_______.________@ugdsb. _______.________@ugdsb.
on.ca
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