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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January 2018 

Happy New Year! We hope that all our students, parents and staff enjoyed their Winter Break. 

Midterm Exams – January 27, 2018 
 

An important reminder that Midterm Exams 
will occur on January 27, 2018. Midterms will 
begin in students’ respective classrooms at the 
start of class. We encourage parents to help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ir exam. 
 
After completing their exam, students are free 
to leave. Kindergarten to Gr. 3 classes will take 
approximately 30-60 minutes to complete their 
exams, while Gr. 4 and higher classes will take 
up to 2 hours to complete their exams. Parents, 
please take note and make appropriate 
arrangements to pick up your child(ren).   
 
Report Cards will be distributed on February 3th. 
 
 
Chinese New Year – Feb. 16, 2018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 Feb 10 , 2018 
 

Parent Teacher Conferences will occur on Feb. 10, 2018. 
Class will end 15 minutes ahead of usual time (Morning: 
11:45 am, Afternoon: 3:15 pm). Doors will be unlocked 
at 11:30 am for morning classes, and 3:00 pm for 
afternoon classes.   
 
Parents are encouraged to ask teachers any questions 
they have regarding their child’s studies. Conferences 
will be conduc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 basis. 

 

School Bingo Fundraiser – Volunteers 
Needed 
Beginning in the 2017-2018 school year, school Bingo 
fundraising volunteers can receive a $50 tuition rebate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Bingo dates will be listed 
below, we hope that parents will take part in this 
important school fundraiser.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volunteering, please contact the school office at (780) 
908-6406.(Saturday only), Email: info@norwoodca.net 

Bingo Dates: Feb.8, Apr.23& Jun.13 

 

No Snack Sale on January 27，2018 

Important Upcoming Dates  
• January 27, 2018  Midterm Exams   
• February 3, 2018       Report Cards Distribution 
• February 10, 2018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  
• February 17, 2018   Family Day & Chinese New Year (No School) 
•  

There will be no school on February 17, 2018 due 
to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We wish 
families a wonderful Chinese New Year! Classes 
will resume on February 2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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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讯 二零一八年一月 

新年快乐！在此祝愿所有的学生、家长和教职工度过一个欢乐的冬季假期。 

期中考试：2018 年 1 月 27 日 

期中考试会在此日进行。考试将于正 
常上课时间开始，在学生上课的课室 
进行。我们希望家长能帮助并鼓励学 
生进行复习。 
 
当学生完成考试后，他们可以自行离 
开。幼稚园至三年级需要大概 30-60 
分钟完成考试；四年级或以上班级将 
需要大约两小时。请家長留意並作出妥

善安排。 
 
成绩单将于 2 月 3 日发放。 

重要日子提醒： 

• 2018 年 1 月 27 日期中考试 
• 2018 年 2 月 3 日  发放成绩单 
• 2018 年 2 月 10 日家长教师见面日 

• 2018 年 2 月 17 日家庭日及农历新年（放假） 

家长教师见面会:2018 年 2 月 10 日 

家长教师见面会于上述日期举行。学校将会

比正常放学时间提早十五分钟结束课程 
（早上 11：45，下午 3：15）。 
届时学校在早上 11：30 及下午 3：00 开启

大门。希望家长可以就学生的学习情况与

老师进行交流。 
 

学校 Bingo筹款活动-义工招募 
 

从 2017-2018 年起，凡是参加学校 Bingo

筹款活动的家长都可以在学年结束时收到

学费返还的支票，每人每次 50元。Bingo

日期如下，希望各位家长踊跃参与！如果

您有兴趣请您支持并和学校联系。 

办公室：(780) 908-6406(星期六) 

Email: info@norwoodca.net 
Bingo 日期：2 月 8 日，4 月 23 日和 6 月

13 日 
 

1 月 27 日暂停小吃义卖活动一次 

  

  

春节 2018 年 2 月 16 日  

2 月 16 日是春节，学校放假。祝大家春

节快乐！二月二十四日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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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訊 二零一八年一月 

新年快樂！在此祝願所有的學生、家長和教職工度過一個歡樂的冬季假期。 

期中考試：2018 年 1 月 27 日 

期中考試會在此日進行。考試將於正 
常上課時間開始，在學生上課的課室 
進行。我們希望家長能幫助並鼓勵學 
生進行複習。 
 
當學生完成考試後，他們可以自行離 
開。幼稚園至三年級需要大概 30-60 
分鐘完成考試；四年級或以上班級將 
需要大約兩小時。請家長留意並作出妥

善安排。 
 
成績單將於 2 月 3 日發放。 

重要日子提醒： 

• 2018 年 1 月 27 日  期中考試 
• 2018 年 2 月 3 日   發放成績單 
• 2018 年 2 月 10 日 家長教師見面日 

• 2018 年 2 月 17 日 家庭日及農曆新年（放假） 

家長教師見面會：2018 年 2 月 10 日 

家長教師見面會於上述日期舉行。學校將會

比正常放學時間提早十五分鐘結束課程 
（早上 11：45，下午 3：15）。 
屆時學校在早上 11：30 及下午 3：00 開啟

大門。希望家長可以就學生的學習情況與老

師進行交流。 
 

學校 Bingo籌款活動-義工招募 
 

從 2017-2018 年起，凡是參加學校 Bingo
籌款活動的家長都可以在學年結束時收到

學費返還的支票，每人每次 50 元。Bingo
日期如下，希望各位家長踴躍參與！如果

您有興趣請您支持並和學校聯繫。 

辦公室：(780) 908-6406(星期六) 

Email: info@norwoodca.net 
Bingo 日期：2 月 8 日，4 月 23 日和 6 月

13 日 
 

1 月 27 日暫停小吃義賣活動一次 

 

 

 

 

春节 2018 年 2 月 16 日  

2月 16日是春節，學校放假。祝大家春

節快樂！二月二十四日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