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idsfirst 幼儿园家长须知 

幼儿园招生的年龄是从两岁开始吗？ 

是的，我们幼儿园招收两岁及两岁以上的儿童。只要我们幼儿园有学位空位，我们欢迎所有适

龄儿童报名。我们幼儿园设施完备，老师可以给小朋友换尿片，老师还可以帮助小朋友进行如

厕训练。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需要午休，我们幼儿园还是安静的地方供小朋友睡觉。 

幼儿园招收两岁以下的儿童吗？ 

我们的幼儿园有两岁至五岁的教育部执照，但是我们还有两个早期学习中心拥有 0-5岁儿童的

教育执照，他们分别是 Kidsfirst Niu in Woodham Road 和 Kidsfirst Diamond Harbour.这

两个早期学习中心可以接收 0-5岁的儿童。 

如果我的孩子还不会自己上厕所，我们可以报名吗？ 

绝对可以！我们的设施完备，只要您提供尿片，我们的老师就可以帮小朋友换尿片。除此之

外，当您的孩子在学习使用厕所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还可以与您协作，为您的孩子提供帮助。 

孩子五岁之后还可以待在幼儿园吗？ 

孩子可以在幼儿园待到六岁。许多孩子满五岁的时候会上小学，但是有些孩子选择继续待在幼

儿园。请和幼儿园的班主任讨论适合您和您的孩子的方案。 

幼儿园现在还有空位吗？ 

我们的许多幼儿园可以立刻接收小朋友入学。有一些幼儿园需要您的耐心等待，但是我们不断

会有儿童离开幼儿园去上小学。您可以打电话联系我们 0800 454 373 或者发邮件

betterbecause@kidsfirst.org.nz获取更多信息。您还可以点击这里填写入学前报名表，然

后在入学排队名单里排队等待，或者您可以直接询问幼儿园的班主任。 

我需要排队等多久可以等到一个空位？ 

当您在排队等待名单里时，我们的班主任会和您保持联系，也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只要一有

空位，我们会马上通知您。如果您可以在孩子入园的小时数/天数方面保持灵活性，这将对我

们很有帮助。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让您的孩子入园并建立起您所需要的小时数和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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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如何收费？ 

• 3-5 岁的儿童将会有 20 ECE hours- (政府 20 个小时的免费补贴) ，您需要说明这 20

个小时是否是和另一个早教机构分享。

• 2-3 岁的儿童也可以享受 20 个小时的免费补贴，这是由 Kidsfirst 幼儿园提供的免费

补贴。获得此补贴的条件是：家长需要做出承诺“当您的孩子满三岁时，政府的 20个

小时免费补贴将只用于 Kidsfirst幼儿园。”

• 2-5 岁的儿童，如果每周时间超过 20 个小时，那么超出 20个小时的时间将会被收取

每小时$6新币的费用。

• 两岁以下的儿童，所有的注册的在园时间将被收取每小时$6新币的费用。

您也许有资格获取 WINZ 工作与收入局的育儿补贴。您可以自行在网上查询您的资

格，网址如下：

https://www.workandincome.govt.nz/products/a-z-benefits/childcare-

subsidy.html

请咨询班主任并获取我们的收费政策。

有时，我们的某些幼儿园会提供特价。请致电 0800 454 373 获取信息，或者给我们发

邮件 betterbecause@kidsfirst.org.nz 

如果我的孩子不是新西兰居民怎么办？ 

无论孩子的移民身份如何，您都可以为您的孩子报名，20小时的免费时间适用于所有儿童。

某些限制条件可能适用。 

报名有家庭折扣吗？ 

是的，若一个家庭有一个以上的孩子入园，第二个孩子享受 10%的折扣。 

我多久会收到一次账单？ 

如果您的孩子是 2-5岁并且在园时间低于 20小时，您通常不会收到账单。 

如果您的孩子小于两岁，或者每周在园时间超过 20小时，您会每两周收到一封账单邮件或者

一封账单信件（取决于您的喜好）。如果您对您的账单有任何疑问，您可以发邮件给

infocare@kidsfirst.org.nz 或者给我们的管理人员打电话 0800 454 373 

我可以花时间待在幼儿园吗？ 

随时欢迎您！我们在这里帮助每个家庭为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找到合适的平衡，并且我们欢迎来

幼儿园的访客以扩大孩子们的兴趣和学习范围。家长经常在幼儿园的短途旅行中提供帮助，或

者留下来喝一杯茶，读故事，分享他们的技能和热情。只要他们在场，就足以显示出他们重视

孩子的教育。我们也理解父母和家人的压力-只要您方便，您随时可以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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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什么时间开始营业？ 

我们的幼儿园每天营业六个小时，但是每一个幼儿园都有一个适合他们社区大多数人的开门时

间。有些幼儿园早上 8:30am 开门，下午 2：30pm关门。有些幼儿园早上 8：45am 或者 9：

00am 开门，下午 2:45pm或者 3：00pm 关门。我们在 Diamond Harbour 的早期学习中心营业时

间会稍微长一点。 

您可以点击这里找到您附近的幼儿园，并且确认他们的营业时间，或者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网

站 www.kidsfirst.co.nz  

我可以选择孩子的上课时间吗? 

我们的幼儿园提供全天六个小时的服务，或者是一个上午的服务，通常为四个小时. 不幸的

是，我们不能在一整天中提供不同的开始上课的时间和下课的时间-您可以选择上半天或者全

天。我们真的需要您准时接送。 

我可以选择一周上课几天吗? 

可以!我们建议至少从一周两天开始（如果我们有空位的话），然后当您的孩子逐渐适应的时

候，再增加到每周五天。 

这可以让教师有时间真正了解您和您的孩子，让您的孩子结交朋友，并且保持他们每周学习的

一致性。 

我们可以请假吗？我们缺课的日子会被收费吗？ 

如果幼儿园在学校放假期间关闭，我们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您的孩子因病或度假缺席，我

们会收取费用。请向您的班主任索取我们的收费政策简介。 

我可以早点接我的孩子吗？ 

您偶尔需要早点接孩子，我们可以理解！幼儿园运营全天或者半天。您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取决

于幼儿园的运营时间。 

你们的幼儿园在小学放假期间营业吗? 

我们有一部分幼儿园和早期学习中心在三个年中学校放假期间营业。如果你的幼儿园在学校放

假期间不开门，我们也许能为您提供另一个假期营业的幼儿园的位置，请发邮件至

betterbecause@kidsfirst.org.nz询问我们，或致电 0800 454 373 

大多数孩子都上当地的小学吗？ 

我们与当地学校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的孩子需要上学的时候，可以为整个家庭提供一个

成功并且快乐的过渡。我们的许多孩子确实在当地继续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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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有几位老师？ 

对于 2 岁以上的儿童，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们的师生比例是每 10 名儿童中配一名有幼教资

质的教师。 

对于 2 岁以下的儿童，我们幼儿园的师生比例是每 4 个孩子中配一名有资质的老师，优于教

育部的要求。 

你们会有”mat time”吗? 

“Mat time”意为“垫子时间”，就是所有的孩子围坐在地毯上，听老师讲故事或者一起唱歌

一起分享有趣的事情. 

我们相信不间断的持续的玩耍的价值。在您的周围，您将看到孩子们忙碌地玩耍，自主选择他

们的游戏，这些游戏让孩子们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和社区的人，地方和事物产生互动。我们优秀

的教师团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支持。我们也经常会和孩子们聚在一起，讲故事，听音乐唱歌，

或者和家长们一起庆祝特殊的日子。 

我的孩子会学什么? 

我们的幼儿园和早期学习中心遵循新西兰的国家幼教课程大纲“ Te Whāriki”，该课程大纲

着重早期学习，为孩子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老师会计划教学课程并关注儿童

周围的领域，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我们鼓励孩子们为教学计划做出贡献，使他们有主人翁

感和发言权。 

在 Kidsfirst, 你的孩子会学到： 

 承担责任并做出选择

 练习与他人分享和合作

 坚持不懈的精神

 与其他大人和儿童沟通并发展良好的关系

 当事情无法解决时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

 独立但不怕寻求帮助

 发展自我管理能力

 开始通过涂鸦和绘画学习写字

 通过求知欲发展好奇心和研究技能

 发展生态意识

 通过共情和沟通发展他们的社会意识

 创造力

 在幼儿园及社区中具有探索精神

 解决问题

 具备文化意识和自信

 询问有关他们的世界的问题，并以此帮助他们了解世界



 
 

您的孩子将享受一系列的教育和有趣的经历，包括： 

 戏剧性的游戏 

 动手操纵的游戏，例如拼图，积木，建筑和木工 

 自然，科学实验和探索 

 玩沙子和玩水 

 冒险游戏 

 户外运动 

 书，故事和木偶玩具 

 音乐制作，舞蹈和歌曲 

 通过对话促进语言和社会发展能力 

 一系列创意和视觉艺术，包括拼贴画，绘画，艺术品，橡皮泥和烘焙 

 

您可以通过单击此处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kidsfirst.co.nz 来了解您当地的幼儿园

的更多信息。 

 

我如何看到我孩子的学习情况？ 

从第一天起，您的孩子将在幼儿园得到一本成长纪念册。 这本纪念册将会定期记录幼儿园的

学习以及您的孩子的学习故事，您可以随时查看。 您也可以把经常把成长纪念册带回家与您

的家人分享，然后再带回幼儿园，以便老师定期更新纪念册。 

 

除了纸质版本外，我们所有的幼儿园和早期学习中心都使用 EDUCA –一种安全的在线门户网

站，可将您与孩子的学习联系起来。 我们的老师会直接将您孩子的学习故事上传到您的手机

或平板电脑上。 您和您的家人可以为孩子的学习提供意见和灵感。 当您报名时，您的班主任

会告诉您有关这一切的信息。 

 

 

入园前需要做的准备 

 
您已经完成了注册，并且您已经知道了入园日期，您的孩子可以在幼儿园开始他们的冒险之

旅。 以下是入园第一天需要做的准备的信息： 

 

我可以在孩子入园之前去参观吗？ 

是! 随时欢迎您！ 我们建议您至少与孩子进行两次探访，以便他们能平稳过渡到幼儿园的生

活。请和您的班主任确认您参观的最佳时间，并花些时间向教学团队介绍您的孩子以便老师能

更好的了解您的情况。 

 

老师需要了解我的孩子哪些情况？ 

例如： 

 孩子在交流中使用特殊的词语和方式 

 最喜欢的安慰方式 

 睡眠的规律： 如有必要，他们喜欢何时以及如何睡觉。 

 如厕的规律 

 最喜欢的食物和特殊食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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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家庭生活： 家中可能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或可能使他们沮丧的任何事

情。 

 他们正在接受的任何特殊教育需求或早期干预服务。 

 

入园第一天，我可以在幼儿园陪伴孩子吗？ 

是! 随时欢迎您。 当您到达时，请在入园考勤记录本上签到，帮助您的孩子挂包并放好饭盒。

如有疑问，请随时咨询班主任。 

 

 鼓励您的孩子参加一项活动。 

 入园的前一天，帮助孩子建立乐观的心态，并对入园充满期待。 

 给自己充裕的时间安顿孩子。 

 您离开时使用简短的例行程序，例如一起阅读故事或透过窗户和孩子挥手告

别。 

 重要的是，告诉孩子何时要离开，说再见，然后马上离开。 如果您担心，可以

随时拨打电话，或者您的教学团队会在需要时给您打电话。 刚一开始有点焦虑

是正常的！ 

 

如果我的孩子感到不适或受伤，老师会给我打电话吗？ 

如果您的孩子感到不适，教学团队会给您打电话，并请您来带孩子回家。请您制定一个接孩子

的备用计划，以防您无法快速到达幼儿园。 请确保您的紧急联系人可以在您需要时提供帮助. 

在孩子康复之前，请让孩子待在家里，以便减少疾病传播。 

 

如果您的孩子在幼儿园受到伤害，教学团队将根据需要提供急救。 如果受伤需要引起重视，

他们会立即致电给您并获得所需的帮助。 每天放学时，老师将向您报告孩子的任何受伤情

况。 我们的教学团队非常擅长安慰和拥抱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孩子会在几分钟之内

重返游戏！ 

 

我需要带什么？ 

 写好名字的喝水瓶。 

 遮阳帽-或冬季保暖帽。 请给您孩子的所有衣服写好名字。 

 换洗的衣服，和一个装脏衣服的袋子。脏衣服需要带回家清洗。 

 冬季穿保暖的外套和雨鞋–我们全年都可以在外面玩！ 

 食物。 请和您的老师确认我们鼓励儿童在幼儿园吃的食物种类 

 备用尿片和湿巾 

 能装下所有这些物品的书包 。请在书包上写好名字或者贴好名牌。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吃饭？ 

我们大多数的幼儿园都是“滚动式用餐“。 也就是说，孩子饥饿的时候自行取饭盒进食，而

不是在固定的时间统一进食，老师会在一旁监督并提供帮助。这样，孩子们可以在老师的支持

下学习管理自己的点心/午餐。 如果您的孩子真的忙于玩耍忘记吃饭，我们提醒他/她有规律的

按时吃饭。 

 

有时候，我们幼儿园会有小组聚餐。我们经常在早茶时间和下午茶时间分享水果。 



 
 
 

 

孩子们可以带些什么食物？ 

我们鼓励我们的家长为孩子们提供健康的食物 ：  纯天然无添加的食物，水果和蔬菜，以便为

他们忙碌玩耍的一天提供所需的能量。 欢迎您和我们讨论更多有关午餐的想法, 也可以看看您

来访时其他人带来了什么食物。 

 

您会帮助我的孩子进行如厕训练吗？ 

请与我们谈谈您的孩子如厕训练的情况。我们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帮助，并会与您一起制定孩子

的如厕训练计划，以此帮助您的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取得进步。 

 

我的孩子会安全/快乐/开心/并结交朋友吗？ 

趣味性，冒险性，创造力和探索是在 Kidsfirst 宝贵的存在方式–学习很有趣！我们经验丰富的

教学团队为孩子们提供能够培养他们强烈归属感的课程， 我们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们鼓励孩

子们表现出 Manaakitanga（毛利语意为“彼此关爱”），支持孩子与他人和谐相处并建立和

维系友谊。孩子在幼儿园时期结下的友谊地久天长！ 

 

是什么让公立幼儿园与众不同？ 

 您的孩子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克意降低我们幼儿园和早期学习中心的人数

上限，以便我们真正了解每个孩子。我们的幼儿园日常生活很平静，由于我们

是以孩子为中心展开一天的活动，而不是以老师为中心，所以孩子们能很好的

安顿下来。 

 

 随时欢迎您！维系良好关系是我们教育的关键。我们的老师了解每一个孩子及

其家人，我们根据孩子和家庭的心愿创建学习计划，以便我们真正地支持每个

孩子发挥自己的潜能。 

 

 我们的老师与众不同！我们 Kidsfirst 是新西兰最大最有经验的幼儿教育机构

之一, 师资力量强大，教育资源丰富。我们的幼儿教育计划是由 100％高素质的

注册教师提供的。为了确保我们的老师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我们的老师

得到世界一流的专业学习计划的支持。 

 

 我们相信家庭的价值。就像家人不会将孩子按年龄分组一样，我们也不会。我

们相信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互相学习（即为毛利文化中的“平等”），这

样可以为孩子之间树立榜样，学习共情，并为相互沟通创造机会。持久的关系

从“家”“园”开始建立。 

 

 我们的后花园又大又自然- 新西兰人最好的后花园是可以让孩子们与自然亲近

并互动。我们的游乐区提供挑战和冒险机会，设有思考反思的安静角落，并提

供各种体验。我们这里的游乐区是自然的，种有本土植物，果树和蔬菜。它们

反映了我们对于二元文化主义承诺。 

 

 Kidsfirst 是新西兰所有，以服务社区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在新西兰有 100

多年的历史！我们的资金将回馈我们的幼儿园-您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