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9日 星期二 通过 ZOOM 链接在上午 10:00 或下午 5:00 以英语, 或下午 5:00 以普通话进行出发前说明会 

8月22日 星期一 8月23日 星期二 8月24日 星期三 8月25日 星期四 8月26日 星期五 

所有新生（幼儿园到 12 年级）通过 ZOOM 链接参加在线说明会 

上午10点-  英语  

下午 5点 - 普通话      

下午 5点 - 英语重复 

上午10点-  英语  

下午 5点 - 普通话      

下午 5点 - 英语重复 

上午10点-  英语  

下午 5点 - 普通话      

下午 5点 - 英语重复 

上午10点-  英语  

下午 5点 - 普通话      

下午 5点 - 英语重复 

没有在线说明会  

我们网站上发布所有 4 个说明会

的录音。  

8月29日 星期一 8月30日 星期二 8月31日 星期三 9月1日 星期四 9月2日 星期五 

中学生（8 至 12 年级）面对面说明会 

下午5点至晚上7点 

 

说明会和活动 (给学生、寄宿

家庭和监护人) 

地点：8980 William Rd 

(McRoberts 中学） 

上午8点至下午4 点* 

 

 

RIE 迎新之旅 

*需要预先注册 

*大概的时间 

上午10 点至11点30分 

 

 

校园内进行的校内迎新会 

地点：在您指定的学校校园内 

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中学演讲-学生复习和活动 

地点：8980 William Rd 

(McRoberts 中学） 

上午8点30分 -晚上6点*: 第1组 

上午10点30分 - 晚上8点*: 第2组 

 

RIE Whistler之旅（可选） 

*需要预先注册 

*大概的时间 

*费用：$35/学生 

小学生和家长（幼儿园至 7 年级）面对面说明会 

下午1点 - 普通话 

下午2点30分 - 英语 

 

小学学生和家长的说明会 

地点：8980 William Rd 

(McRoberts 中学） 

上午8点至下午4点* 

 

RIE 迎新之旅 

*需要预先注册 

*大概的时间 

*费用：第一位家长免费/第二位家

长在座位允许的情况下为 $40 加

元。 

上午8点30分至晚上6点 

 

RIE Whistler之旅（可选） 

*需要预先注册  

*大概的时间 

*费用：35加元/学生。 第一位家

长$ 35。 如果座位允许，第二位

家长是 $70 加元。 

  

9月5日星期一 9月6日星期二 9月7日星期三 9月8日 星期四 9月9日 星期五 

劳动节 - 法定假日 上学第一天  

 

上午9点30分- 普通话 

上午11点30分- 英语 

小学说明会 - ZOOM 链接的

复习 

 

9月23日星期一 最后一天让迟来的学生完成 9 月入学的RIE 注册和 ELL 评估。  

迎新会 及 ZOOM 链接 

https://studyinrichmond.sd38.bc.ca/2022-2023-information/orientation-new-international-students-sept-2022


 

 
 

 主题 链接 - 英文说明会 链接 - 普通话说明会 

8月9日 星期二 出发前说明会 上午 10 点 - 上午 11 点 或 

下午  5 点 - 晚上 6 点（重复会议） 

https://sd38.zoom.us/j/62651847905 

密码: 122574 

下午 5 点 - 晚上6 点 

 

https://sd38.zoom.us/j/63108202452 

密码: 20220809 

8月22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列治文 上午 10 点 - 上午 11 点 或 

下午 5 点 - 晚上6 点（重复会议） 

https://sd38.zoom.us/j/64431422920 

密码: 530977 

下午 5 点 - 晚上 6 点 

 

https://sd38.zoom.us/j/61896441313 

密码: 202208 

8月23日 星期二 规则、期望和安全 

8月24日 星期三 寄宿家庭、文化冲击和

交流 

8月25日 星期四 学习许可、医疗保险和

监护责任 

9月8日 星期四 小学说明会 –  

ZOOM 链接的复习 

上午 11点30分 – 中午12点30分 

https://sd38.zoom.us/j/69718730317 

密码: 656307 

上午 9点30分 – 上午10点30分 

https://sd38.zoom.us/j/63892467290 

密码: 250173 

 

学生必须每天参加英语或普通话说明会。 

所有说明会的时间均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 (PDT)。 

迎新会 及 ZOOM 链接 

 

https://sd38.zoom.us/j/62651847905
https://sd38.zoom.us/j/63108202452
https://sd38.zoom.us/j/64431422920
https://sd38.zoom.us/j/61896441313
https://sd38.zoom.us/j/69718730317
https://sd38.zoom.us/j/63892467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