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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长须知 

1. 教务和教学  

▪ 学校采用中国大陆普通话、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教学。 繁体字作为补充。 

▪ 学校按年龄和中文程度分班, 从入学年龄 4 岁起到 16 岁, 例外须特别沟通。 

▪ 教学计划详见文远教学大纲。学年与学期（半年）及假期以北威州中小学相应日期为准。  

▪ 学年课程日期、各班上课课时和时间等以文远官网（www. wenyuan.de）为准。 

 

2. 入学和学籍 

▪ 新生报名入学须填写在线报名登记。在取得校方初步认可后可递交签字过的《学生登记

表》。在收到校方正式确认并取得学号后学生即得到文远学籍。 

▪ 学费见文远官网每学年“学费标准“ 表。   

▪ 在班级尚有名额的前提下，新生试学插班由教务处依照试学测验、家长意见和教师建议决

定之。试学期限最长为两周次。注册入学后，第一次试学日期即为入学日期。学期开学后

中途入学的学生，按入学后本学期剩余上课周次相应收费。 

▪ 学生取得学号后自动拥有文远中文学校学籍至毕业，无需每学期或学年另行报名。中途退

学将终止学籍。重新入学须重新办理入学手续。中途停学和保留学籍需书面申请。 

 

3. 转班和退学 

▪ 在校学生转班需书面申请，由学校教务处在听取原班和新班老师意见后决定之。 

▪ 学生可随时退学，须提前四周提交书面通知。学期期间退学不予退学费。 如有特殊情况，

学校将对退费事宜酌情处理。 

▪ 新学期开学时退学须提前八周提交书面通知，以保证学籍管理的稳定性。如未提前八周通

知、学校在此期间因名额问题拒绝了其他学生的入学申请，将按照学期期间退学处理。如

有特殊情况，学校将合理酌办。 

 

4. 责任和义务 

▪ 家长有责任协助中文学校教学工作，参与值班执勤，帮助筹备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 

▪ 学前班年龄（未上德国小学）孩子的家长在孩子在校期间对孩子有全程监护的责任（课堂

时间之外），家长之间可相互委托，包括必要情况下陪同上厕所。 

▪ 家长有责任辅导孩子作业，督促孩子按时完成作业。学校对作业完成率作详细统计。 

▪ 学生上课实行考勤制。请假须提前向教务处提出申请。教务处同意申请按“得准缺课”处

理，未同意且未来上学按旷课处理。缺课情况下老师将向家长发“补齐缺课主要内容”要

求，学生须完成例行作业。未完成此两项则按增加一旷课记录处理。对一学期旷课累计远

超过学校平均记录者， 学校保留取消其学籍的权利。 

▪ 迟到或早退超过 15 分钟按旷课一课时处理。特殊情况（譬如交通特殊情况）另行处理。 

▪ 学校要求家长在家坚持和孩子讲中文，儿童阶段睡前讲中文故事。 

▪ 家长有义务参加班级家长正式会议。 

▪ 家长有责任向孩子解释和教育遵守《学生守则》，特别是手机管理规定。 

 

5. 学校可根据情况变化（包括法规要求）更新本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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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守则 

 

1. 按时到校上课，不迟到早退。因故需晚到、早退或缺勤者，须由家长事先向教务长请假。 

2. 尊敬老师，遵守课堂纪律。学生须坐在指定的座位，换座位可和老师商量。上课时不得在

课堂里随便讲话，走动，或做其它影响老师上课的事情。上厕所须向老师报告。下课铃响

后，要等老师宣布下课后才可离开教室。如有严重影响课堂秩序者，老师有权请其离开教

室，送到校务办公室，并通知其家长。 

3. 为了保障课堂的正常教学和学生课间的充分休息，手机使用管理方式等同于德国学校。 

a) 在校期间手机全部静音。 

b) 除非教师容许，课堂期间不得拿出或使用手机。 

c) 休息期间可用手机短暂联系，不可当作游戏机或阅览机使用。 

d) 违规使用手机：学校老师或工作人员警告一次后如再次发现违规使用将没收手机，

交给教务处及校部处理。 

4. 学生不得带游戏机、平板电脑等电子玩具来学校。 

5. 大休息时所有学生均不得留在教室里。天气良好时 4-11 岁学生须户外休息，四季不限。 

6. 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参加老师安排的测验和考试。若因故不能上课，须补齐作业。 

7. 爱护学校设施，不得擅自动用、拿走、损坏学校的设备和物品。文远为学生买的保险只能

赔偿非故意损坏物品。 

8. 保持学校环境清洁。不随便扔纸屑或其它垃圾。不得在学校的任何地方乱涂乱写，包括

桌、椅、墙、地。  

9. 保持厕所清洁，学前班孩子上厕所如有困难可随时和老师说。 

10. 学校鼓励学生随时向老师或校务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不合理现象。 

11. 文远图书馆只对校内人员开放。学生和家长凭文远学生证借书，须遵守图书馆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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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级家长会议 

 

每班家长选出正副家长代表各一名。家长代表召集家长会议，每学期正式会议为开学一次。会议

日期家长代表需和班主任教师协商，会议通知传达家长们之前须告知教务长。 

 

正式家长会议议程建议： 

 

1) 例项（记录员，确定议程，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2) 老师教学汇报（教纲计划，教材， 进度， 作业，问题，等等) 

3) 家长对老师的建议  

4) 家长对学校的建议 

5) 班级课外活动计划 

6) 正副家长代表选举 ，任期一学年。 

7) 其它 

 

会议记录由记录员和上届家长代表签字，附上会议签到表，抄送教务长和本班班主任教师备案。 

家长代表、班主任教师、教务长可随时按需召集专题家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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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长活动室使用守则 

 

1. 清洗或处理自己使用过的杯子等餐饮具，并放回原处或放入垃圾桶。 

2. 收拾桌子上杂物和打扫地面的垃圾。 

3. 将移动过的任何物件放回原处。 

4. 最后一位离开者应检查关窗和关灯。 

5. 移动桌子椅子时不要在地上拖。 

 

 

5. 图书馆管理条例 

 

在审定中。 

 

 

 

6. 文远中文学校促进协会（Förderverein） 

 

在起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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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班申报表 

                            文远中文学校学生转班申报表  

 

1)   转班申请人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       年龄 ______      家长姓名 ___________ 

 

申请从 ______ 班、老师姓名 ___________   � 转到 ______ 班、老师姓名 ___________ 

 

转班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尽快转班  或    �期望转班日期 _________     填表日期 _________    家长签名 _____________ 

  

 

2) 现所在班老师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转班     �不同意转班      �需协商               日期 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 

 

 

3) 申请去向班老师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转班     �不同意转班      �需协商               日期 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        

 

 

4) 学校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转班     �不同意转班                     日期 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