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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引言 

法国幼儿园的教学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并不是一个托管班，也非儿童游乐园。我们采

用法国教育部认可的国家教学大纲，幼儿园教师和小学及中学教师的招聘准则是一样的。

法国幼儿园是独特的，为所有孩子而设立，同时也对每个孩子有所要求。学校的主要教学

目的之一——给予孩子学习、上学的乐趣，肯定和发展孩子们的个性。幼儿园的教学基于

一个重要准则：保证所有孩子都能够学有所得，学有所成。在幼儿园期间，您的孩子将每

天都参与运动、数学、游戏、艺术等所有帮助他/她发展能力的课程，并在充满关怀及责

任的环境当中学习和成长。他/她将从各种情境下获得新知识：游戏中、思考中、寻求问

题解决方式当中、练习和记忆当中。他/她也会在与其他小孩的接触当中学会如何集体生

活。 

在孩子的成长当中，家长也充当十分重要的教育角色。您可以在这本指南当中找到必要的

信息，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法国学校的运行方式，以便配合学校的教学工作的开展。 

组织模式 

校历 : 广州法国国际学校的校历符合孩子的发展规律，并遵循法国教学部的要求（见教育

法第 521-1 条）。包含：从 9 月至 7 月合计 36 周的学习时长，中间穿插一些假期（含中

国法定假期）。您可以在网站找到更多信息：https://www.efcanton.com 

时间安排（详见学校内部管理第 2 和第 6 条）: 上学时间为周一到周五，学校在 8 点 20 分

开门（8 点 20-30 分为接待时间，8 点 30 分课程开始），15 点 20 分放学。 周三为半天制，

从 8 点 20 分至 12 点 30 分（如在学校用餐，则 13 点 30 分结束）。在第 8 页，您可以找

到幼儿园的一天活动示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11:30 8:30-11:30 8:30-12:30 8:30-11:30 8:30-11:30 

12:45-15:20 12:45-15:20 

 

 

13:30-16:15 

课外活动 

12:45-15:20 12:45-15:20 

15:30-16:30 

课外活动 

15:30-16:30 

课外活动 

15:30-16:30 

课外活动 

15:30-16:30 

课外活动 

 

接待 : 家长可以把孩子送至课室门口交到老师手上。早上的接待时间为 8 点 20-30 分。课

程结束后，家长到课室门口接回孩子（15：30）。如您的孩子参加课外活动，孩子将会在

16 点 30 分送至学校门口。家长按照规定时间接送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如您需要临时替换

接送人，敬请提前通知学校行政部和老师。 

https://www.efcan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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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年龄 : 幼儿园接待3岁起的孩子。2岁的孩子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上小小班（特定名额

限制）。注册小小班的孩子可选择半天制，入学须经校长面试。 
 

自主如厕能力 : 是否能够自主如厕是幼儿园是否接收的重要衡量条件之一。但是如果不能

保持时刻自主如厕并不要紧，我们理解有时候“意外”的发生。这种“意外”有时候也会

在年龄大的孩子身上发生。请家长预备额外的衣服，以便替换（可把衣服放在孩子书包）。 

 

孩子的良好状态 
 

              学校的所有教职工把孩子的良好状态放在首要位置。 

在校护士及幼儿园助教: 每个幼儿园班级都配备一名助教。助教帮助老师接待孩子，维持

班级纪律，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对于小小/小班而言，幼儿园助教能够提供双语

（中文/法语）帮助。我校的其中一名助教也持有法国国家护士资格证，并长期驻校。  

午睡和午休 : 学校的一天是非常充实的。您的孩子必须保证良好的状态去迎接一整天的教

学活动。在家里，家长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2至5岁的孩子而言，平

均睡眠时间应当保证在12至14个小时，并保证睡觉和起床的时间有规律。在入睡前，我们

建议让孩子进行安静的活动并避免看电视或其他电子产品。直至4岁，大部分的孩子需要

午休：一个小时左右的午休时间会让孩子重新获得能量。午休帮助赶走身体及心理的疲劳，

刺激某些生长激素的形成，促进儿童神经和记忆力的发展。午休帮助幼龄儿童更好以自己

的频率适应校园生活以及重拾活力参加下午的活动。对于稍年长的孩子（5岁起），我们

会提供安静的休息时刻。午休并不会影响晚间睡眠。 
 

如厕 : 在幼儿园，我们规律性地把孩子带去洗手间，以保证孩子养成在上洗手间解决大小

便、勤洗手的习惯。如在上课期间，孩子有大小便需求，可以向老师或助教提出，孩子将

由成年人陪同前往洗手间。学校提供适合幼儿使用的洗手间设备。  

早餐和点心时间: 一顿丰富且营养均衡的早餐是非常重要的。早餐在家里进行，保证一个

充满活力的早晨。在课间休息时，孩子可以吃午间点心。午间点心并非必须的，家长可选

择自主提供，并尽量选择健康的食物（避免糖果及薯片，优先考虑水果）。  

如遇生病 : 我们建议状态欠佳的孩子留在家里休息。如您的孩子感染了传染性疾病，请务

必通知行政部。在该情况下，孩子痊愈后需向学校提供医生纸证明已无传染风险。学校教

职工没有权利对孩子用药。但是，您可以授权学校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医药措施。如有需要，

您可以在学年初提出申请，并详细解释孩子的具体情况，填写授权表格，提供医生用药指

南。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个性化方针（PAI）。 
  

跳蚤 也非常喜欢光临学校…我们建议家长定期观察孩子的头发。 

蚊子 : 即使学校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学校依然存在一定量的蚊子。您可选择在夏天时给

孩子带驱蚊手环。 
 

意外发生（内部管理条例第三条）: 学校有一名长期驻校护士，而且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接

受过急救培训。如若是简单的伤口（擦伤，划痕等），我们会马上采取措施。如若是严重

的意外，我们会马上通知监护人。我们提醒您，授权给学校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送医）

是非常必要的。每个注册学生均享有一份意外保险（见内部条例第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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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上学衣着 : 孩子们将在一天中进行非常多的运动（在操场上），或者是进行艺术活

动（颜料，绘画，粘贴等）。我们建议您给孩子穿方便的衣服（易穿易脱）。为了更方便

找回丢失的衣服，我们建议家长在衣服上写上名字。  
 

出勤与缺勤 (学校内部管理条例第7条): 为了保证孩子处于良好状态，以便教学活动的顺利

开展，除非有特殊情况，孩子们必须按照课程安排每日准时出勤。如若需要请假，请及时

通过邮件(administration@efcanton.com)或者电话(38 79 73 24)通知行政部以及老师。 

 

教学大纲  

独一无二的教学 : 法国教育体系是以三年为一个阶段的。幼儿园的三年为第一阶段，该阶

段尤其重要，奠定了往后孩子学生生涯的发展基础。本阶段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学

习乐趣，让他们喜欢上学，并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发展他们的个性，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五大技能 : 在第一阶段，教学围绕五大方面展开：  
 

从多维度激发孩子

的语言学习能力 

“语言”一词是指个体在说话、倾听、思考以及尝试理解时所实

施的一系列活动。 幼儿通过同时调动语言的两个组成机构来进

行口头以及书面表达。 

在物理活动中行

动、理解和表达。 

体育活动的实践有助于儿童的运动、感觉、情感、智力和社交

关系的发展。 这些活动能够动员、激发和丰富儿童想象力。 

在艺术活动中行

动、理解和表达。  

幼儿园对与引导儿童进入艺术世界（视觉、声音、现场表演）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启蒙艺术和文化教育。之后，每个孩子在

小学和中学阶段继续完善个人艺术文化底蕴的积累，根据共同

参考点获得个人文化艺术审美基础。 

思路和想法梳理的

工具建设 

自出生开始，孩子对于大小、数量、体积、容量就有一个最初

的模糊认识。幼儿园帮助每个孩子深化对于世界的认知，激发

对于孩子对于数字的敏感程度，学会表达数量（基数使用）、

等级或者位置（顺序使用）的描述。 

世界探索 

幼儿园旨在启发和培养孩子对于空间的立体思维。老师引导学

生对周边环境产生兴趣，探索生活中的物体和物质的世界。 老

师们利用教学工具，帮助孩子建立对世界的初步认识（世界观

的初步形成）。 

 

mailto:administration@efcan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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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 广州法国国际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我们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提供英文和中文

教学加强课程。同时，所有幼儿园的孩子都接受双语教育（由有资质的母语老师负责授

课）。在中文课上，我们将会有两名中文老师分水平教学。从幼儿中班（MS）开始，孩

子可以额外增添 2 小时/周英文或者是 2 小时/周中文课程。从幼儿园大班（GS）开始，学

生可以参加剑桥英语课程（即每周再额外添加 2 小时）。 

每周学习时长 英文 中文 

TPS/PS 小小/小班 2 小时 2 小时 

MS 中班 2 小时(+2 小时课外活动) = 4 小时 2 小时(+2 小时课外活动) = 4 小时 

GS 大班 3 小时(+2 小时课外活动) = 5 小时 2 小时(+2 小时课外活动) = 4 小时 

 

多媒体教学 : 学生从小就接触多媒体信息技术。学校的角色是引导学生合理地使用电子产

品（平板电脑、电脑、相机等）。 每一个班级都会配备平板电脑和手提电脑。电子产品会

在老师的指导下用于教学。  

学校项目:  每个法国学校会在三年期内制定与法国国家教育部和法国海外教育署（AEFE）

指导方针相吻合的教学项目。这些教学项目表明了学校的发展方向，是由学校教学团队以

及家长代表共同制定的。这些教学项目涉及幼儿园小小班到高三学生。 

以下为 2017-2020 年的四大发展方向： 

1. 语言学习改进计划 

2. 发展多媒体新技术教学形式 

3. 帮助学生建设未来发展成功计划 

4. 学校的宣传和增值发展 

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更多信息。  

家校沟通 

班主任: 班主任负责教学以及课堂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的老师是法国教育部外派教师，

拥有丰富的幼儿教学经验。班主任的联系方式将会在年初发送给家长，如您有任何问题都

可以和班主任联系。 

开学会议 : 每个学年初开始，老师会向班级的所有家长召开集体会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会议，将会是您跟教学团队的初次接触。您也可以借该会议的契机认识同班同学的家长，

相互沟通交流。同时，您也可以跟教师团队进行沟通，老师会向您详细解释学校的运作模

式以及作为家长需要承担的角色。您也可以在会议中提出任何问题。  

孩子的进步跟踪以及家长会: 在整个学年，老师会持续跟您分享班级的最新消息。每个教

师使用的分享平台不同（微信，Seesaw，博客等），同时您的孩子会有一本搜集所有作品

的记录册，这本册子会时不时发到您的手上。每逢 1 月及 6 月（学期末），进步火车册子

会发您的手上。每逢期末，您也可以与教师进行一对一会面。如有需要，老师也会向您提

出会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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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机构 : 我们学校是由非盈利性的组织运营的，所有家长自动成为成员。在学年初的代

表大会上，您有权利选举出家长管理委员会（理事会）成员。家长理事会每年举办三次会

议，召集代表家长，代表老师以及校长商谈决策学校事务。幼儿园的家长代表也会参与其

中。 

行政 : 法国学校行政团队随时解答您的疑问。团队包括：校长、行政及财务负责、行政助

理。行政团队将会负责所有关于学校组织以及财务方面的事务。校长需要确保学校的良好

运营以及指导教学方针。您可以通过以下邮箱联系他们： direction@efcanton.com, 
comptable@efcanton.com, administration@efcanton.com. 

我们采用在线平台 EDUKA，家长可通过该平台进行注册、再注册、选择课外活动等。您可

以通过网站进入该平台：www.efcanton.com 。 在网站上您可以找到关于法国教育体系、

学校最新消息等各种资料。我们学校也有微信公众平台，向家长沟通最新消息。 

内部管理条例 : 正如所有集体一样，学校需要内部管理条例规定权利和义务。如您选择注

册广州法国国际学校，我们默认您接受学校内部管理条例。该条例会在注册时向您沟通。

您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到该文件。 

肖像权 : 在我们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拍摄孩子的照片或者视频（用于校刊、网站、博客或

者是其他媒体）。照片并非孩子的个人独照，而是集体照或者活动照片。在学年初，我们

会向您咨询获得肖像的使用权利 。 

 

校园生活 

活动 :  我们会在校内或者校外组织各种活动丰富孩子的校园生活（野餐会、万圣节、世界

法国学校周、圣诞、中国新年、法语文化节、狂欢节等）。这也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途

径之一，也让学生的作品更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将通过邮件、微信和网站通知您学校的活

动。 

外出活动 : 教师会定期组织外出教学活动。我们也会征集家长志愿者参加。如您感兴趣，

请积极参与！ 

其他信息 

校车 : 广州法国国际学校提供覆盖市内的校车线路（请注意，每年年初校车线路会根据家

庭的需求而更改）。您可以登录我校网站查看校车线路和站点。下午的放学时间为 16 点

30 分。您的孩子从幼儿园中班起可以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15 :30-16 :30）。如您的孩子

需要等待 4 点半的校车，您可以在周一、二、四、五免费参加“幼儿园欢乐时光”。从幼

儿园小班起，孩子即可乘坐校车。每辆校车我们都会配备跟车老师以及 GPS 设备。您可以

通过手机实时跟踪校车线路。我们给每个乘车儿童发送乘车卡，每次孩子上车打卡您都可

以收到提醒消息。我们要求家长和乘车学生遵循校车规定。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该规定细

则。 

午餐 : 学校可提供午餐服务，餐食均为丰富且营养的。如您的孩子有特殊的餐食需求，我

们可以作出相应调整。幼儿园学生将于老师的监管底下在课室用餐。午餐时间为 11 点 30

分，周三用餐时间为 12 点 30 分。您可以在网站上或者餐厅找到每月餐单。 

mailto:direction@efcanton.com
mailto:comptable@efcanton.com
mailto:administration@efcanton.com
http://www.efcan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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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 从幼儿园中班起，您的孩子每天都可以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 （15 点 30 分-16

点 30 分，以及周三下午）。这些活动是付费的。您可以在家长平台 Eduka 上找到活动明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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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一天示例 

 

 

小班 中班-大班 
8:20-8:30  

接待 
8:30-8:50  

集合仪式：问好、介绍、日程安排，

集体游戏，工作坊介绍。 

8:50-9:20  

工作坊：语言练习、思维锻炼、世界

探索、艺术活动。 
9:20-9:45  

室外运动 
9:45-10:15 

大课间 
10:15-10:30  

上洗手间 
10:30-11:30 

英文/中文工作坊 
11:30-12:30  

午餐 
12:30-13:30  

午睡 
13:30-14: 00 

起床，上洗手间，活动 
14:00- 14:50  

工作坊：语言练习、思维锻炼、世界

探索、艺术活动。  

14:50-15:00  

离校准备 
15:-15:15  

集合：派发书本，小结，音乐 
15:20   

离校，接待家长  

8:20-8:30  

接待 
8:30-8:50  

集合仪式：问好、介绍、工作坊介绍。 
8:50-9:45  

工作坊：语言练习、思维锻炼、世界探

索、艺术活动。 
9:45-10:15  

大课间 
10:15-10:30  

上洗手间 
10:30-11:30  

运动技能锻炼，英语或中文课  
11:30-12:30   

午餐  

12:30-13:00   

安静时间，休息  
13:00-13:15  

集合 
13:15-14:15  

工作坊：语言练习、思维锻炼、世界探

索、艺术活动。  
14:15-14:35  

大课间 
14:35 : 15 :15 

集合，派发书本，小结，音乐，准备离

校等 
15:20  

离校，接待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