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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新学年寄语

亲爱的家长们：

不论您的孩子是假期结束
归来的学子，还是刚刚加入
诺德安达大家庭的新学员，
我在此都非常荣幸也非常
高兴地欢迎你们在北京英
国学校顺义校区开启新学
年的旅程。

本学年我们将与您携手，确
保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成
长、挑战自我并收获满满的
成就感，同时我们也会为他
们提供最佳的学习环境和
支持，让他们能够全面发挥
自身潜能。

我校治学严谨，旨在让孩子
们在不断拼搏进取中磨练
成为最好的自己。校园中
的丰富体验能够确保孩子
们志向高远，努力向世界
看齐，学习21 世纪所需的
各项技能，以助其成就光
辉未来。

通过与茱莉亚音乐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UNICEF）合作，

诺德安达教育集团各校可
为您的孩子提供相当独特
的机遇，让他们接触到业内
最好的教育机构。我校将严
谨的学术课程与各类体育、
艺术、音乐、技术和课外活
动的丰富体验结合在一起，
系统培养孩子们重要的领
导和沟通技能，以及取得
成功所需的韧性、独立性
和决心。

“志存高远”这一理念是我
校所有行动的核心。每个孩
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
们个性化的教育方式会让
孩子们比在其他学校取得
更为明显的进步，为他们提
供获得自信、和有担当的公
民所需的帮助和支持。

选择就读我校，您将跨入一
扇敞开之门，来到温馨舒适
的育人之地，在这里，孩子
的需求是重中之重。我们致
力于与您一起努力，确保让
您成为孩子教育的决策的
重要核心部分，并在学校社
区中找到归属感。

新学年伊始，这是您和孩子
为这一学年的成功设定新
目标的绝佳机会，非常期待
与您和孩子们见面，并深入
了解。携手前进，相信我们
定会一起看到他们的成绩
斐然。

在此，热烈欢迎您加入北京
英国学校顺义校区！

谨启

Jayne Needham 

校长

� 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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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北京英国
学校（顺义校区）

无论是新生家庭还是返校家庭，BSB招生团队将
帮助您尽快地开启新学年生活，同时为您转学到
北京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欢迎前来与我们咨询，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地址：admissions@bsbshunyi.com

我们的直拨电话：8047 3558

开启2021/2022学年成功之旅！

入学信息

校服和校服室

所有入学学生必须穿着校服。学生们每天
要着装干净、整洁到校。BSB校服指南请参
考本手册及中学生计划手册中信息。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购买校服：
1. 学校大厅内的校服室整个学年开学期
间都开放（周一至周四上午8点到下午
4:30，周五为上午8点到下3:30）。
2. 校服网店，全年365天开放，您可通过以
下链接在线购买校服并以邮寄形式配送到
您所在地点。
www.zaoschoolwear.com/bsb-shunyi
密码： 123456
如有需要，请联系：
syuniform@bsbshunyi.com

校车服务

如果希望预订及确认校车服务，请联系校
车协调人员，电子邮件：
sybus@bsbshunyi.com

联系方式变更

如果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特别是电子邮件
地址、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和护照号，请立
即通知校方。请及时将任何变动通知给校
务秘书，确保校方更新数据库信息：
小学：prireceptionist@bsbshunyi.com
中学：secreceptionist@bsbshunyi.com
除非您另有指示，否则请注意，您提供给
校方的电子邮件地址也会被分享给我们
的家长委员会。

账单与学费

如果对费用有任何疑问，请直接联系财务
部门。请注意，所有款项必须在您的账单
上所注截止日期之前支付。如果在截止日
期之后收到付款，学校将不保证有学位。
如果对费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财
务部门，邮件地址：bsbfee@bsbshunyi.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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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学日

教学日早上8：25 开始，点名后，在8：40开始上课。早上8：15之后才允许学生们进
入教室。

小学学生若迟到应当在小学办公室登记。

小学时刻表
8:15 学校开门

（学生不应当在此时间之前到校）
8:25 - 8:40 点名
8:40 - 9:40 第1节课
9:40 - 10:40 第2节课
10:40 - 10:55 课间休息
10:55 - 11:55 第3节课
11:55 - 12:50 午餐
12:50 - 13:40 第4节课
13:40-14:40 第5节课
14:40-15:25 第6节课
15:25 - 15:30 收拾书包
15:30 离开教室乘坐校车或自选课后活动（ASAs）

校车离校时间下午3:40
15:30 - 16:25 周二、周三和周四自选课后活动
16:30 课后活动结束乘坐校车

中学时刻表
8:15 学校开门

（学生不应当在此时间之前到校）
8:25 - 8:40 点名
8:40 - 9:35 第1节课
9:40 - 10:35 第2节课
10:35 - 10:55 课间休息
10:55 - 11:50 第3节课
11:55 - 12:50 第4节课
12:50 - 13:35 午餐
13:35 - 14:30 第5节课
14:35 - 15:30 第6节课
15:30 离开教室乘坐校车或自选课后活动（ASAs）

校车离校时间下午3:40
15:30 - 16:20 周二、周三和周四自选课后活动
16:30 课后活动结束乘坐校车
17:30 晚班校车驶离（周一至周五）

欢迎来到学校

教学日早上8：25开始，点名后，在8：40开始上课。早上8：15之后才允许学生们进
入教室。

中学学生若迟到应当在的大厅前台的迟到/早退日志簿中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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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校服的重要提示

在学年开始时，学生应当着夏装入校。通
常情况下在十月中旬到四月初着冬装。
根据季节变化，学校会给出换装的具体日
期。换装日期由校长酌定。

• 进入校园时穿着的所有衣服（校服和
非校服）均应当清楚地标明孩子的姓
名、所在班级/班主任。

• 丢失的， 未标明姓名的衣服和包将被
划入到失物范围。每学期结束时未能
领回的服装将被捐赠。

• 全体学生应当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
• 冬天，如果学生穿靴子到校，需要带

着室内更换用鞋。
• 所有裙子必须长度适当，裙边不得高

于膝盖上方5厘米。
• 在教学楼内禁止戴帽子。
• 校方将尊重不同宗教和文化的着装。

小学（EYFS - 6年级）

头发
• 禁止特殊发型和在头发上剃出图案。
• 必须是自然发色，不能染色。
• 女生的头发若长于衣领需要扎起。
• 男生头发必须短于衣领，如果长于衣

领也要扎起来。

首饰
• 只能佩戴小型耳钉或耳圈。
• 手镯、戒指、项链、胸章等不允许在学

校佩戴。 （除非是学校的学生会成员
和House队长可以佩戴胸章）

• 校方将考虑宗教或文化归属问题。

化妆
• 禁止任何形式的化妆。
• 禁止使用假指甲。
• 只可以涂透明色的指甲油。 禁止彩

色指甲油，除非由于有特别的活动而
得到校方特许。

如果家长对以上规定有疑问或者需要进
一步解释的，请与小学校长联系。

校服要求——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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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7-11年级

中学学生手册里详细注明了校服的着装
要求。 每个学生都有责任遵守正确的统
一标准。

发型
• 发型不能过于夸张和剃图案,只允许

自然的发色。学生的头发必须干净、
整洁并勤于梳理。男生头发必须短于
衣领。 胡须应当整洁并勤于修剪。 

• 头发配饰应尽可能保持最少, 尽量与
校服颜色搭配。

首饰
• 首饰数量尽可能少，只允许佩戴耳

钉，不能佩戴手链或手镯。

化妆
• 不允许化妆。彩色指甲油是不允许

的,除非学校有特别的活动。禁止做
假指甲。

中学最后两年（12和13年级）

• 女士和男士们需要着职业装。
• 男士们需穿着西装、夹克，衬衣塞进

裤子中并系领带。
• 对于女士们，需要穿裙子（及膝）或者

正式裤子（不得穿任何颜色的牛仔裤
或者丁尼布裤子）、一件衬衫和夹克。

• 男士和女士们应当穿正式鞋子（鞋跟
不得超过4厘米）。 冬季不允许在室内
穿靴子。

• 头发干净整洁并勤于梳理。禁止夸张
的发型或颜色。

• 发饰数量和大小应当合理。
• 胡须应当整洁并勤于修剪。
• 学生可以选择佩戴一对耳钉；不允许

佩戴其他形式的穿钉。
• 只能在父母提供允许证明的情况下

才可以佩戴有色隐形眼镜。 
• 化妆：女士可以涂粉底、上唇彩、涂睫

毛膏和眼线，但应当适度。指甲颜色
不得过于夸张。

校服要求——全体

P. 13P. 12



Designed for Learning

校服要求——小学
在北京英国学校就读的所有学生必须穿着校服。尽管冬天可能需要戴着帽子、手
套、穿着厚重的外套和鞋子到学校，但希望学生能整洁地穿着校服。

下面是北京英国学校每学年正式校服套装，只能从学校的校服室购买（其他
如鞋子和外套），可以从其他地方购买，但是需要符合如下要求。有问题请联系

（syuniform@bsbshunyi.com）。请在所有校服上清晰地标明学生姓名。

幼儿园校服
 (幼儿园小班、中班和大班)

冬季
BSB毛衣
BSB青绿色长袖polo衫
BSB海军蓝运动裤
白袜子（女生） 
黑袜子（男生）
运动鞋
可选：户外可戴帽子、手套和围
巾

夏季
BSBpolo衫
BSB深蓝色短裤
凉帽
白袜子（女生）
黑袜子（男生）
运动鞋

（禁止穿“卡洛驰”
鞋）

体育课用品
体育课可着常服。无需
专门的体育课服装。

游泳：
BSB泳装
BSB泳帽

小学体育和游泳用品
(1年级到6学级，男女通用)

冬季
BSB短袖运动衫
BSB运动上衣
BSB运动裤
白色袜子或BSB运动袜
白底运动鞋/旅游鞋
BSBHouseT恤
饮料瓶

夏季
BSB短袖运动衫
BSB运动短裤
白色袜子或BSB运动袜
白底运动鞋/旅游鞋
BSBHouseT恤
凉帽或BSB运动帽
饮料瓶

游泳（1学级-6学级）
BSB泳装

BSB泳帽（House颜色）

小学校服（男生）
冬季-男生（1年级-第2年级）
BSB灰色长裤
BSB白色polo衫
BSB海军蓝羊毛衫
黑色长筒袜
黑色皮鞋
BSB西装上衣（可选），外套

夏季-（1年级-2年级）
BSB灰色短裤
BSB白色polo衫
黑色袜子
黑色皮鞋
凉帽

冬季-男生（3年级-6年级）
BSB灰色长裤
白色长袖衫（束进裤子，扣上最上边的
纽扣）
BSB海军蓝羊毛衫
BSB原色领带
黑色袜子
黑色皮鞋
BSB西装上衣，冬衣

夏季-男生（3年级-6年级）
BSB灰色短裤
BSB白色polo衫
黑色袜子
黑色皮鞋
凉帽

小学校服（女生）
冬季-女生（1年级-3年级）
BSB背心裙
BSB短袖白色polo衫
或长袖白色罩衫
BSB海军蓝开襟羊毛衫
黑色长筒袜
平底黑色皮鞋
BSB西装上衣（可选），外套

夏季-女生（1年级-3年级）
BSB夏装
白色袜子
平底黑色皮鞋
凉帽

冬季-女生（4年级-6年级）
BSB半身裙或灰色裤子
长袖白色罩衣（束进裤子/裙子） 
BSB海军蓝开襟羊毛衫
黑色紧身裤
平底黑色皮鞋
BSB西装上衣（可选），外套

夏季-女生（4年级-6年级）
BSB夏裙
BSB白色polo衬衫
白色袜子
平底黑色皮鞋
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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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d for Learning

中学校服
物品 冬季 夏季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白色衬衣 必须束进裤子

中，扣上最上面
纽扣，衬衣干
净、白色内衣

必须束进裤/裙
子中，扣上最上
面纽扣，衬衣干
净、白色内衣

必须束进裤子
中，可以选穿短
袖衬衣，必须为
白色内衣

女装衬衫，可以选
穿短袖衬衣，必须
为白色内衣

西装上衣 强制性 非强制性
BSB校园领带 打结大小合理，正确系领带 打结大小合理，

正确系领带
女生，夏季无需系
领带

BSB裤子或
裙子

灰色长裤 裙子（裙子边不
得高于膝盖上
方5厘米）或者
灰色长裤

灰色长裤或灰
色学校短裤

夏裙，裙边不得高
于膝盖上方5厘米
或灰色学校长裤。

BSB海军蓝
毛衣

可以选穿，但不能替代西装上衣 可以选穿但一定要同时穿西装

袜子/黑色长
筒袜

黑色袜子 无图案黑色长
筒袜

黑色袜子 白色及踝短袜

黑色鞋子 黑色皮鞋（不得穿运动鞋） 黑色皮鞋（不得穿运动鞋）
平底

体育课校服（中学）
室内 冬季室外 夏季 游泳课

BSB短裤和运
动衫

BSB运动衫
BSB运动服、长裤、风
雨衣和帽子

BSB短裤和运
动衫
BSB运动帽或
凉帽

BSB泳帽、泳镜和毛巾

白色运动袜、运动鞋（不得穿时尚鞋，例如滑板鞋或街舞
鞋、净色运动包、水瓶）

男生 – BSB泳裤
女生 – BSB泳衣

校服要求——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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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部办公室登记。
• 在教职工的监管下留在校内的学生必

须告知校车老师。 
• 出于任何未经许可的原因而留在校内

但未在中学部办公室登记的学生将不
得乘坐较晚的校车，在此情况下，家长
需要去学校将学生接回。

• 除上述外的任何例外情况，将由中学
管理团队酌情决定。 

小学生下午乘坐正常校车或课外活动
校车的变动情况

如果您的孩子在特定情况下不乘坐校车；
或者乘坐其他班次的校车；或者不再需要
校车服务，请在执行日期之前至少提前
24小时向您孩子的班级老师和校车协调
员（sybus@bsbshunyi.com)发送确认邮
件。校车老师将立即得到通知。这将有助
于避免校车延误，并确保您孩子的安全

如果您从学校提早接回孩子，请告知校车
协调员或班级老师，表明您的孩子将不乘
坐校车回家。

下午回程送站

所有校车将按预定时间将放学学生送到
下车站点。如果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如
堵车、其他站点出现上一个下车地点的问
题）而导致校车早到或晚到，则校车老师

将尝试通过登记的电话号码与家长取得
联系，以告知有关情况。在此情况下，请注
意接听电话。

如果家长/阿姨在校车到达时不在校车站
点，则校车老师将与家长联系，且停留不
超过5分钟，然后校车将前往余下站点，并
在将余下学生送回后，返回到孩子的下车
地点。

校车的使用，行为准则

1. 使用北京英国学校校车服务的学生居
住在北京各地。为了方便他们的上学
和放学，并确保所有学生的行程愉快，
北京英国学校制定了明确的要求和规
则，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以安全有保
障的方式出行。 

2. 学生必须准时到达校车站点，并在等
待校车抵达期间注意个人举止。如果
学生一个月内迟到三次或三次以上，
则视为一次不良事件，将需要通报并
采取措施。

3. 学生必须始终尊重并服从校车老师/
校车司机，并遵守学校规定。 

4. 在整个行程中，学生必须始终坐在座
位上并系好安全带。不得在校车行使
期间在车内 随意走动。 

校车政策

下面是我校校车政策摘要，完整版将发送
给乘坐校车的全体学生的家长。

目前，本校每天有校车在早上送学生上课
和在下午3点40分接学生回家。 在课外课

（ASAs）期间有ASA 校车投入运行。学校
校车是校园的延伸，因此对乘坐校车的所
有学生同样需要遵守校规。通常乘坐校车
的学生年龄差异较大，高年级学生特别需
要注意自身言行。

每辆校车都有校车员，可监督孩子们并确
保举止行为和人身安全。校车员人手一份
严格的校车规则，孩子们必须遵守。

校车员职责

• 所有校车必须配备校车员，除了晚
班车。

• 校车员要确保所有孩子正确离校并
登上正确的班车，除了晚班车。

• 校车老师要确保所有孩子系上安全
带，在整个车程中均坐在座位上。禁
止孩子们坐在前排座椅。

• 校车员携带移动电话，如果离校或者
返校车程有延误，将通知家长

• 对于早上的车程，如果孩子们未按照
要求在站点等车，将通过校车员会尝
试与家长联系，但是，仅在站点停留
两分钟。

• 如果学生在校车上的行为有问题，校

车员会指出孩子的问题，并要求停止
该行为。我们希望学生能够遵守这
项要求。

• 如果学生不遵守相关规则，校车员将
此事上报给校车主管老师，校车主管
老师将向这名学生的校长上报。

校车运行路线表

为了使校车按时运行，且不给其他学生带
来不便，所有校车均按指示在预定时间发
车。家长/监护人应确保学生在校车驶离
时间前提前5分钟到达校车站点。每辆校
车都配备了一个时钟，我们建议所有家长
将家庭时钟设置成与校车时钟同步，以避
免出现任何时差。
          
所有对于上学学生，校车会在到达预定接
站时间后等待/停留不超过2分钟。

中学生错过正常校车

如果学生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而错过乘
坐指定的校车，则将被安排乘坐下一班校
车。这些学生应向中学部办公室报告，并
告知中学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其错过了校
车，以及是否将由家长将其接走或是否需
要乘坐较晚的校车。

• 如果学生希望在下午3:30后留在图
书馆学习，则必须告知校车老师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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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龄较小的学生应靠前坐，年龄较大
的学生应往后坐。

6. 学生不得将头、手和脚伸出车窗外，且
为了保证安全和确保车内空调性能良
好，窗户应保持关闭状态。 学生应注
意在自己的坐位坐好，保持过道畅通。

7. 校车行驶中后，禁止在车内吃东西、喝
东西或嚼口香糖。 

8. 学生应轻声讲话，不得大声喧哗。 

9. 在行程中的任何时候，不得分散驾驶
员的注意力。 

10. 学生不得损坏校车；应爱护校车内的
安全和紧急设备，并确保出口畅通无
阻。

11. 学生在下车时应将所有垃圾带走。

违反校车规则的后果

我们的学生一般都会遵守《校车使用行为
准则》。但是，如果确实发生了违规事件，
将尽一切努力去全面了解情况。所有校车
上均配备有监控摄像头，除了向同车的其
他学生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外，我们还将
查看监控录像。 

经过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实发
生了投诉情况，则将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如果事件是第一次发生，将按措施一处
理，如果事件持续发生，则将按后续措施
处理，直至措施四。如果事件被认为对学
生本人或校车上的其他人非常危险，则学
校在处理时可以跳过某一措施直接按后
续措施处理。同样，如果据报告发生了一
次小事故，则学校可以选择重复按一种措
施处理。学校将认定事件的严重性，并确
保向家长充分说明处理决定的原因。 

如果学生出现学校或校车公司认为可能
危害其自身或他人安全或造成校车损坏
的行为，则为了保护其他学生的安全，学
校保留在调查期间取消提供校车服务的
权利。
          
如果校车服务被予暂停或取消，将不予退
款。 

措施一：年级组长主管 将与学生进行面
谈，就问题进行分析并重申校车规则。学
校将向家长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告知家长
事件情况，并提醒再次发生将导致3天不
能乘坐校车。 

措施二：年级组长主管将与学生进行面
谈，就问题进行分析并重申校车规则。学
生将3天不能使用校车。学校将向家长通
报此决定，作出此决定的原因，以及邀请
家长进一步讨论情况。学校向家长发出提

醒，表示再次发生将导致5天不能乘坐校
车。

措施三：年级组长主管将与学生和家长进
行面谈，就问题进行分析并重申校车规
则。学生将5天不能使用校车。学校将向家
长直接告知（或如果家长无法参加面谈，
则通过电子邮件）作出此决定的原因。学
校向家长发出提醒，表示再次发生将导致
无限期禁止乘坐校车。

措施四：中学校长-教务主任或小学校长将
与学生和家长进行面谈。由学校决定，学
生将无限期禁止使用校车服务。在特别严
重的情况下，该禁令可能是永久性的。

联系方式

校车办公室电话 +8610 8047-3580
校车办公室手机（Ann Liu女士）
15910784201 （24小时）
校车办公室电子邮箱
sybus@bsbshunyi.com
 
校车办公室位于学校前台后方行政区域
主校区幼儿园大班后方， 房间号：办公室
C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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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与上下车

下车 

校园有一个较大的停车场，
早晨和下午可供校车使用，
但家长仅在早上才能在这
里让孩子下车。停车场里有
一条规定的下车通道，标
有清楚的标识，仅用于校车
和汽车上下人。对于想要
停车并陪着孩子进入校园
的家长，学校提供了指定的
汽车停车场。请注意，孩子
们会穿过这片停车场，因此
车速不得超过10英里每小
时/16公里每小时。 

机动车不能从正门通行，
应从校车停车场内的侧门
通行。

上车

下午大停车场仅供校车使
用，因此，为了确保孩子们
安全登上正确的校车，下午
时间内私家汽车禁止使用
该停车场。需要进入校园内
接送孩子的家长请将车辆
停放在学校正门的指定停
车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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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务室

在教学日期间，学校配有专
业护士。护士们负责处理常
见病症，例如割伤和擦伤以
及孩子们上课期间感到不
舒服等问题。

如果在上学期间发生了更
严重的问题，护士将电话通
知家长，如有必要，也请家
长前往学校或当地医院与
孩子和学校护士见面，例
如，位于顺义（荣祥广场）的
北京和睦家诊所。相应费用
由家长承担。为此，家长必
须填写医保单，并尽早返还
给招生部。

药品 

药品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带
到学校，并且必须清楚地标
明孩子的姓名、所在班级和
所需剂量及服用频率。该药
品应当交给学校护士站，并
请您填写同意书，确认相应
细节。学生不得自行管理自
带药品。如果孩子身体有不
适，请通知我们，特别是是
否对何种物品或食品过敏。

缺勤

学生应每日到校，但某些时
候由于患病等原因也可能
出现缺勤。如果您的孩子无
法到校，请用电子邮件的方
式通知校务秘书或者直接
联系孩子的班主任或老师。

小学: prireceptionist@
bsbshunyi.com

中学: secreceptionist@
bsbshunyi.com

如果孩子有任何传染性疾
病或者症状（例如水痘、手
足口、头虱、麻疹、红眼病、
金钱癣等），请立即通知学
校。如果您的孩子平时乘坐
学校校车，应当将孩子不能
乘车的情况通知校车员。

学校午餐与零食

学校每天都会为全体学生
提供热腾腾的午餐。学校午
餐费已包括在学费中。

如果您的孩子有食谱限制
（无论是出于健康、宗教或

者过敏原因），假如您还没
有通知校方，请立即通知。
我们将通知学校厨房并作
出特殊安排提供适合的替
代餐饮。学校提供营养平衡
餐，共有三种主菜选择，或
者三明治，也可以选择自助
沙拉和餐后甜点。饮料包括
牛奶或水。

学校餐厅提供自助午餐，
并按照年级提供。学前班孩
子先就餐，午餐直接提供到
餐桌上。学龄前孩子（幼儿
园小班和中班）在教室中就
餐。一年级及以上孩子使用
托盘，并在老师的帮助下自
行选择午餐。

我们为幼儿园阶段的学生，
早上和下午均提供健康的
点心。欢迎一年级及以上的
孩子从家里带适当的健康
加餐（水果、饼干），如果愿
意，可以在上午及下午休息
时间段享用。

请注意，不允许携带坚果
到校内，也不许在校内食
用坚果。

在入学第一天，向所有对午
餐有特殊要求的幼儿园阶
段和小学阶段的学生发放
一个颜色鲜明的特殊午餐
卡，在午餐时佩戴，并使用
红色的托盘，确保餐厅工作
人员很容易认出他们并提
供适当的餐食。

P. 25P. 24



与家长沟通

信件和电子邮件
小学校长和中学校长会定期通过电子邮件
方式发送小学和中学家长简报，包括重要
信息和校园新闻；校长也会通过电子邮件
定期发送校长信。    

学校或教职员工与家长的沟通大部分采取
电子邮件方式。 小学家长也可以通过家校
学习与沟通软件“Seesaw”，中学家长可以
通过“Moodle”软件与您孩子所在的班级
以及任课老师沟通。 重要表格则采取纸质
形式发给学生。鼓励家长定期检查孩子书
包中是否有信件。

请家长随时将最新电子邮件地址通知给校
方，确保能够及时准确收到校方邮件。

对于小学生，家长登录有密码保护的家长
接入口，名为“SeeSaw”，可查看孩子当周
的课程和规定的家庭作业。 请登录学校网
站查看详情。对于中学生，每天会向家长发
送电子邮件。所有ASA和体育活动均可通
过SOCS网上平台查看。 

如有任何问题，家长应当通过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孩子所在班级教师或者指导老师
提出。有关登录系统的问题应当提交给校
务秘书。

进度报告
每学期家长会收到一份您孩子的进度报

告。报告主要是学习成绩以及个人和社会
事务，同时包括未来学习目标。  

请注意，按照学校的学费政策，如果拖欠
学费，则报告不会下发给学生。

家长/教师会议
在学年最初的几周将举行课程和“教师见
面”会，让家长有机会见到教职员工、参观
教室并更多地了解即将到来学年的教课
和学习计划。  

家长/教师晚间见面会每年举行两次。会
议期间，教师将与家长讨论学生的学习进
度、个人及社交情况。

开放政策
家长无需等待正式的机会与教师、学校负
责人或校长见面，而是可以提前预约见
面，通常情况下电子邮件是最佳的预约方
法。这样既可避免由于某位教职人员不在
而让家长失望，并能够避免影响教学日工
作。在本手册，您能够找到校领导的详细
信息。每名教师的电子邮件均可在学校网
站获取。 

小学生课堂开放日和体育比赛
我们会每学期设立课堂开放日，让家长亲
自前来了解您孩子的学习。邀请函将通
过电子邮件以及您所在年级的Seesaw
页面发出。同时，也欢迎家长出席体育比
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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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阶段（EYFS）指南

目标

我们旨在提供一种关心、放松和快乐的氛
围，让您的孩子能够享受我们提供的学习
体验，并按照孩子自身的时间和幅度开发
其潜能。我们的教师团队会分工合作，为
求满足孩子们的个体需求。孩子取得成功
我们会给予表扬，对于某方面的发展也会
提供支持和鼓励。 

幼儿园早期基础阶段（EYFS）教室是极为繁
忙和活跃的地方。您的孩子可能会感到不
知所措、害羞甚至在首次入学时哭泣。这是
正常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在老师和
家长的配合下，您的孩子很快就变得自信、
快乐并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

实际学习体验与玩耍的重要性

寓教于乐的学习体验保证为所有孩子提
供各种各样的亲身体验。老师会根据早期
教育课程的要求，精心设计出各种活动引
导孩子们参与，同时也给孩子们自由活动
的时间。

这就确保孩子们都能得到支持、拓展和面
临挑战，同时，也有时间自己去巩固所学
到的知识。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玩耍”是
孩子们的工作，我们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基
础，使孩子们做好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准
备。

请阅读幼儿园阶段手册（可从招生办公室
获取），并参加沟通晚会，课堂开放日，进
一步了解我们的课程。家长也可以约见孩
子的课堂教师，来回答您的问题并提供更
多的信息。 

着装

我们幼儿园校服的设计是为了满足孩子
们的需求，因此，请家长协助我们让孩子
穿上正确的校服。我们建议，孩子们在书
包中带一套备用校服，在我们需要更换着
装时使用。 

鞋子应当为旅游鞋/运动鞋，并且是没有
花边的样式。重要的是，孩子能够自己穿
好鞋子，并能够系紧鞋带。 

孩子们每天在外面玩耍（在天气和空气质
量指数允许的情况下）。天气转凉的时候
确保您的孩子有一件能够自己穿上防寒
服，戴上手套和暖帽。鼓励您的孩子自行
穿衣，如果几周过后孩子希望自己穿衣和
穿鞋，教给孩子如何扣扣子和拉拉链。

零食

幼儿园阶段，上午和下午均提供健康的零
食。零食包括饮料和点心，例如牛奶或者
果汁，也提供新鲜水果、蔬菜或者饼干。请
不要让孩子带甜食或者钱去上课。

表现积极奖

我们采用了小学PAWS奖励系统和“你已
被发现”系统来识别和奖励孩子们的努力
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绝大部分学生都表现良好并照顾他们的
同学，这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是重要并值得
庆贺的。

然而，孩子们在早期教育中探索和研究为
他们设定的规则以及孩子们对其行为判
断不准确，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会悉心
处理这些问题并且提醒孩子们做出被认
可的行为。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将通知您，并请您与
教师或者幼儿园主管或者小学领导团队
成员会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均不接受
野蛮或者破坏行为。我们针对幼儿园教育
阶段制定有一份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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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指南（包括幼儿园）

家校沟通

在小学阶段，我们通过名为“SeeSaw”的
网上家长平台与孩子的父母分享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所有小学年级和
课堂至少每周更新学生信息、孩子学习照
片、相关视频、家庭学习详情和期望、活动
提醒或者其他信息。我们为家长提供持续
的培训和研讨会，确保家长全年都能自信
地进入SeeSaw平台。 请在学校网站了解
SeeSaw的详细内容。

在家学习政策

在家学习是BSB生活的一部分。学前班及
更高年级的学生均要参与该项计划，参与
度的深浅取决于孩子的年龄。 

在家学习应当：

• 父母、学生和教师可以适当的管理；
• 与孩子课堂学习和学校课程直接相

关；
• 得到家长和教师的重视，并负责监

督；
• 所有学生均清楚地了解目标和反馈。

在家阅读

• 每日在家阅读是BSB在家学习重要的
一部分。 

• 我们建议最好每天给幼儿园小班或者
中班孩子读至少一个故事，而且这是
在上床准备就寝时或者全天任何时候
都可以完成的事情。

• 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们将前往图书馆
借书并带回家阅读娱乐，补充孩子们
在家里的故事书。

• 幼儿园小班：从第二学期开始，孩子们
将带书回家由家长阅读。

• 幼儿园中班：第一学期里熟悉学校以
后，孩子们可以开始前往图书馆进行
阅读。

• 幼儿园大班：从第一学期开始，孩子们
将从图书馆选择一本图书带回家。开
始的时候，由家长阅读这本书并与孩
子分享，但随着孩子们阅读能力的提
高，希望孩子们能够更多地亲自参与
讲述故事并有机会听家长阅读。在第
二学期，孩子们带书回家并阅读给父
母听。 

          

        孩子们在教师的帮助下选择适合他们
阅读水平的书籍并独立阅读，有耐心
的家长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只要幼儿
园大班的孩子们有兴趣，就可以给父
母阅读这些预习阅读/阅读书，但每天
不应当低于5分钟。

• 从1年级开始-在可能的情况下，孩子
们需要每日阅读并且由一名讲英语的
成年人倾听（1年级和2年级每天10分
钟，3年级和4年级每天20分钟，5年级
和6年级每天提高到30分钟）。

阅读记录

您的孩子每天都会把阅读书籍和阅读记录
带回家。这份记录的目的是让您的孩子每
天记录在家的阅读情况。您、您的孩子以及
课堂教师也可以对您孩子的进度、取得的
成绩、阅读习惯和兴趣做批注。批注的目的
是从阅读来唤起孩子对其他方面的兴趣并
鼓励您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善于思考和热情
的长期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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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帮助并支持孩子们阅读能力开发
的一些方法：

1. 每天倾听孩子们阅读学校的阅读教材
或者其他适当的书籍。关键阶段2的孩
子们仍需要成人倾听他们的阅读（例
如3/4年级，每周大约4到5次，5/6年
级，每周大约2到3次。）

2. 陪同孩子阅读-轮流阅读一页或者一
个段落。通过这种方法，您的孩子能够
了解到有经验的读者如何处理句子和
标点符号。

 
3. 给您的孩子读故事-所有孩子均能够

从听故事中受益，特别是一些英文（或
者其他语言）故事对于孩子们自行阅
读可能存在困难。

在家学习任务

课堂教师负责设置家庭作业，并确保这些
作业可管理并具备相关性。在家学习应当
有所变化，涵盖课程的多个领域，包括阅
读、写作、口语、听力、心算数学、书面数
学、科学、历史、地理、艺术等。

通常情况下，在家学习包括有阅读和拼写
功课，并有一些适当的书面作业。教师的
目的是通知到家长并确保家长也参与在
家学习。 

所有在家学习均需打分并给出适当反馈。
每一年级将提供有关在家学习的更详细
的信息。

小学指南（包括幼儿园）

在家学习的角色与责任 

学生：

• 利用SeeSaw平台上的信息关注每周
在家学习的目标。

• 尽最大能力完成每周的在家学习任
务。

• 告知课堂教师是否他们对于在家学习
有任何疑问或者任何困难。

• 独立寻找更多的在家学习机会。 
 
教职员工：

• 由年级组每周对在家学习任务作出计
划，以支持在家学习的目标和预期。

• 在每年级组SeeSaw上的在家学习网
页上公布相关详细信息。 

• 对学生在家学习情况提供有意义的反
馈或者适当指导。

• 在必要的情况下，与个别学生家长就
孩子在家学习情况进行沟通。

家长：

• 确保孩子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完成在家
学习，包括适当使用电脑或者电子设
备以及可靠的互联网。 

• 确保孩子夜读时间不低于所建议的时
间，鼓励阅读各种流派和作者的作品。

• 确保每周中/周末的晚间建立有规律
的在家学习时间，确保及时提交在家
学习记录。

• 如果孩子在家学习预期过程中遇到困
难，请与课堂教师联系。

• 鼓励孩子们独立完成任务。
• 通过SeeSaw平台随时了解在家学习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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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行为政策：黄金时间

在BSB，我们认为，设置较高的行为准则
是建立积极学习态度和获得好成绩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安全、安静、
关爱和支持性学习环境，使孩子们能够成
为群体中独立、自信的个体，同时成为有
原则的良好公民。

围绕着广泛的主要道德价值观，我们有一
系列黄金规则。这些规则在所有教室、专
业课教室和走廊中均有所展示。

黄金规则
• 我们努力工作-我们不会浪费自己或

者他人的时间
• 我们性格平和-我们不会伤害他人 
• 我们倾听-我们不会打断他人
• 我们爱护财物-我们不会浪费或损坏

财物
• 我们诚实-我们不会掩盖真相
• 我们友好、乐于助人-我们不会伤害任

何人的感情   

遵守黄金规则将获得额外时间奖励，所有
课堂或年级组均可共享，我们称之为黄金
时间。

黄金时间频率 
在2年级和KS2，每周五有一次黄金时间，
持续30分钟。黄金时间在所有年级组进
行，并在不同的教室中开展一些列有趣和
振奋人心的活动。

在1年级，每周有两次黄金时间，星期三和
星期五各一次，每次30分钟。1年级，星期
三是由课堂教师单独在教室与班里学生
开展的“迷你黄金时间”。星期五，黄金时
间在整个年级组展开，并且由不同的教师
进行各种不同的活动。 

运作方式
正如孩子们由于遵守黄金规则获得了黄
金时间一样，如果打破了黄金规则，也将
失去黄金时间。如果老师发现孩子打破某
项规则时，则适用如下制度：

对于初级行为不端
• 首次行为不端-口头警告 
• 第二次行为不端-犯错的孩子将受到

书面警告（某些教师可能采用简单的
交通指示灯体系或者其他视觉提醒，
帮助孩子理解）。

• 第三次行为不端-孩子将失去下次黄
金时间中的五分钟。

对于严重行为不端 
• 标记将自动变为红色。

小学指南（包括幼儿园）

如果某个孩子连续失去黄金时间或者有严
重不端行为或者恃强欺弱行为，老师会立
即通知其父母。

如何在幼儿园中发挥作用 
幼儿园的孩子们处于学习适当行为阶段，
和探索何为适当的界线。我们在采用黄金
规则的同时，需确保在整个BSB中采取一
致的预期目标，我们最年轻的学习者的确
需要略有不同的结构，以支持他们更好地
理解。幼儿园阶段，我们关注的是通过表扬
来强化和推动对黄金规则的理解。我们通
过视觉展示和孩子们的图片向孩子们展示
何为适当行为。 

积极行为政策：每周之星

从1年级到6年级的每个班级，被选出做
“每周之星”的孩子将收到一枚徽章和一

个证书。这个学生是在好的行为习惯， 学
术成就，或是良好公民等方面表现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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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HOUSE制度

在北京英国学校就读的所有学生均属于一
个HOUSE。共包括四个HOUSE，名为：

在入学时，每一名孩子均被分到一个
HOUSE队伍中。相同家庭的成员通常不会
被分到同一个HOUSE，确保各年级组学生
之间的平衡以及每个HOUSE男女学生的
平衡。
每一名教师也承担HOUSE制度管理责
任。在学年第一次会议上，从6年级中选出
HOUSE队长（1名男性/1名女性）。

HOUSE制度共包括两个部分：
1. 奖励制度，孩子们能够获得好成绩和

良好品行相关的PAWS个人奖励。
2. 校内比赛，例如体育活动、游泳等等。

行为政策

我们所有人对孩子功课和行为保持高期
望，并确保孩子随时遵守校规，这些都是
非常重要的。下文所述的各种程序有助
于学生遵守纪律并便于相关教职员工信
息沟通。

课堂教师是至关重要的，同事之间相互通
知所有有关其班级学生的事情，无论是好
的还是坏的。某些事物必须并且应当是机
密的，从而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所有被提
及的事件均由课堂老师记录。

在相关教职人员试图解决问题并采取了
适当制裁措施之前，学生们不会受到其他
老师的纪律处分。犯过错的学生需要个别
对待；不会惩戒整个班级和年级组。我们
对校园内所有孩子负责，不仅仅是我们班
里的学生。

任何形式的恃强欺弱行为均不能被容忍。
这些情况会被谨慎、迅速处理这些情况并
告知家长。

小学指南（包括幼儿园）

课后活动

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
学生们能够参加各种课后
活动（ASA）。该计划也是学
校教学的一部分，包括体
育、音乐、艺术、计算机科
学和其他许多益智的课程
和活动（在整个学年内，我
们为小学和中学学生提供
300多种不同的ASAs）。 

由学生家长通过SOCS网上
平台完成ASA报名。在入学
时就向学生提供了用户名
和密码。关于登录的任何问
题，请联系学校秘书。 

这些活动适用于1-6年级所
有孩子，活动由教职员工负
责组织。在ASA日，学校校
车服务除了下午3：40外，
也会在4：30提供。通常，除
非需要支付材料费，例如烹
饪材料或者专业艺术材料，
否则，课后活动不收取任
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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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话和电子设备

对于携带入校的任何电子设备损失或损
坏，本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学生将电
子设备带到学校，他们要对物品的损坏或
丢失负有全责。 我们建议如果不在课堂上
使用时， 学生把贵重物品锁在自己的整理
箱里。 

在如下情况下，学生是可以将电子设备带
到学校里来的。
1. 在走廊或者学校任何公共场所均禁止

使用移动电话、平板电脑、iPad等电子
设备。学生只能在课间休息时间在多
功能教室内使用便携电子设备，或在
课间休息时间及午餐时间在操场旁的
桌子边使用便携电子设备。

2. 在学校里走动或者上课时不允许佩戴
耳机， 除非老师要求的情况下。在进入
学校教学楼后应妥善保存。学生可以
在下午3：30以后在指定时间和制定地
点使用耳机。

3. 未经老师明确允许，不得拍摄或录制
其他学生或老师的视频、照片或者录
音。 

违反上述规则可能导致：
1. 第一次违规：没收并扣留电子设备，没

收的电子设备将被交至中学办公室妥
善保管 。 学生可以在放学后到中学办
公室取回设备。

2. 第二次违规：没收并扣留电子设备，
没收的电子设备将被交至中学办公
室妥善保管 。学生可以在放学后到中
学办公室取回设备，同时校方将给学
生家长发邮件通知。

3. 第三次违规： 没收并扣留电子设备，
没收的电子设备将被交至中学办公
室妥善保管 。 学校将给学生家长发
送邮件通知，并要求其在方便时到校
取走电子设备。

4. 第四次违规： 没收并扣留电子设备，
没收的电子设备将被交至中学办公
室妥善保管 。 学校将给学生家长发
送邮件通知，并要求其在方便时到校
取走电子设备。 同时通知学生和家
长，如果再次出现违规，将会导致学
生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处罚（由学校
确定）。 

如果教职员工收到投诉或发现有关不适
当、威胁、不真实、伤害他人或者中伤他
人的事件或信息，校方将仔细调查，并将
此事视为网络欺凌，并按照学校反欺凌政
策处理。

上述问题的后果可以如下：
1. 进行学校内外部停课。
2. 永久性开除。 

中学指南

学生计划手册

入学第一天，所有中学生会收到一本学生
计划手册。校方希望学生自行计划，并用
它来记录每日课程表、所有家庭作业和到
期日、运动项目和其他重要信息。

学生计划手册内包含学生相关信息和学
生个人成长活动的信息。它还包含学生过
去一年取得的成绩的详细内容。

学生计划手册还可用于学生家庭和学校
之间的沟通： 7-9 年级的学生家长应每周
在学生计划手册上签名，表明已经查看孩
子的家庭作业情况和相关评语。10-13 年
级，只有在老师希望家长查看其孩子特定
报告单的时候，才需要家长签名。

学习行为

每个孩子的学生计划手册都包含我们的
学习行为指南。该指南向老师、学生和家
长概述了学校在发生任何不当行为时将
采取的措施。学校将随时通知家长需要采
取的任何措施，并邀请家长到学校讨论相
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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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

每天学生都会收到家庭作业。对于教师而
言，家庭作业是监督学生学习进度以及对
所授科目理解程度的重要方法。在7-9年
级，学生每晚花费大约1小时时间完成家
庭作业。 

当学生进入到10-11年级（KS4）时，作业难
度提高，学生在准备I/GCSE时可能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做家庭作业。 

在12-13年级（KS5）时，学生需要自行处理
家庭作业，其中需要在家进行大量学习。 
将有任课老师指导完成。

老师可能会给学生提供一份家庭作业完成
时间表。该时间表将包含在学生计划手册
内，帮助学生对其学习计划进行管理。

我们的HOUSE制度系统

北京英国学校的每个学生从属于一个
HOUSE。共有四个HOUSE，名为：

入学时，每一名学生均分配到一个
HOUSE。同一家庭成员通常不会分到同
一个HOUSE，这主要是保证各年级组学
生的平衡以及每一个HOUSE中男女性别
平衡。

在学年开始之际，选出队长（1名男性/1名
女性）。HOUSE系统用于校内比赛，例如
体育比赛和辩论。

HOUSE积分制度

中学的学生可凭借自身努力、工作和良好
行为赢得 HOUSE 积分。学生的 HOUSE 
积分会记录在其学生计划手册中。学生可
在整个学年任何时间选择用 HOUSE 积
分兑换奖品，以鼓励他们提前做出计划并
为更大的奖励积攒积分。这种制度积极
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凭借自己的付出获
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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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活动

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
全体学生参加各种课后活动

（ASAs），学生有机会探索
对于体育运动、表演艺术、
音乐和语言方面的各种兴
趣。校车服务将在ASA结束
后提供并同时增加晚班车。 

由学生通过SOCS网上平
台完成ASA报名。在学生入
学之际就向每一名学生提
供了用户名和密码。任何关
于登录的问题请联系给学
校秘书。 

家校互动（7-11年级）

您孩子的任课教师将每天
给家长发送电子邮件，说明
孩子所在班级的各种活动
以及规定的家庭作业，包括
截止日期。 

学生计划手册是一种有效
的沟通方法，您可以在学生
计划手册中找到家庭作业
和相关的指导。为了帮助班
主任了解您作为家长监督
孩子作业的情况，我们请您
周末的时候在最新日志页
上签字；随后，在星期一由
班主任签字。此外，家长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直接与班
主任取得联系。

10-13 年级学生不再需要
家长签名，除非在出现特定
事件并提供报告单的时候
才需要签名。

学校设备

全体中学生均需要携带基
本的学习用具来上课，其中
可能包括笔/U盘或者上课
时使用的外接USB驱动。 

7到9年级的学生需要携带
一台计算器。10和11年级
的学生需要携带一台科学
计算器。数学教务部门会建
议相关型号。 

基本的铅笔盒应当包括如
下物品：笔（黑色、蓝色、红
色和绿色）、HB铅笔、直尺

（15厘米）、圆规、半圆规、
铅笔刀、荧光笔、剪刀和胶
水。请注意，不允许使用涂
改液（例如，Tippex）。

中学指南 

学习评估 

在学生的学习及进度方面，
评估是一个关键要素。也是
提高个人能力的一个关键。

评估有助于学生对他们的
学习负责，这是因为我们鼓
励学生理解他们取得的成
功和错误，并负责加以改
进。学生需要的是如何改进
的建议。

学生自我评估能够对这一
过程做出极大贡献。某些时
候，学生会被要求评估自己
学业并评级——特别是实
施了考试标准的考试年中。 

在学生们有机会一起做作
业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学生
通过学习其他同学的作业
而反思自己的作业。

某些作业在做出批注后返
回给学生，但并无评分，用
于鼓励理解和回顾。这避
免大多数时候学生们只关
注分数。

鼓励学生思考他们哪里做
得比较好，哪里能做得更
好。学生们也将获得书面和
口头反馈。学生们可以选择
在书中或者计划手册中记
录上述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任何时候都
可能进行提问与回答环节。
有时，这些是封闭问题或者
事实问题用于检查预习情
况。然而，通常的问题是比
较开放并需要时间思考的，
例如“为什么？”、“如何做？”
、“请描述”和“请论证”鼓励
学生深入学习和理解。
我们鼓励家长在家中也采
用类似的提问方式 。

分数
分数能够为学生、家长和班
主任更好的了解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和应用，同时也是
定期评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学年负责人向班主任、助理
校长和中学校长提供学生
表现的综述。如有必要，采
取措施为那些未发挥出所
有潜能的学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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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指南

有时北京会遇上空气质量
不佳的时候。在北京英国学
校（BSB），我们竭尽努力确
保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
的学习环境。因此，我们安
装了如下系统并采取了如
下措施。

顺义校区在整个校园内采
用了三套空气净化系统。
首先，我们在中央空调系
统中使用了Beacon品牌空
气过滤器，在每个教室里
我们还安装了Daikin品牌
的高级顶棚空气过滤器，
旨在改善教室内的空气质
量指数（AQI），使其不超过  
10µg/m3。每间教室还配备
了便携式空气过滤器。

我们在门厅区域的所有入
口均安装了正压系统，并在
多功能厅入口安装了大型
IQAir过滤器。学生们也可
以使用气膜体育馆，即使是
在最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
可以在里面上体育课、运动
和继续玩耍。

北京英国学校采用的空气
质量指数测量数据来自于

美国大使馆官方网站。他们
特别参考北京市区的空气
质量，因此，如果我们学校
的空气质量与市区空气质
量监测站官方公布的空气
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时，北京
英国学校保留权利修改我
们的响应方案。

在室外污染处于不可接受
水平的情况下，我们委托两
家外部独立公司测量室内
空气质量，确保我们采取的
措施能够起作用。

我们的空气质量指数限制
如下：

AQI超过150、低于180
幼儿园小班（Teddies）和
幼儿园中班室外活动减少 

（每天大约2x20分钟）

AQI，180以上
所有幼儿园学生需在室内
活动。

AQI，超过200 
小学生室内活动并且避免
进行高强度活动。

AQI，超过250 
中学生室内活动，所有室
外体育比赛均取消，并且
所有室外的课后活动也一
并取消。

AQI，超过300 
北京日游和短途旅行也被
取消，并限制中学生高强度
室内活动。

按照北京国际学校之间达
成的ISAC体育协会协议中
的规定，当AQI超过250时，
不得开展户外体育比赛，并
由主办学校在上午6：15发
出通知。如果在比赛期间
AQI达到不可接受水平，则
必须结束一切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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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联系信息

联系人电话

主前台 8047-3588 receptionsy@bsbshunyi.com 
小学接待处 8047-3588 转 2524 prireceptionist@bsbshunyi.com
中学接待处 8047-3588 转 2584 secreceptionist@bsbshunyi.com
学校护士 8047-3588 转 2519 nursesy@bsbshunyi.com
校车主管 8047-3580; 

15910784201 (24小时)
sybus@bsbshunyi.com

财务部 8047-3588 转 2525 bsbfee@bsbshunyi.com
招生部 8047-3558 (直线) admissions@bsbshunyi.com
校服室 8047-3513 syuniform@bsbshunyi.com

BSB管理团队
校长 Jayne Needham jayne.needham@bsbshunyi.com
小学校长 Nonie Adams nonie.adams@bsbshunyi.com
小学助理校长 Deborah Spencer deborah.cave@ bsbshunyi.com
小学助理校长 Emma Brown emma.brown@bsbshunyi.com
中学校长 Bevan Graham bevan.graham@bsbshunyi.com
中学助理校长-教导主任 Jim Hartland jim.hartland@ bsbshunyi.com
中学助理校长与IB顾问 Sarah Donnelly sarah.donnelly@bsbshunyi.com
德语小学校长 Silke Kicker silke.kicker@bsbshunyi.com
运动及体育总监 Adam Worsley adam.worsley@bsbshunyi.com
音乐总监 Haley Clark haley.clark@ bsbshunyi.com
招生与市场部总监 Sophie He sophie.he@bsbshunyi.com

网站
学校网址：www.bsbshunyi.co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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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
中国北京顺义区安华街9号南院，邮
编：101318

电子邮件：
receptionsy@bsbshunyi.com

电话：
+86 (0)10 8047 3588 

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bsbshuny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