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hard Grove Primary

冬天
有什么

由您选出的
澳大利亚最好的假期项目！

选择
您自己的
冒险

teamkids.com.au
1300 035 000

孩子12岁前该读的33本课外书籍
的汽
箱
汽水
里的
水
箱里
冰
冰
选择您要读的每一本书

给书打分

别让鸽子开巴士 （莫·威廉斯）
期待你未来的美好模样 （艾米丽·温菲尔德·马丁）
亚历山大和可怕的恐怖的不好的糟糕的一天
（朱迪斯·维奥斯特）

晚安,工地现场
（谢莉·杜斯奇·林克与汤姆·利赫特纳尔德）

晚安月亮 （玛格丽特·怀兹·布朗）
阿罗有支彩色笔 （克罗基特·约翰逊）
时代广场的蟋蟀 （乔治·塞尔登，加思·威廉斯棉）
小蜡笔大罢工 （德鲁·戴沃，奥利弗·杰弗斯）
莫里斯·莱斯莫先生的神奇飞书
（威廉·乔伊斯）

灯芯绒（唐·弗里曼）
巴巴的故事：小象 （让·德·布伦霍夫）
爱花的牛 (曼罗·里夫文)
按这儿（赫夫·图雷）
长袜子皮皮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
青蛙和蟾蜍是好朋友 （艾诺·洛贝尔）
小熊维尼的故事 （A.A.米尔恩）
艾薇和比恩 （安妮·拜罗斯）
人行道的尽头 （谢尔·希尔弗斯坦）
鬼妈妈（尼尔·盖曼）
月夜仙踪 （格蕾丝·林）
浪漫的老鼠 （凯特·迪卡米洛）
费里斯比夫人和尼姆的老鼠（罗伯特·奥布莱恩）
棚车少年 （格特鲁德·钱德勒·沃纳）
我叫巴德,不是巴弟 （克里斯托弗·保罗·柯蒂斯）
四年级的无聊事（朱迪·布鲁姆）
独居山中 （让·克雷格黑德·乔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英·昌·康普斯汀）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 （莎朗·克里奇）
反斗神偷（玛丽·诺顿）
探戈的三口之家 （贾斯汀·理查森）
快抓住 （布卢·巴利特）
小淘气雷梦拉 （贝芙莉·克莱瑞）
飞翔的埃斯佩兰萨（潘·慕诺兹·里安）
来源：TeamKids 员工、 commonsensemedia.org 和亚马逊 100 本一生要读的儿童书籍

www.teamkids.com.au

1300 0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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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ard Grove Primary
上午 7:00 - 下午 6:00

7 月第 1 周
1

周一

2

周二

3

特别讲座

课外日游

室内活动

课外日游日上午 9 时抵达

周三

4

周四

5

周五

拥抱心中的极客

趣味水桶 & DIY 鼓棒

玩具总动员 4 & DIY 围巾

弹跳 & 吸管编织

移动迷宫 & 间谍日记

为庆祝“拥抱极客日”，
今天我们要张开双臂接
受独一无二。我们要玩制
动火箭游戏，制作我们自
己的极客道具，参加极客
游戏。

准备好进入激情四射的击
鼓环节了吗？试试用手敲
打水桶吧，您会被您创作
的音乐做震惊，装扮您自
己的鼓棒带回家！

今天我们要去电影院观看
冬季大片《玩具总动员 4
》。之后，我们还要制
作自己的围巾，抵抗严
寒！*提供爆米花和水。*
致敏警告

探索墨尔本最热门的蹦床
公园 Bounce！TeamKids
拥有蹦床中心的独家使用
权，可以享受无尽的乐
趣。之后，我们还会用习
惯编织手工作品！

今天，我们要通过一系列
令人难以置信的挑战测试
您的技能。您会成为打破
迷宫的那个人吗？不仅如
此，您还能带上您自己的
秘密间谍日记回家。

基础费用

65 澳元

基础费用

体验费用** 7 澳元
每日总计

65 澳元

体验费用**19 澳元

72 澳元

每日总计

84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28澳元
每日总计

93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33 澳元

98 澳元

每日总计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18 澳元
每日总计

83 澳元

Max CCS*之后 10.80澳元 Max CCS*之后 12.60澳元 Max CCS*之后 13.95澳元 Max CCS*之后 14.70澳元 Max CCS*之后 12.45澳元

7 月第 2 周
8

周一

9

周二

10 周三

11 周四

12 周五

SIDETRACKED 娱乐中心

复仇者游戏日

藏宝箱 & DIY 扬声器

超级运动狂欢日

火箭科学 & 躲避球

准备好在 Sidetracked 尽
情狂欢了吗！我们将玩迷
你高尔夫、打保龄球、
碰碰车等等好多好玩的项
目。完全不想停下来。*
包含卡丁车 *有年龄/身
高限制

您喜欢超级英雄吗？您一
定会爱上 TeamKids 的复
仇者游戏日！今天，我们
要一起探索超级英雄会面
对的精彩挑战和冒险。

今天您将进入古代历史世
界，找寻线索和提示，解
锁秘密宝藏。之后，我们
还要制作自己的工作扬声
器带回家。

今天我们要在 Albert 公
园的室内运动中心甩掉冬
天的寒冷。我们团队可以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甚
至是空手道、超大球和足
球等！

探索火箭飞行和太空技术
奇迹。建造并发射您自己
的水火箭到 60 米的高空
中。之后，我们还有时间
玩经典的躲避球游戏。 *
取决于天气情况

基础费用

65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36 澳元

体验费用** 7 澳元

每日总计 101 澳元

每日总计

72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17 澳元
每日总计

82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33 澳元
每日总计

98 澳元

基础费用

65 澳元

体验费用**16 澳元
每日总计

81 澳元

Max CCS*之后 15.15澳元 Max CCS*之后 10.80澳元 Max CCS*之后 12.30澳元 Max CCS*之后 14.70澳元 Max CCS*之后 12.15澳元
*可提供儿童看护补贴。每个家庭需支付 5 澳元的管理费用。每名儿童 7 天内需支付 5 澳元滞纳金。支持分期付款。
**体验/活动费用。活动项目可能会发生变化。第三方支付需支付手续费。查看取消政策的条款和条件。

预约一天或整周行程……由您决定具体天数！

找到离您最近的场地：www.teamkids.com.au/venues
www.teamkids.com.au

1300 03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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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发

预约和取消

预约视情况而定，可通过您的 TeamKids 在线账户在
出发前夜 11:59 前进行安排或修改。出发前 7 日
内预约的儿童每位需缴纳 5 澳元的额外费用。
取消后无法退款到银行账户，但是，您的 TeamKidss
账户可以使用未过期的信用额用于以后的预约。

接收儿童看护补贴

做好防晒
TeamKids

热爱户外！请记得准备

一个标识清晰的帽子、选择舒适的

鞋子。尽量避免穿着背心、人字拖、
露趾鞋。

一个标识清晰的帽子、选择舒适的鞋子。尽量避免穿

一旦您的 TeamKids 预约安排完成，您必须登录您的

着背心、人字拖、露趾鞋。

MyGov 账号确认您的报名——如使用假期计划，则

预防癌症协会建议使用高防护防晒霜（SPF

每年需确认 4 次报名。

30，UVA 不低于 4 星 ）。

如果您的孩子患有哮喘、过敏、敏感或身体处于任何

电子化签到/签退

医疗信息？准备一个计划

不低于

其他情况，请将医学已计划上传到您的 TeamKids 账

所有 TeamKids 场地都要求电子化签到/签退。如果

户中，另外，请填写我们网站上的风

使用代签，那么只有您 TeamKids 账号上登记过且知

险最小化表格并随身携带。
请在出发首日向您的场地协调人员提
供必需的医疗信息——他们会在包裹
内明确标识您孩子的姓名和使用时
间。

** 请注意，
如果孩子没有携带他们的医疗信息和行动

方案，将无法进入我们的场地。

道您的 TeamKids 账号密码的人员才可以为您的孩子
签到或签退。您可随时通过您的 TeamKids 账号了解
此类最新信息。

注意时间
在安排您的预约时，请留意出发时
间。课外日游日中，我们要求所有

打包健康午餐

孩子在上午 9 时前签到。

反复确认 TeamKids 房间地址

所有项目都会提供一份美味、营养
的早茶和下午茶。孩子们需要携带
一份打包好的午餐和可重复使用的

在出发前请反复确认我们网站上的信息，这一点非常

水瓶。

重要，以免错过房间更换的信息。由于学校假期期间

为您的孩子打包午餐时，请考虑到

需要维护学校建筑的原因，我们有时需要暂时更换房

出行的部分孩子可能会对食物过

间。我们会通过邮件向参与家庭发送更换信息。

敏，以及可能出现过敏反应的风险。

其他需要

去游泳？

如果您的孩子要参加游泳活动，法律上要求提供相关
的书面许可。为了节省游泳日的签到时间，请在到达

对于首次参加的家庭，在孩子们出发前，我们的
TeamKids

特别讲座经理会就孩子的其他需要进行讨

前下载并填写相关表格。

论。请与我们的客户服务联系1300 035 000

延长营业时间

额外工作人员协助的孩子申请资金。如果不能提前 4

延长活动时间

请注意：至少需要提前 4 周通知，我们才能为需要

学校假期期间，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会在上午 7 时
至下午 6 时 30 分提供服务。

周通知，则无法对此作出保证。

如有疑问，请与我们联系：1300 035 000

www.teamkid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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