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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小学PTSA给你带来的。也可上线MaplePT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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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君主

我们很自豪地 欢迎 以下新员工到我们的社区枫： 我们很自豪地 欢迎 以下新员工到我们的社区枫： 我们很自豪地 欢迎 以下新员工到我们的社区枫： 

MAPLE KITCHEN新闻 欢迎回到一个有趣和令人振奋的一年！ MAPLE KITCHEN新闻 欢迎回到一个有趣和令人振奋的一年！ 

提醒：

• 酒店每天提供早餐，并在上午7:30“，直到第一钟早上7:50开始。如果后期运行公交车，早餐仍然是服务于

那些学生。 

• 我们很想有你随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人午餐$ 4.75（ 现金） 其包括热主菜以及沙拉吧。 我们很想有你随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人午餐$ 4.75（ 现金） 其包括热主菜以及沙拉吧。 我们很想有你随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人午餐$ 4.75（ 现金） 其包括热主菜以及沙拉吧。 

• 牛奶是在午餐售价为0.50¢和你的学生需要看到潜行者女士

• 免费/减少午餐的应用程序是由因 10月1日 还是那些上节目将被收取全价。应用现已上线 PayPAMS.com。免费/减少午餐的应用程序是由因 10月1日 还是那些上节目将被收取全价。应用现已上线 PayPAMS.com。免费/减少午餐的应用程序是由因 10月1日 还是那些上节目将被收取全价。应用现已上线 PayPAMS.com。免费/减少午餐的应用程序是由因 10月1日 还是那些上节目将被收取全价。应用现已上线 PayPAMS.com。

• 如果你收到了一封信，说明你的孩子欠的钱，请告诉我们在用现金，支票抬头 营养服务 或上线 PayPAMS.com，如果你收到了一封信，说明你的孩子欠的钱，请告诉我们在用现金，支票抬头 营养服务 或上线 PayPAMS.com，如果你收到了一封信，说明你的孩子欠的钱，请告诉我们在用现金，支票抬头 营养服务 或上线 PayPAMS.com，如果你收到了一封信，说明你的孩子欠的钱，请告诉我们在用现金，支票抬头 营养服务 或上线 PayPAMS.com，

对于轻微的服务费。

HELLO MAPLE族！

欢迎回来！而我们的新对枫的家庭，我们很高兴能有你加入我们！

你准备好你的一生中最好的学年？这是相同的ques-重刑我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当他们

在八月返回。我们已经在枫叶学校有一些伟大的几年，每年是使我们的学校甚至为我们

的学生更好的机会。

在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做我们的建筑物内部工作的合作，我们期待我们的社区，以确

保我们的学生有一个成功的一年。我对你的我做了关于我们早上落和边界修改建议早请

求的响应和参与，已经感激。令人鼓舞的是看到你的努力，他们都提醒我们的社会能作

出积极的影响时，我们一起努力。

正如我们期待的学年，我鼓励你留下来参与并找到新的方法来获得参与什么在枫发生。或许你会觉得时间来参加我们在

孩子的课堂PTSA会议（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或志愿者（别忘了新的背景调查程序！）？也许你将和我们一起在夜间

活动，并与其他家庭的新连接？或者，可能你会犯与全年孩子的老师进行沟通，以便随时了解自己的进步以及如何支持

学校以外的学习？机会是无穷的！

最后，我感谢你在为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捐款将保证这是我们的枫树君主生活的最好的学年！埃莱娜·桑切斯， 主要最后，我感谢你在为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捐款将保证这是我们的枫树君主生活的最好的学年！埃莱娜·桑切斯， 主要

即将举行的活动

• 每个星期三： 抢先发行 @ 下午1:10每个星期三： 抢先发行 @ 下午1:10每个星期三： 抢先发行 @ 下午1:10

•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9月26-28日： 营西摩，4 日＆ 五 日 平地机

•10月9日： 学校图片日•10月9日： 学校图片日

•10月9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10月9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10月9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

室

•10月12日： 教师专业发展日， 没有学校学生•10月12日： 教师专业发展日， 没有学校学生•10月12日： 教师专业发展日， 没有学校学生

• 10月19日至25日： 书展， 学校图书馆10月19日至25日： 书展， 学校图书馆10月19日至25日： 书展， 学校图书馆

•10月25日： 多种族聚餐晚宴•10月25日： 多种族聚餐晚宴

•十一月TBA： 花絮之夜•十一月TBA： 花絮之夜

•11月12日： 退伍军人节， 没有学校•11月12日： 退伍军人节， 没有学校•11月12日： 退伍军人节， 没有学校

•11月13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室•11月13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室•11月13日： PTSA会议@ 下午6:30，教师休息室

志愿服务

现在一切都上线 - 今年该区实施，没有更多的纸质副本新

的东西。一个新的应用每年都需要去 seattlepublicscho的东西。一个新的应用每年都需要去 seattlepublicscho

ols.volunteerlocal.com/志愿者/。

您将需要完成ID的背景检查应用程序（上线）及复印件（你

可以上传到您的网上申请）。罗宾李女士仍然会是一个处理

的背景调查。您可以申请在学年期间的任意点做志愿者，但

处理的应用程序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

联系罗宾李/学生女士及家庭倡导者，

rolee@seattleschools.org或206-252-8371。

志愿者机会

这是即将到来的枫叶学校活动需要志愿者名单：

照片日 -  10月9日 照片日 -  10月9日 

多种族聚餐晚宴 -  10月25日多种族聚餐晚宴 -  10月25日

书展 -  10月19日至25日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枫PT书展 -  10月19日至25日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枫PT

SA的博客 

mapleptsa.com/volunteer 或 signupgenius。COM。 如果mapleptsa.com/volunteer 或 signupgenius。COM。 如果mapleptsa.com/volunteer 或 signupgenius。COM。 如果mapleptsa.com/volunteer 或 signupgenius。COM。 如果

SignUpGenius然后进入我们的志愿者协调员，夏季加拉

格尔的电子邮件地址; summergal828@gmail.com。 这将格尔的电子邮件地址; summergal828@gmail.com。 这将格尔的电子邮件地址; summergal828@gmail.com。 这将

允许你搜索和浏览当前opportu- nities，并签署了帮助。

 

有些新员工，从左至右依次为：梅根莫雷，

劳伦Razrri，伊恩·多明戈，玛雅·费斯廷格，

迈克·沃尔夫森，特里萨·马修斯，梅森斯凯芬

顿，连Hollaway，克莱尔DiJulio，克里斯V

eltri和丹尼尔的Hoisington

MAPLE借阅图书馆 

枫有位于前录入方式一小免费图书馆

。学生和家长被邀请参加一本书或留

下一本书。我们有很多选择！

• 比兰德吉， 一年级辅导老师比兰德吉， 一年级辅导老师

• 克莱尔DiJulio， 第二/第三级辅导老师克莱尔DiJulio， 第二/第三级辅导老师

• 伊恩·多明戈， 特殊教育教学助理。伊恩·多明戈， 特殊教育教学助理。

• 玛雅费斯廷格 玛西娅文图拉的实习生玛雅费斯廷格 玛西娅文图拉的实习生

• 丹尼尔的Hoisington， 一年级老师丹尼尔的Hoisington， 一年级老师

• 连Hollaway， 特殊教育教学助理。 连Hollaway， 特殊教育教学助理。 

• 爱丽丝利比特， 3年级教师爱丽丝利比特， 3年级教师

• 特里萨·马修斯， 特教老师特里萨·马修斯， 特教老师

•梅根莫雷， 特教老师•梅根莫雷， 特教老师

• 艾米丽Nierman， 语音语言病理学家 艾米丽Nierman， 语音语言病理学家 

•劳伦Razrri， 游客的美术教师•劳伦Razrri， 游客的美术教师

• 梅森斯凯芬顿， 校长助理梅森斯凯芬顿， 校长助理

克里斯•Veltri， 四年级教师克里斯•Veltri， 四年级教师

• 迈克尔·沃尔夫森 体育老师迈克尔·沃尔夫森 体育老师



CAMP西摩 

第四和第五年级学生将上车去野

营西摩周三早上9月26日如果你

有 

最后一分钟的问题，电子邮件玛西娅文， 

mrventura@seattleschools.org。

DONORS CHOOSE

捐助者选择的是一个组织，是dedicat- ED资金教室工程

。在枫树下的教师目前已上市的项目。如果您想捐赠给

他们的项目，请访问：

donorschoose.org 并在搜索栏中键入老师的名字。donorschoose.org 并在搜索栏中键入老师的名字。

斯蒂芬•Bucheit（音乐）操作四弦琴！ - 到斯蒂芬•Bucheit（音乐）操作四弦琴！ - 到

期10月13日

“我的学生需要访问都是教育和有趣的课堂教学仪器。通

过启动四弦琴课程，学生将能够参加一个丰富的经验，

还可以访问文化的音乐。”

•爱丽丝利比特（D2）不要让我们坐在地板上！ - 到期10月1•爱丽丝利比特（D2）不要让我们坐在地板上！ - 到期10月1

8日

“我的学生应该有一个新的（和大！）地毯为他们成长中

的。”

•贝瑟尼潘（B1） 

1，2，3，4，数学材料数，数数，以及更多！

 - 到期10月26日 - 到期10月26日

“这个项目将有助于基金计数器，游戏和活动中心，学生

将使用练习的早期数学技能的配合和动手的方式。”

•课堂安德鲁·艾伦（STEM）机器人！ -  过期12月6•课堂安德鲁·艾伦（STEM）机器人！ -  过期12月6•课堂安德鲁·艾伦（STEM）机器人！ -  过期12月6

日

“我们正在努力，以更多的机器人和平板电脑加入到我们

的STEM计划，使我们的学生可以做编码，工程和机器人

。”

• 埃里·贝尔（K）强化和学习 -  到期12月13日埃里·贝尔（K）强化和学习 -  到期12月13日

“我的学生需要层压机和层压用品将使我能够创建可使用

和重用的学习材料。”

•萨拉泉（加速）从事机构，从事脑 -  过期1月8日•萨拉泉（加速）从事机构，从事脑 -  过期1月8日

“这个项目包括灵活的座椅，为我们的阅读空间，地毯

，以及额外的阅读和写作实践ELA的材料。”

有许多枫树项目上 

DonorsChoose.org。 扫描这里了解更多信息和捐赠DonorsChoose.org。 扫描这里了解更多信息和捐赠

或访问 mapleptsa。COM / mapledonorschoose。或访问 mapleptsa。COM / mapledonorschoose。

协管员的必需 

西雅图公立学校交通部门正在寻找

一个成人协管员的 

第15大街S＆S谢尔顿的交集。$ 15起/小时，2小时/天，1

0个小时/周。任职资格：高中毕业证书，GED或同等学历

。Crim-伊纳勒司法指纹和背景检查。年满18岁，成熟，关

怀和安全意识。如果有兴趣，请联系谢里斯塔福德在(206

)252-0908或 cstafford@seattleschools.org。)252-0908或 cstafford@seattleschools.org。

来源 

前厅想提醒每一个家庭去上线来验证你的学生的人口统计信息，紧急联系人信息和其他数据。您必须在9月30日更新

您的信息。注意，这是从家里带来的纸工作分开，该文件的工作将在枫被记录在案。

新来的来源？来源提供了访问学生记录信息，如考勤，考核成绩，库信息，现在学生数据验证表单。我该如何开

始？

• 访问 ps.seattleschools.org 并登录。访问 ps.seattleschools.org 并登录。访问 ps.seattleschools.org 并登录。

• 选择其信息的学生，你想沿着顶部验证

• 选择数据核销单 

• 同意条款与条件

• 点击“开始表格” 

免费注射流感疫苗 

我们将在学校一天内提供免费流感疫

苗注射的学生！授权/同意书将在下周

回家。访问健康

在学校 healthyschoolsllc.com/flu-shots/ 或艾米丽高夫， 护在学校 healthyschoolsllc.com/flu-shots/ 或艾米丽高夫， 护在学校 healthyschoolsllc.com/flu-shots/ 或艾米丽高夫， 护在学校 healthyschoolsllc.com/flu-shots/ 或艾米丽高夫， 护

士学校 -  206-252-8317 / ejgoff@seattleschools.org 了解士学校 -  206-252-8317 / ejgoff@seattleschools.org 了解

更多信息。

每个盒顶会使我们的学校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800 $，这将直接朝用品和活动枫叶。每一个值得 10¢每个盒顶会使我们的学校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800 $，这将直接朝用品和活动枫叶。每一个值得 10¢

我们的学校！只要看看粉红色的盒子上衣数百种产品，夹他们，然后送他们上学。你的机器上装能投进教室收集箱。

现在我们的秋季系列驱动器是怎么回事！一定要通过你的盒子上衣转 10月26日。 会有在春节另外一个集合，所以留着现在我们的秋季系列驱动器是怎么回事！一定要通过你的盒子上衣转 10月26日。 会有在春节另外一个集合，所以留着现在我们的秋季系列驱动器是怎么回事！一定要通过你的盒子上衣转 10月26日。 会有在春节另外一个集合，所以留着

长长的收集所有的一年。有关盒上衣的更多信息，包括参与产品的列表，请访问 BTFE.com。 一定要注册成为会员长长的收集所有的一年。有关盒上衣的更多信息，包括参与产品的列表，请访问 BTFE.com。 一定要注册成为会员长长的收集所有的一年。有关盒上衣的更多信息，包括参与产品的列表，请访问 BTFE.com。 一定要注册成为会员

（ 免费！）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学校的收入明细，并可以访问优惠券和奖励优惠。另外别忘了下载 箱上装奖金应用（ 免费！）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学校的收入明细，并可以访问优惠券和奖励优惠。另外别忘了下载 箱上装奖金应用（ 免费！）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学校的收入明细，并可以访问优惠券和奖励优惠。另外别忘了下载 箱上装奖金应用（ 免费！）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们的学校的收入明细，并可以访问优惠券和奖励优惠。另外别忘了下载 箱上装奖金应用

为更加快捷，简便的方法来赚取资金。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我 maplePTSA@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艾格尼丝·戈麦斯/ 盒上衣教育™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我 maplePTSA@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艾格尼丝·戈麦斯/ 盒上衣教育™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我 maplePTSA@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艾格尼丝·戈麦斯/ 盒上衣教育™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络我 maplePTSA@gmail.com。 感谢您的支持！艾格尼丝·戈麦斯/ 盒上衣教育™

协调员

枫 学校/ NEWS 信 枫 学校/ NEWS 信 枫 学校/ NEWS 信 2018年9月

OPEN PTSA董事会职位

我们是支持枫叶学校的学生家长/监护人和教师。我们对建设一个强大的社区，为我们的学生和学校一起工作。PTSA

需要你！你想在枫叶小学参加吗？请问课堂吸引你之外的东西？如果您愿意帮助我们，涉足的PTSA有几个posi-蒸发

散当前打开：副总统，格兰特写作联席主席，财政部长共同主持。

• 副总统 / 支持PTSA主席和决策辅助; 管理PTSA的COM的munications战略; 代表在每月的会议和学校事件PTSA副总统 / 支持PTSA主席和决策辅助; 管理PTSA的COM的munications战略; 代表在每月的会议和学校事件PTSA

。承诺：8-16小时/月。

• 格兰特写作共同主席/ 与当前的资助工作，主席找到枫树小学的资金，这将提高我们的学校，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支格兰特写作共同主席/ 与当前的资助工作，主席找到枫树小学的资金，这将提高我们的学校，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支

持教师的创意来源; 现有的研究拨款并促进资助申请程序。承诺：2-12小时/月。

• 财长共同主持/ 协助财务与金融PTSA职责; 收集和存放在募集PTSA所有基金和按照批准的年度预算分散。承诺：5-1财长共同主持/ 协助财务与金融PTSA职责; 收集和存放在募集PTSA所有基金和按照批准的年度预算分散。承诺：5-1

0小时/月。  

还有其他位置也可以，如果你有兴趣帮助或想参与，请与喜悦在雷蒙德 mapleptsa@gmail.com。还有其他位置也可以，如果你有兴趣帮助或想参与，请与喜悦在雷蒙德 mapleptsa@gmail.com。

该通讯发布双月。欲了解更多跟上时代的学校新闻，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MaplePTSA.com该通讯发布双月。欲了解更多跟上时代的学校新闻，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MaplePTSA.com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保健的关键：

• 保护对四名流感病毒株

• 降低流感相关住院率和PICU招生

• 缓解症状，如果孩子生病

• 降低流感相关死亡的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