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PLE 父母老师学生协会会议纪录 October 8, 2019 

10/9 改正 

商业会议，下午六点开始 

董事会成员出席：Bao Ng, Gina Englund, Joy Raymond, Nikki Beall, Pam Chin, Agnes Gomez, Tiffany 

Koyama, Jen Semiara. 

活动和筹款 

● 多元化之夜， 10月24日 

o 幼儿园和一，二年级在体育馆。三，四和五年级留在他们教室。 

o 父母老师学生协会提供炒面给每个教室：3 大托盘给体育馆和2 半托盘给每个年级

总共6个。 

▪ 还需要去做的事情：Joy Raymond 打电话去订。 

▪ 还需要解决的事情：需要人去拿食物；在常规会议中问 

o 下午六点开门；五点设置；Bao 会在登记改时间（之前下午4:30）点击这登记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8050945abae22a1fe3-multiethnic 

 
● 用具订购表格 

o 可以通过 以下渠道派发：Kidmail, Facebook, chats, insert link  

o 截至日期： 11月15日； 还需要去做的事情： Agnes Gomez 将会把印有截至日期标

签的贴图放到订购表格 

o 下一步：要和 Jenn Gosma 联系有关筹款和用具订购表格的入信封派对 

● 问答和无声拍卖晚会 

o 由于和学区分区的会议时间重叠，晚会延期到1月23 日 

o 会议的地点（在Georgetown 的Stables）已经确定；美宝小学也确定。 

o 从现在开始准备采购会议要用的物品； Joy Raymond 接收和储存会议要用的物品。 

o 下一步： 宣传会议要用的物品和鼓励捐助 

o 下一年的议程： 为了应对将会加大的预算，看是否可以提高拍卖额 

● Dance a Thon (舞蹈晚会)， 3月13 日 

o 需要做的事情：晚会计划，晚会的义务者，小组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去召集更多的

人来组织这个晚会。 

新的会议议程 

● 民族学习课本的其它选择 

o 应一年级辅助队的请求，买的书本要有制作意义的课程 

o Motion 应允赞助$560给一年级的书本，还计划赞助其它年级的书本， 共$1,680 (暂

定数目)。 

常规会议， 下午 6：30开始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8050945abae22a1fe3-multiethnic


参加会议的成员：Joy Raymond， Bao Ng, Summer Gallagher, Summer Hayes, Jennifer Wu, Pam Chin, 

Gina Englund, Agnes Gomez, Maria Herman, Jen Seminara, Jenn Gosma, Linnet Blumenthal, Tiffany 

Koyama, Christy Bowman-White, Lori Heniff, Katie Childs, Stephen Dooley, and Nikki Beall. 

欢迎和开场介绍 

● 校长更新 – Christy Bowman-White (Mason Skeffington 因事不能出席会议) 

o 早晨咖啡闲聊 

▪ 谢谢Bao Ng 的帮助； 一个聆听学生的家长机会 

▪ 下一个咖啡闲聊会安排在晚上（日期待定） 

o 星期四学区划分会议 

▪ 有关学区划分的资料已经派发了出去。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去访

问

https://www.seattleschools.org/cms/one.aspx?portalId=627&pa

geId=88660040 

▪ 如学生的家长反馈意见， 可以去访问 

https://www.seattleschools.org/cms/one.aspx?portalId=627&pageId=8

8736645 
 (需要提供电子邮件信箱， 但也可以匿名反馈意见) 

▪ 星期四的会议议程：简单介绍，举例不同情况的出现， 分组讨论学区划分

的利弊 

▪ 原来在校的学生可以在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不受学区划分的影响 

（请给学区有关是否留在原来学校上学是给学生家庭带来最少麻烦的选择的意见） 

o 教师人员配备的更新 

▪ 剩下来的社工和特别教育的职位（相当于0.2 个全职工职位）已经用来请了

助教；这是一个临时方案直至学校预算确定下来。 

▪ 新请来的教师人员的工作表现都很好！（多种语言助教和干预专家） 

o 标题 1 近况的讨论 

▪ 美宝小学目前有45%的学生享受免费或减价午餐。 

▪ 如想了解更多有关的信息，可以访问

https://www.seattleschools.org/departments/grants/title_i 
或者

https://www.k12.wa.us/policy-funding/grants-grant-managemen

t/closing-educational-achievement-gaps-title-i-part 
 

▪ 10 月9日的更新信息， Bao Ng: 根据 Ashely Davies 在西雅图公共学区入学计

划中有关美宝小学免费和减价午餐的统计：“于2018-2019学年，52.6%的学

生享受免费或减价午餐。直至明年一月第一个学期完，学区会更新学生享

受免费或减价午餐的比例。”（另一个信息就是Title 1 中的联邦政府享受免

费和减价午餐的要求是40%， SPS 的要求是50%）。 

 

●  父母老师学生协会会长信息更新– Joy Raymond 

https://www.seattleschools.org/cms/one.aspx?portalId=627&pageId=88660040
https://www.seattleschools.org/cms/one.aspx?portalId=627&pageId=8866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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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多元化之夜，10月24日 星期四晚上6 时开始 

▪ 幼儿园和一，二年级在体育馆 

▪ 三，四和五年级留在他们教室。 

▪ 还要做的事情： Summer Gallagher 将会去拿面餐盘（下午5：30时放下面

条） 

▪ 参加的义工请看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8050945abae22a1fe3-multie

thnic 

 

●  筹款– Jenn Gosma 

o 问答和无声拍卖晚会 （延迟到1月23日） 

o 秋季捐赠：直接问运动 

▪ 在多元化之夜开始 （10月24日） 

▪ 10月22日信封派对， 需要义工，跟父母老师学生协会联系

mapleptsa@gmail.com 

o 美宝小学的用具 - 订购表格已经打印了出来；Agnes Gomez 将会把印有截至日期标

签的贴图放到订购表格，同一个星期将会发放出去。 

 

● 财务报告– Jenn Seminara 

o 金融讲稿已发放；我们讨论了其中几个重点。 

▪ 交通管理的基金 (在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的时间，五年级的学生参与管理人

行横道)；Mason Skeffington 计划用这些基金来给这些学生提供午餐 

▪ Razuri 老师把她的助学金用到她的课室上 

▪ 学生会 （由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组成，今年是第二年）；学生

会的基金还没有用，Mason Skeffington 鼓励他们决定怎样运用这个基金。 

 

● 会员和翻译的信息更新– Pam Chin 

o 计划在体育馆举行的多元化之夜设置一张有关父母老师学生协会的枱 

▪ 有关于父母老师学生协会的信息和咨询意见：例如，你们想如何分享通讯

海报？你们对参与美宝小学哪些方面有兴趣？如何才可以令你们更加想参

加父母老师学生协会的会议？ 

▪ 用纽扣贿赂参加者来父母老师学生协会 

▪ 10月9日信息更新， Pam Chin: 纽扣制造派对将会于2019年10月18日星期五

11：30 am – 1:30 pm在职工休息室进行。请带小吃来分享。我们将会在社

交媒体和交谈网站公布这个信息。我们将会把这些美宝小学的纽扣放到多

元化之夜设置的有关父母老师学生协会的枱。 

▪ 有问题：有意帮忙父母老师学生协会枱的义工，请联系Pam Chin 或者发电

子邮件 给父母老师学生协会， mapleptsa@gmail.com. 
 

● MASE– 美宝小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 – Joy Raymond (由于 Bill Eisele 缺席) 

o 昨天开始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8050945abae22a1fe3-multi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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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父母老师学生协会提供小吃， 每个星期$220; 通常由营养服务 SPS 提供，但由于

SPS 的内部问题，他们暂时不能提供小吃。 

▪ 问题：放学后的课外活动的小吃和分数；如有问题，可以发电子邮件给父

母老师学生协会， mapleptsa@gmail.com. 

▪ 还要做的事情：校长 Bowman-White 会跟教职工讨论1月20日到3月3日的放

学后的课外活动。 

▪ 以下是家长对校外供应商的请求： 

放学后的课外活动的校外供应商需要哪些东西？ 

家庭费用： 在校教职工, 上10 堂课，费用是$40 –$ 50  

校外供应商， 上10堂课， 费用是 $150-$265 

以前也有义工或者想拿助学金的人来教课外活动，但不是很成功。 

▪ 星期二，校长Bowman-White 有提到一些参与放学后课外活动的教职工，有

时他们的课外活动时间和学校的会议重叠。这些教职工可以选择时间而避

开和其它会议重叠。 

▪ 父母的反馈意见： 不清楚学生课外活动的注册情况（注册情况只会通过电

子邮件联系） 

▪ 下一期的放学后课外活动， 由以下的改变 

表格会有清楚的截至日期，翻译，回收表格，抽奖选择，注册联系。注册完成后才

交钱。 

澄清注册信息：今年和上一年在候补名单或者是第二选择的，在名额允许的情况下

，会考虑。 

 

● 学校文具供应的信息更新 – Bao Ng 

o 问题： 下一年这个项目需要义工。 如有兴趣，可以跟Bao Ng 联系或者发电子邮件

到父母老师学生协会， mapleptsa@gmail.com 

o 最近有$100铅笔的捐款。 

o 10月9日MOD 薄饼筹款信息更新，Bao Ng: 在MOD 薄饼我们已经筹到$197.50。 

o 10月9日更正， Bao Ng： 我们还在接受学校文具的家庭捐款 （每个学生，$20-$50

）。 

 

● FEAT 家庭参与行动团队–校长  Christy Bowman-White 

o 下一个会议： 10月17日2：45pm-3：45pm 在图书馆进行 

o 澄清： 教职工和家长都可以参加这个委员会 

o 即将来临的会议将会讨论的问题：你对这个委员会有什么希望？你为什么参加这个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会做什么工作？这个委员会怎样和其它协会合作？ 

o 进一步澄清学校委员会隔个星期二2：45pm-3：45pm 举行的学校委员会 

▪ RET – 种族和平等队 （第一个星期二）- 第一年要有一个家庭成员在委员会 

▪ MTSS-多层的系统帮助 

▪ BLT- 建立领导队 （第三个星期二）- 现任家庭成员 是 Emily King 和 Bao Ng。 

▪ PBIS- 积极行为干预帮助 

下一个会议： 校长 Bowman-White 将确定哪个委员会有腾空的家庭成员义工位

置。 

如有兴趣，可以跟学校的行政组联系： 



校长 Bowman-White, cabowmanwhit@seattleschools.org 

Daisy Barragan, DaBarragan@seattleschools.org 

Mason Skeffington, meskeffington@seattleschools.org 

 

会议结束时间： 7：40 pm 

秘书 Nikki Beall 准备； 10月11日电子通过 

下一个父母老师学生协会会议将于11月12日6：30pm在教职工休息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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