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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橋小學PTSA給你帶來的。在MaplePTSA.com也可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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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加入FEAT

家庭參與行動小組（技藝），旨在提高學生的成績，增加

的方式讓所有的家庭。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球隊將計劃

在整個學年有意義的家庭活動。這一壯舉的團隊是由家庭

，教師，後勤人員，校長和社區成員。在FEAT參與給家庭

成員發展領導技能的機會。我們請了一年的承諾和學校的

會議後出席。如果你有興趣加入的壯舉，請聯繫巴拉甘女

士 dabarragan@seattleschools.org 士 dabarragan@seattleschools.org 

要么 206.252.8316。要么 206.252.8316。

黛西·巴拉甘

校長助理

HAPPY十一月MAPLE族！ 

這是今年在楓學校美好的時光！套路都被教導，課堂社區已建成，教學和學習都順利進行！我希望你的孩子每天回家

的東西，從他們的課堂分享。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你會參加家長/教師會議與孩子的老師（一個或多個）。這是給你更

多地了解什麼是您的孩子的班級發生的事情，並詢問你的孩子是如何進展的問題一個很好的機會。它是超前思考你有

什麼問題要問我們的工作人員是個好主意。這是我們的希望，這一次不只是花了傾聽著，但它是你和我們之間的對話

的工作人員，沒有人知道你的孩子比你更好！你有很多交流，幫助我們與您的孩子工作，並滿足他/她的需要。

你會在PTSA通訊的這個問題上注意到PTSA的落入捐獻活動是從本月開始。預先感謝您的慷慨捐贈！這些美元幫助支持

大量的機會和項目，為我們的學生，我們學校的預算總是無法承受的。一個這樣oppor- tunity是我們的第四/五年級學生

前往西摩營每年秋季。這是我們的學生非常難忘的經歷，並沒有從我們的PTSA資金是不可能的。如果你需要更多的靈

感，這裡有一個五年級學生說的話，為什麼他喜歡陣營：“因為他們有超級好吃的，你會想永遠吃他們的食物是那麼好

。他們有有趣的活動。而你得到滿足，你從來沒有見過的新的人，也許結交新朋友......我有點不高興，因為這是去年我

要去訓練營。“

最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幾個星期的懷孕了。我將是華普距離，直到二月底。巴拉甘女士，我們的 校長助理， 將步最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幾個星期的懷孕了。我將是華普距離，直到二月底。巴拉甘女士，我們的 校長助理， 將步最後，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幾個星期的懷孕了。我將是華普距離，直到二月底。巴拉甘女士，我們的 校長助理， 將步

入中的主要角色，我們將有一對夫婦退休SPS管理員的加入我們的工作人員在支持我們的學生。雖然我會享受的時間與

新的除了我的家人，我會懷念我們的學生的思維，並期待著聽到有關他們在未來幾個月內做出了長足的進步！感謝您對

我們的學生，工作人員和學校一直以來的支持！埃琳娜·桑切斯/ 主要我們的學生，工作人員和學校一直以來的支持！埃琳娜·桑切斯/ 主要

未雨綢繆

• 每逢星期一： 

君主週一，穿上你的楓葉齒

輪 

•十一月6日至16日：   

部隊集合驅動器

•11月8日： 花絮之夜•11月8日： 花絮之夜

•11月10日： 退伍軍人節，沒有學校•11月10日： 退伍軍人節，沒有學校

•11月14日： PTSA會議@下午6:30，教師休息室•11月14日： PTSA會議@下午6:30，教師休息室

•11月16日： 圖片重修天•11月16日： 圖片重修天

•11月20日至22日： 家長/教師會議，沒有學校為學生•11月20日至22日： 家長/教師會議，沒有學校為學生

•12月12日： PTSA會議@下午6:30，教師休息室•12月12日： PTSA會議@下午6:30，教師休息室

•12月15日： 1小時提前放學•12月15日： 1小時提前放學

•12月18日至1月1日： 

寒假，沒有學校

什麼： 對於父母，監護人社會事件    什麼： 對於父母，監護人社會事件    

和楓社區的工作人員

什麼時候： 週三，11月8日，7-9pm什麼時候： 週三，11月8日，7-9pm

哪裡： 探險中心和酒廠 哪裡： 探險中心和酒廠 

2969第四大道S，西雅圖98134

誰： 對於成年人年齡21+誰： 對於成年人年齡21+

怎麼樣： 通過在鏈接購買門票 怎麼樣： 通過在鏈接購買門票 

MaplePTSA.com（$ 25建議的捐款，包括入場MaplePTSA.com（$ 25建議的捐款，包括入場

，2飲料和小吃） 

• 所有收益受益楓PTSA贊助商進行實地考察

• 花絮女主人會桑切斯女士

（除非寶寶一次露面第一！）

問題： 有任何疑問或想幫助這個事件？聯繫爵Gosma問題： 有任何疑問或想幫助這個事件？聯繫爵Gosma

在

jennifer.gosma@gmail.com。

陷入GIVING！

想參與的Maple PTSA和不知道如何？這裡有一個方法可

以讓學校有很大的區別，並顯示您的教師和學生的支持。

楓小學被拉開了它的第一個年度籌款活動。我們正在教室

，實地考察和學生資源，籌集資金。

什麼時候： 十一月份什麼時候： 十一月份

哪裡： 尋找在孩子郵寄捐贈信件和電子郵件從PTSA哪裡： 尋找在孩子郵寄捐贈信件和電子郵件從PTSA

為什麼： 為了提高學校的活動和資源為什麼： 為了提高學校的活動和資源

怎麼樣： 捐贈現金楓，支票或貝寶怎麼樣： 捐贈現金楓，支票或貝寶

請考慮捐贈，當你看到帶回家信你

學生。幫助我們實現提高$ 5000的目標。你給的錢，使

一個很大的區別！想了解更多？電子郵件：歡樂雷蒙德 joynjay333@yahoo.com一個很大的區別！想了解更多？電子郵件：歡樂雷蒙德 joynjay333@yahoo.com

或爵Gosma jennifer.gosma@gmail.com或爵Gosma jennifer.gosma@gmail.com

失物招領

失物招領爆炸了！有許多SOOOO外套/夾克等待由其所有

者聲明。他們已經開始發臭。請準備好您的學生期待通過

走屬於他們家中物品。也有從尚未聲稱營西摩留下的物品

。所有無人認領的物品將學校週五11月17日之後消失。羅

賓·李

學生及家庭倡導者



流感疫苗

請加入我們，幫助保持我們的學校，家庭和社區的健康和流感釋放這個季節！

請聯繫您的供應商。一些藥店的將在7歲開始接種流感疫苗給任何人。

許多人認為，季節性流感（以下簡稱“流感”）是很像感冒，它無法避免。但是，流感是一

種嚴重和

潛在危險的疾病。每年學生錯過由於流感約38億個學習日，每年家長會錯過更多的1000萬個工作日照顧生病的孩子。

根據CDC（疾病控制中心和預防），以保護您和您的家人免受流感的最好辦法就是收到“流感疫苗”每年。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建議，讓每個人都能超過6個月的年齡，應該對流感疫苗。艾米莉·戈夫，BSN，RN / 學校護士中心建議，讓每個人都能超過6個月的年齡，應該對流感疫苗。艾米莉·戈夫，BSN，RN / 學校護士

獲得連接

希望有更多的學校信息？這裡有一些選擇你熬夜到最新與什麼在楓事情：

• 加入楓PTSA電子郵件列表，電子郵件 mapleptsa@gmail.com 和要添加請求 加入楓PTSA電子郵件列表，電子郵件 mapleptsa@gmail.com 和要添加請求 加入楓PTSA電子郵件列表，電子郵件 mapleptsa@gmail.com 和要添加請求 

• 像我們在Facebook上，楓樹小學PTSA並獲取即時更新你的新聞源查找與訪問其它信息一起過去的會議紀要和通

訊 mapleptsa.com。訊 mapleptsa.com。

帶來任何問題，關注，並在我們每月的會議之一期間學年安排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二，6與其他家長：30-8：00在

老師的休息室。

BOX TOPS秋季系列

謝謝大家對我們的秋季盒頂採集驅動器中所有的支持和參與。您所有幫助收集剛剛

超過$ 600楓葉學校！這給我們帶來了超過一半的做法，以我們的$ 1000個目標，今

年，所以要剪裁開始賺取我們的下一個系列驅動器在三月。

在我們的Spring Drive，收集最盒上衣類將獲得獎金和他們的老師會收到一個特殊的振作了。請繼續關注細節。

提醒，盒面應通過課堂收集箱進行提交，我們會收集每月。此外，上望了樂趣收集表（ 在前面的辦公室提供）。提醒，盒面應通過課堂收集箱進行提交，我們會收集每月。此外，上望了樂趣收集表（ 在前面的辦公室提供）。

而且不要忘了註冊成為盒頂成員（ 免費！）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的學校的收入，省錢的優惠券和獎勵優惠，去 BTFE.而且不要忘了註冊成為盒頂成員（ 免費！）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的學校的收入，省錢的優惠券和獎勵優惠，去 BTFE.而且不要忘了註冊成為盒頂成員（ 免費！）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的學校的收入，省錢的優惠券和獎勵優惠，去 BTFE.而且不要忘了註冊成為盒頂成員（ 免費！） 所以你可以看看我們的學校的收入，省錢的優惠券和獎勵優惠，去 BTFE.

com。 另外別忘了下載框上裝獎金為應用程序更加快速，簡便的方法來賺取資金。感謝您的支持！艾格尼絲·戈麥斯/ 盒com。 另外別忘了下載框上裝獎金為應用程序更加快速，簡便的方法來賺取資金。感謝您的支持！艾格尼絲·戈麥斯/ 盒com。 另外別忘了下載框上裝獎金為應用程序更加快速，簡便的方法來賺取資金。感謝您的支持！艾格尼絲·戈麥斯/ 盒

上衣教育™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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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的工作機會

即將到來的活動志願者的機會，去 signupgenius.com 註冊或查看聯絡所列：即將到來的活動志願者的機會，去 signupgenius.com 註冊或查看聯絡所列：即將到來的活動志願者的機會，去 signupgenius.com 註冊或查看聯絡所列：

願景與聽力篩查 -  11月2日，3，6，16，17，12月1日願景與聽力篩查 -  11月2日，3，6，16，17，12月1日

花絮之夜 -  11月8日 花絮之夜 -  11月8日 

重新拍攝日 -  11月16日重新拍攝日 -  11月16日

部隊收集收拾 -  11月17日瑪西亞文， mrventura@seattleschools.org部隊收集收拾 -  11月17日瑪西亞文， mrventura@seattleschools.org部隊收集收拾 -  11月17日瑪西亞文， mrventura@seattleschools.org

不要忘了還檢查了“志願者賓”中的主要辦公室於各種教室的需求。或者解散壞話教室孩子的老師直接的機會。

特別活動和正在進行的各種志願者活動也可以被發現在signupgenius.com。在主頁上“點擊”頁面的右上角的放大鏡。這

將帶你到“查找註冊”，您將只需輸入志願者Coordi- nator的楓葉PTSA，夏季加拉格爾的電子郵件地址; summergal828

@gmail.com。這將允許你搜索瀏覽當前的機遇，並簽署了幫助。

學習園地

今年夏天UW被授予了$ 3M撥

款，以推進花園 

在學校和選擇楓葉學習成為他們的目標學校的節目之一！

這年秋天，他們已經做了很多的課程發展，並希望能夠推

出一兩個單位的春天。他們希望獲得盡可能多的教師和參

與盡可能的父母。UW主持設計峰會，所有各方聯合起來，

以幫助設計課程。如果你願意參加，他們將支付潛艇的K-

3的教師。這將是巨大的，有從楓一個很好的投票率，使我

們能夠真正推動這個計劃，以適應學生的需求設計。讓我

知道，如果你想參與或有任何疑問。有關該計劃的更多信

息，請參閱這篇文章：

https://education.uw.edu/news/learning-gar-窩點 -

 瞄準 - 成長 - 學生參與科學

謝謝！

安迪·艾倫/ 花園老師安迪·艾倫/ 花園老師

部隊官兵COLLECTION DRIVE

每年，F3運行部隊愛心包裹驅動器 - 通常是在阿富汗服役

。有11000家軍仍然存在提供服務。吃剩的萬聖節糖果，

牛肉幹，洗浴用品（男女），暖手，雜誌和：我們將通過

訪問每班楓跟他們談的各種治療，我們將發出的開始這個

項目剛剛退伍軍人節之前平裝書在新的或類似的新條件。

我們也喜歡發信出去為好。我們將從11月13日至16日從班

楓被收集的物品。11月17日上午，我們將收拾我們所有的

項目。這個護理包驅動器作為remind-呃，每年我們仍然處

於戰爭中的國家。該項目在伊拉克2007年增兵期間開始在

楓樹。

我的學生將被製作海報，並進入教室在十一月初談項目。

他們會在11月13-16早晨收集每個教室項目。我們需要志願

者幫助！如果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在週五早上17日，以幫助

錄音提示框，並或將他們喬治敦郵局，請讓我知道。如果

你有關於這個項目的問題，請諮詢！乾杯!

瑪西婭文/ 五年級教師瑪西婭文/ 五年級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