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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 Alamo 家庭，  

歡迎您來到 2014‐2015 學年！我們家長教師會今年的主題是 “建立社區” 。我們希望 Alamo 成為一個我

們孩子, 家長，教育和社區成員學習和建立友誼的地方！今年，Alamo 家長手冊將提供給幼兒園和一年

級的家庭，以及所有新學生的家庭。現有學生可以在 http://www.friendsofalamo.org 網上找到手冊的副

本。對於那些沒有上網的家庭, 將可在學校辦公室領取。 

我們希望所有在 Alamo 的家庭將加入家長教師會和支持我們的學校！Alamo 家長會提供在以下幾個方

面： 

社區建設  
 學校的第一天歡迎咖啡聚會 

 回到學校野餐  

 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嘉年華會  

 每月咖啡和談話聚會  

 家長教師感謝日  

 科學博覽會  

 才藝表演及祖父母節  

 “算我一份”活動 

籌款  

• 年度拼寫馬拉松  

• 春季拍賣和抽獎籌款  

• 商店賺取籌款機會  

• 家長教師會存儲和五年級冰淇淋銷售  

• 個人捐款和企業配套 

學校美化  

• 維修遊樂場地磚和更換兒童滑梯   

• 禮堂音響系統吸音板  

• 安裝陶瓷瓷磚垃圾桶  

• 徵詢綠色校園項目 

課堂支持 
 教師津貼和等級範圍內的分配  

 實地考察經費和教室捐贈  

 資助 10 台 Google Chrome 電腦 

 

課後支持  
•   體育  

•   藝術與音樂  

•   新圖書館的書籍和園林資材  

•   科學材料經理/開放源碼軟件維護  

•   工作人員專業成長與發展  

•   演藝大會 
 

通信  
•  家長手冊  

•  家長通訊“Alamo Matters”有中文翻譯。  

•  佈告欄（家長教師會，志願者，課後和旗幟）  

•  週三信封  

•  學校目錄  

•  網站  

•  電子郵件組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電郵 Amy Jang（upnup8@gmail.com）或 Susie Legaspi（susie_lee111@yahoo.com），家長

教師會的聯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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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 Alamo 小學家長表 

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在星期五, 2014 年 9 月 12 日, 前遞交任何貴子女的教師（每家庭只須填寫一份表格).  我們希望

看到所有 Alamo 家庭百分之百參與。請以清晰的英文填寫所有的表格。 

Directory Information 目錄資料 

Parent/Guardian # 1 Name: 家長/監護人＃1 名稱： 

Primary Phone: 主要電話：  Email:電子郵件 

Parent /Guardian # 2 Name: 家長/監護人＃2 名稱： 

Primary Phone: 主要電話：  Email:電子郵件 

Student #1 Name: 學生#1 名：  Teacher:教師  年級 : 

Student #2 Name: 學生#2 名：  Teacher:教師  年級 : 

Student #3 Name: 學生#3 名：  Teacher: 教師  年級 : 

Student #4 Name: 學生#4 名：  Teacher: 教師  年級 : 

 

通訊錄列表包括學生的姓名，家長或監護人姓名，電話和電子郵件信箱。通訊錄只限 Alamo 的工作人員和學生家人在學校

業務範圍內使用。這些資料不會被分發給校外任何人。如果您有任何資料不願意放進通訊錄, 或有任何需要修改的資料, 請

在下面註明： 

____請除去以下的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請加載以下電子郵件信箱到家長教師會的電郵名單: ____家長/監護人＃1___家長/監護人＃2 
  

PTA Membership 家長教師會會籍  

我們鼓勵所有的家長，監護人，祖父母，工作人員和社區成員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成員。我們今年的主題是[建立社區]，希

望所有 Alamo 家庭都能加入我們的行列！ （會籍期限為一年。） 

家長教師會會員名稱＃1：  

地址：  

家長             社區           工作人員（劃圈） 
____ X $5 /成人=$_______（可扣稅） 

家長教師會會員名稱＃2：  

地址：  

家長             社區           工作人員（劃圈） 

  我已付清 2014‐2015 的會費. 

  我不想參加家長會，但希望接收 Alamo 相關的電子郵件和公告。 

Invest in Alamo 投資 Alamo 

我們每年都需要 Alamo 家庭提供財務支持重點項目。你們可以多種方式協助。有的把整年的款項一次捐出。有的喜歡分期

付款。每月的分期付款可上網在 www.friendsofalamo.org/invest 方便地進行。歡迎向我們詢問有關工作人員的對應捐款.  

我們去年的個人捐款範圍從 350 到 1500 美元。這範圍只是一個建議，提供一些資料，請根據您家庭的財務狀況决定捐款

的數目。 

  我隨信附上一張支票為 $金額 ______ 

  我已經通過信用卡在網上的金額貢獻：$______  一筆 $_______ 

每月供款$____/月___個月   我打算通過信用卡在網上額貢獻：$______ 

  捐款之前，我想了解更多的情況。 

  我今年不能捐款給投資於 Alamo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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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Interest Form 志願意向表 

Name(s) 名稱:  Email 電子郵件:  Phone 電話: 

請邀祖父母或其他有意願的親朋協助 Alamo。無論多少的協助我們都衷心感激.  志願者也可以或多或少貢獻他們的時間在

學校或家裡幫忙。我們希望每個家庭都可以選擇至少一項活動或角色. 

  我感興趣是一個課堂助理 (room paren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感興趣在一個老師助理/課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感興趣的是一個課堂與家長之間的溝通 

  我感興趣的是一個體育老師助理 

  我感興趣的是一個音樂教師助理 

  我有興趣幫助以下活動。請標記所有你感興趣的 

學校支援  
□課外活動  

□藝術項目  

□美化（室內/室外）  

□協調大會/特別演出  

□資優教育課程  

□校園綠化 

□應急準備  

□圖書庫 

□科學課外活動（教育戶外）  

□材料科學管理器（FOSS）  

□輔導（指定學校課 ____________）  

□週三信封  

社區活動  
□Alamo 外食之夜  

□開學野餐   

□“咖啡交談” 

□算我一個活動 

□秋季萬聖節嘉年華會  

□Sports Basement 購物夜 

特別活動  
□識字週（春夏）  

□作者日（春季）  

□書本交換（春季） 

□橫跨美國閱讀（春季） 

□科學博覽會（春季） 

□祖父母節（春季）  

□才藝表演（春季）  

□謝師週（春季）   

仍然還需要聯席主席的小組  
□秋季萬聖節嘉年華會  

□家長義工連絡  

□春季拍賣和抽獎籌款  

□Alamo 家長教師會商店 

□改良新網站或電子通訊 

天賦/技能/專業/興趣  
□藝術  

□烹飪或烘烤 

□英文, 文學, 與讀寫能力 

□園藝  

□應急準備/ NERT 

□數學  

□音樂  

□攝影或視頻 

□科學 

籌款  
□Alamo 家長教師會商店 

□與本地商企聯繫 

□資料庫管理 

□申請獎學金 

□書信寫作和編輯  

□家長外展  

□商店賺取籌集資金（如 eScrip，Amazon，Target，Shoparoo，

Sports Basement，Schoola 和 BoxTops） 

籌款活動  
□投資於 Alamo  

□拼寫馬拉松（冬）  

□春季拍賣和抽獎籌款  

□徵集  

□抽獎  

□網上拍賣  

□現場活動 

通信  
□Alamo Matters 編輯  

□文件複製或協助文書 

□電子通訊（通訊，警報，志願者請求，Facebook 專頁等）   

□平面設計, 傳單, 或海報 

□家長佈告欄  

□周圍社區公共關係   

□翻譯（注語____________）  

□網頁設計與維護 

 

請附上表格及支票，抬頭為 Alamo PTA” (Membership) and/or “Friends of Alamo School Foundation (FASF)” (Invest in 
Alamo donation) :  

 請把回郵信封提交致在學校辦公室或你孩子的老師 

 或郵寄至: Alamo Elementary School PTA, 250 23rd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