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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協會和 Alamo 之友基金會 

250 23rd Avenue, SF 94121   (415) 750-8456   www.friendsofalamo.org 

 

親愛的 Alamo 家長/監護人，  
 

我們很快又完成了一個月，到目前為止，這是一個很好的新學年。謝謝大家策劃和

參與了 ”返回到學校” 野餐。我鼓勵你們繼續支持其它秋季特別活動，像家庭讀書夜

和萬聖節嘉年華會。 
 

Alamo 和社區夥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多謝所有捐出時間和專業知識在教室和校裡

服務的同工。如果你想更多的參與或擔任校址會，Alamo 學校之友基金會，和家長

教師會的成員，請讓我知道！  
 

多謝您們的支持，使 Alamo 能夠提供豐富的經驗和教育給的我們的學生和社區！  

 

方校長 
 
 
 
 

Alamo 家庭閱讀夜: 歡迎您參加 2014 年 10 月 9 日(週四) 5:45 至 7 時在禮堂舉行的家

庭閱讀夜。我們會提供小吃。整個家庭可一同做喜歡的閱讀和寫作活動; 通過圖書館

網站借得電子圖書; K-5 老師朗讀和交換圖書！請用以下電郵報名  
jwlouiesf@gmail.com  
 

咖啡與對話： 10 月 17 日週五在圖書館, 有咖啡和早餐款待 Alamo 父母。我們可以更

加認識對方,  討論即將舉行的學校活動和回答有關問題。我們期待著您的光臨！ 
 

Schoola Stitch 捐贈兒童和婦女衣物活動：從 10 月 27 日至 29 日，幫助 Alamo 捐出您

不會太舊的兒童和婦女衣物給 Schoola Stitch。請在萬聖節嘉年華前的週一至週三把

衣物包放在禮堂舞台上。 Schoola 銷售我們的捐贈衣物後, Alamo 會獲得收益的 40％

。欲了解更多信息 www.schoola.com/schools/alamo-elementary-san-francisco-ca. 
 

萬聖節嘉年華會：你準備好了嗎？Alamo 的一年一度萬聖節嘉年華會在 10 月 31 日(

週五)下午 1:40 - 4:30 舉行。全家人歡迎參加，會有遊戲，化裝遊行，攤位，國際美

食，甜點，二手書和玩具展位等！門票現已公開發售，可在 www.friendsofalamo.org

網上購買或到學校辦公室購買(現金或支票支付)。有興趣參與  

設置，清理，展位或其他志願服務項目，請聯繫 Stephanie Speaks - 

sskwan001@hotmail.com。 
 

重要日期! 

2014 年 10月：  

週一，10月 6日，  

下午 3 - 4點 - 綠色

學校操場委員會會議,

學校圖書館  

 

週二，10月 7日，  

下午 6:30 - 家長教

師會，學校圖書館  

 

週三，10月 8日, 步

行或騎行上學日  

 

週四，10月 9日，  

下午 5:45 - 7:00 - 

家庭閱讀夜，禮堂(歡

迎兒童參加）  

 

週一，10月 13日 - 

學校關閉,Indigenous 

people’s Day/El 

Dia de La Raza假日  

 

週四，10月 16日，

上午 10:16 - 每年度

防震演習  

 

週五，10月 17日，  

上午 9 - 10點 - 咖

啡和談話，學校圖書

館  

 

星期六，10月 18日  

上午 10時 - 下午 1

時 - 綠色校園家庭友

善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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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我一份” 活動:  去年，我們推出了“算上我”（CMI）作為一個新的募捐

活動, 也促進了 Alamo 家庭的社區。我們第一年成功的 募集了 3000 多美元！

這些資金直接去了有利於所有學生在 Alamo 的增益課程。對於 2014-2015 學年

，我們已經安排 12 (CMI) 項目，更將在以後添加。 CMI 活動包括烹飪課，畫像

集會和許多有趣的學生活動，如電影之夜，保齡球聚會和光劍製作會。你可以

在任何 Alamo 社區活動（如萬聖節嘉年華）註冊，或寄回填妥的登記表。我們

正在尋找更多的家庭在學年期間舉辦 CMI 項目。如果您有疑問或者想舉辦活動

，請發郵件到 Christine Morris - seekingbalance206@gmail.com. 
 

教育推廣：與三藩市聯合校區合作，很多 Alamo 家長和老師要帶給 Alamo 戶外

科學計劃。截至今年，教育推廣巳在 26 所學校舉, 如 George Peabody, Claire 

Lilienthal, Lafayette, Sherman, Diane Feinstein。請查看 

www.educationoutside.org 和 www.sfexaminer.com/sanfrancisco/sf-schools-bring-

science-class-outside/Content?oid=2890907。 
 

Stop Drop and Go 程序：每天早晨從上午 08:25- 8:45，協助學生們安全下車。

在 10 月 6 日的週日是 202 室 Revitz 負責; 10 月 14 日為 203 Lewenhaupt; 10 月

20 日是 204 室 Chin 和 10 月 27 日是 205 室 Lim。網上註冊 www.signupgenius.com。搜索

jwlouiesf@gmail.com 您需要註冊一個賬號，你兩天前，會得到提醒。 
 

K-2 級的父母：請捐出不是太舊的 5,6,7 号尺碼短袖襯衫和中性色（黑色，灰色，棕褐色，藍色）褲子在辦

公室用於後備的衣服。謝謝。 

 

失物認領：學生們經常脫掉運動衫或外衣在操場上，卻忘了把他們帶回。失物將被放到禮堂附近的衣架或

籃子上。金錢，珠寶和眼鏡會留在辦公室。如果你的孩子丟失任何物品, 請務必檢查衣架或辦公室。請標

記服裝，午餐袋，背包等，孩子個人物品寫上名字。 
 
 

重要日期! 

 星期六，10 月 25 日，上午 9:30 

- 下午 2:30 - 三藩市聯合校區招 

  生博覽會，John O'Connell  HS  
 

  Schoola Stitch 兒童和婦女捐贈 

 衣物，10 月 27-29 日,禮堂舞台 
 

  週五，10 月 31 日，  

1:40 - 下午 4:30 - 萬聖節嘉年華

，家長教師會商店開放和”算上

我”事件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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