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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o 小學新幼稚園家長常見問題: 

重要日期 

● 夏季第一次幼稚園玩耍日：2018 年 6月 16 日（週六），上午 10:00-中午 12:00，Alamo 校園操場

（第 22 大道入口） 

● 夏季第二次幼稚園玩耍日：2018 年 7月 21 日（週六），下午 1:00-3:00，富爾頓操場（第 27大道

855 號，位於富爾頓街和卡布里洛街之間） 

● 夏季第三次幼稚園玩耍日：2018年 8月 5日（週日），上午 10:30-下午 12:30，Alamo 校園操場

（第 22 大道入口） 

● 開學日：2018 年 8月 20日（週一），上午 8:40 - 在校園操場集合並尋找您孩子的教室號。每位老

師都手舉各自教室號的指示牌。上午 9:00將為所有的新生家長召開歡迎/聯誼會，會議將持續 45分

鐘，請您安排好時間。 

 

在開學前我需要做什麼？ 

● 把所有的文件交到 Alamo 學校辦公室 

必帶文件 

1. 出生證明，如果孩子是三藩市聯合校區的新生或參加過 PK 或 EES。 

2. 家長身份證 

3. 三藩市聯合校區體檢表（開學前近五個月的體檢表，由您孩子的健康諮詢師完成）：包括入學體

檢以及任何關於醫療狀況的表格（如哮喘、過敏、身體殘疾等） 

4. 學生急救/醫療信息卡——開學日分發 

● 加入 Alamo 學校的谷歌群組，實時瞭解學校活動和志願者機會，（如何加入，請看下文） 

● 參加所有或任何一個玩耍日，這是您和孩子認識 Alamo 大家庭成員和新成員的好機會，也是開學前提

問問題的好機會。 

我何時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個教室？ 

Alamo 幼兒園有 4 個班級。您通常在開學前一週會收到學校來信通知您孩子被安插的教室。信右上角的地址

標籤中會顯示您孩子的教室號。 

我應該在孩子的書包里放什麼？ 

幼兒園的老師為所有的孩子準備了所有的教學必需品，您只需要確保您孩子的背包（不帶輪子的）夠大，

可用來存放紙夾、午餐盒和水瓶。早上的休息時間為小吃休息時間，您的孩子可以在這段時間內選擇健康

的小吃。Alamo 並非一個無堅果學校。老師通常在開學第一週把食物過敏表格寄給家長，這樣他們就會知道

學生對什麼食物過敏，同時也必須在學生的急救卡中標明。您的孩子可以選擇自己帶午餐，也可以購買校

區的午餐。（更多關於學校午餐計畫的信息，請查看其他常見問題）請讓您的孩子每天上學都攜帶水瓶。 

請在您孩子帶到學校的所有東西上標上名字，尤其是水瓶、午餐盒、心愛的玩偶、紙夾、外套、衛衣、背

心、帽子和其他當天會脫下的衣物。您會驚奇的發現那些在失物招領處的衣服是如此之多，那些衣服沒有

標名字也無人認領。 

早上如何把孩子送進學校？ 

早上學生先在操場集合。8:40 響鈴. 學生依照班級列隊傾聽方校長發言並朗誦對國家效忠宣言。家長可以陪

同孩子到操場並幫助他們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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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20 有一名 Alamo 的工作人員開始監督校園操場，如果您在 8:20 至 8:40 之間和您的孩子一起下車，

請確保看到那名工作人員，否則，請和您的孩子一起等到 8:40 班級站隊。 

Alamo 也有“停車，下車，出發”活動，“停車，下車，出發”活動是為那些開車去學校但無法和孩子一

起進入校園的家長準備的。Alamo 有兩個“停車，下車，出發”白色區域；學校一邊一個（分別在第 23 大

道入口和第 22 大道後門）。有家長志願者和/或老師幫助您的孩子下車並進入學校。您甚至不需要下車，老

師和孩子一起步行至他們的教室。 

有課前活動嗎？ 

學校有課前活動，上午 7：30 至 8：20 之間進行早間活動，Alamo 的一名前工作人員進行監督。孩子在校

園操場玩耍或寒冷的天氣/下雨天時在圖書館讀書。家長可以在今年年初在學校辦公室給孩子報名此活動。 

如果我的孩子上學遲到了，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只是遲到了一分鐘或兩分鐘，您可以帶著孩子直接去教室。8：45 之後，請送您的孩子到學校辦公室并

填寫遲到表，到教室後把遲到表交給您孩子的老師。瞭解哪些孩子已到校並知道他們到校的時間（如果遲

到）非常重要。 

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或無法上學？ 

請在上午 9：15 之前給學校辦公室打電話，電話為 415-750-8456。告訴辦公室您孩子的姓名，教室號及無

法上學的原因。如果孩子無法上學，您必須每天給學校辦公室打電話告知。 

除了送孩子上學和接孩子放學之外，我如何進入學校？ 

一般送孩子上學和接孩子放學之後，除了第 23 大道正門，所有的學校大門都是關閉的。請到學校辦公室以

訪客或志願者的名義登記進入學校並在離校時簽名登記離開。 

如果我需要放學前接孩子？ 

如果您需要提前接孩子（例如去看醫生或牙醫），請去學校辦公室，工作人員要求您填寫簽退表並給出早

退的原因。 

午餐時間有什麼活動？ 

幼稚園的午餐時間為上午 11：15 至中午 12：00。老師陪同孩子步行至校園操場休息 20 分鐘，期間由一名

午餐管理員監督。11：35，孩子用洗手液洗手，之後午餐管理員把他們帶到餐廳和同學一起吃學校午餐或

自己打包的午餐。11：59，幼稚園的老師把各自的學生帶到教室。 

您將收到三藩市聯合校區關於學校午餐綱領的通知（如何支付，減少費用或免費午餐資格等），以下鏈接

是基本綱領：http://www.sfusd.edu/en/nutritionschoolmeals/mealpricesandpayment.html.  

 

學校午餐不需要提前預定，所以如果您的孩子忘記帶午餐，可以吃學校午餐，並由系統自動發出帳單以便

付款。學校菜單的鏈接每個月刊登在三藩市聯合校區網站的短吻鱷週刊上。即使您的孩子不吃學校午餐，

所有的家庭也必須在年初完成學校午餐表。 

 

幼稚園的孩子和“高年級的學生”同時在校園操場嗎？ 

上午 10：00—10：20 休息時間，幼稚園的孩子和一、二年級的學生一起在校園操場玩耍。 

在午餐休息時間 11：15—11：35 和下午休息時間 1：15—1：25，校園操場里只有幼稚園的孩子和一年級

的學生。 

 

下午如何接孩子放學？ 

http://www.sfusd.edu/en/nutritionschoolmeals/mealpricesandpay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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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2：40 放學。老師將帶著全班的孩子到會堂。請等著老師把孩子交到您手中。. 

接孩子是非常忙碌的，如果家長遲到了，孩子會緊張，所以為了按時到校，安排好停車等事情所需要的時

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的孩子參加了校園內的課外充實班或課外活動，您孩子的老師一定會把孩子交到負責該活動人員的

手中。 

在學年開始之前，您需要把孩子的急救卡上交至學校辦公室，請在學生的急救卡上列出可以接孩子放學的

人員名單，以供老師使用。 

下午沒有“停車，下車，出發”活動；但是，家長可以並排停車接孩子。 

 

課外活動有什麼類型？ 

1. Alamo 提供 3 門校園內課程 

● 列治文區課外協作班 

● Alamo 中文學校 

● 俄語學校 

2. 增設的校園內課外充實班—1 小時，每週一天或兩天。以下課程將在春季對幼稚園開放。 

● 課程象棋 

● 和 Deborah Hoch 學習陶瓷課 

● 《嘻哈萬歲》伴永田舞 

● 鋼琴鍵盤課程 

● 西班牙語課程 
 從 Alamo 坐車可以參加許多課外項目。更多信息，請查看電子郵件清單（見下文）。 

 

我從哪裡瞭解孩子的日程表？ 

返校之夜將於 9 月份舉行。在返校之夜，您可以在教室看到您孩子的老師，瞭解更多關於孩子日程表的信

息。除了標準的幼稚園課程閱讀、寫作和數學之外，孩子還有許多的充實活動，並且多數活動的資金將由

家長教師協會/基金會支持。 

Alamo 有家長電子郵件清單嗎？ 

當您給孩子註冊時，我們將收集您的電郵地址，並把您的郵箱將加入到新生家庭電子郵件清單中，這樣您

就可以提問問題，協調其他玩耍日（除了已安排好的）並接收任何通知。在開學時，這份清單將自動移動

到 Alamo 社區電子郵件清單中。 

我如何知道學校正在發生的事情？ 

短吻鱷週刊（中英文版）是 Alamo 學校的官方交流方式，該週刊將於週三下午 3：00 發到您的郵箱。喜歡

紙質文件的家庭將通過週三的紅色信封收到文件。偶爾，您也會從孩子的老師那里收到紅色信封，信封中

還有實地考察旅行同意書和多份報名表。 

我們學校還有中英文版月報，Alamo 事務，將於每個月的第一日發佈。電子版包含圖片和文章，而紙質版

以文字為主。 

谷歌群組是在最後一刻提醒家長的方式，也是家長與家長交流的方式。通常，每週您將收到 3-4 封郵件。 

我們最近增加了全校範圍的電子號碼簿。學生家長可以選擇加入並留下聯繫方式，這樣其他人就可以私下

聯繫您。管理員也可以有目的的發送信息，如收件人為教室家長志願者或四年級學生家長。 

每個教室至少有一名家長志願者，協調教室活動和志願者工作機會、發佈信息並充當老師和家長溝通的橋

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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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Facebook 網頁，三藩市 Alamo 小學之友以及學校網址 www.friendsofalamo.org 也是發佈全校活

動信息的絕佳來源。 

老師也會在教室門外貼佈重要信息，學校辦公室外也有許多公告板，發佈有關 PTA/基金會、課外活動和社

區活動的信息。 

我如何參與？ 

以下是多種參與 Alamo活動的方式： 

● 參加家庭教師協會（PTA）。PTA 會議將在每月第一個星期二下午 6：30在學校圖書館舉行。 

● 成為 PTA 委員會的成員。在第一次 PTA會議上與開學後前幾週，會有許多志願者報名表。我們經常需

要幫助。我們第一次全校範圍的活動是萬聖節狂歡。新學年一開始，10 月份馬上來臨。 

● 參加！踴躍參加 Alamo 活動。除了夏季幼兒園的玩耍日和萬聖節狂歡之外，我們還有年度串字馬拉鬆游

戲、科技展覽會、抽獎活動和拍賣會。新學年開始，我們通常在金門公園舉行全校範圍的野餐郊游。 

● 成為教室的家長志願者。每位老師將在新學年開始時為自己的學生提供各種細節。 

● 在教室中提供幫助。我們一直需要志願者！！ 

● 如果您沒有時間，那麼請在今年多項籌款的時候慷慨解囊吧！ 

有其他問題時我可以聯繫誰？ 

在新生家長情況介紹之夜上，可要求安排與即將有升一年級學生的家長成為幼稚園夥伴。幼稚園夥伴的目

的是回答您的任何問題並幫助您更快的適應。請訪問我們的網站，感受一下我們學校、瞭解更多信息並找

到對常見問題的回答。Alamo 的谷歌群組是您的朋友，是認識其他學生家長和閱讀存檔問題的好方法。我

們優秀的學校秘書，Shellie Wiener，上班時間為上午 8：00 至下午 4：00。如果您在以上的途徑找不到問

題的答案，諮詢她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http://www.friendsofalam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