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DCAT PRIDE
Wilson Elementary School
626-287-04978 www.wilson.sgusd.k12.ca.us

By: Kimberly Hua
Wilson 學校的使命是，與我們的家長和社區合作，以促進未來的成功透過培育負責任的公民和
批判的思想家。我們鼓勵學習的樂趣，透過提供一個振興，刺激和挑戰性的學習環境。我們的
全面孩子發展方向展學生的自我價值和作個人的橋樑，突破文化和學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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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7 Wilson PTA 假日晚餐
12/13 Wilson PTA 會議 @ 6:30 pm
12/15 假日節目 (PK-2nd) @ 9 am 和 6:30 pm
12/19 5th Grade 薑餅屋@ 9 am
12/22 5th Grade 大食會
12/26-12/31/16 寒假
1月
1/1/17-1/6/17 寒假
1/10 PTA 會議
1/16 假期– 馬丁·路德·金生日
1/18 餐廳夜
1/25 BINGO 之夜
1/26 Spirit 頒獎
1/27 職員進修日 - 學生不用上課

Wilson的交通流量和安全
在到達和放學時間，司機經常匆忙和分
心，這可能導致學生，行人，騎自行車和
其他司機不安全的條件。 非常重要的
是，在學校和附近學校開車的父母和照顧
者通過遵守我們的學校手冊中所涵蓋的交
通規則，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安全。

基本上，3個最重要的事情讓司機知道：


總是向前推進。



沒有手機的使用; 免提電話使用強烈不鼓勵。



有限停車場（請不要在下午3:00之前停放在
工作人員的停車場和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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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Wilson Office Staff
Juan Medina, 管理員
Jeannine McGuigan, 校長
Jane No, 辦工室經理
Valerie Main, LVN 健康助理

校長信息
Wilson家庭 ,
從生日派對到節日慶祝活動，在小學有許多慶祝活動。 傳統上，包括各
種各樣的食物款待。 但提供這麼多的食物可以有助於不健康的飲食習
慣。 為了將學校各方的焦點從不健康的食物轉移到健康的樂趣，今年將
在聖蓋博的所有學校實施一項新的地區健康政策。 以下更改將適用於學
校：
* 每個教室每年只允許有三次有食物和熱量飲料的派對。 有食物的派對
必須在午餐後。 沒有食物的派對沒有次數的限制。 用於教學目的的食
物（例如本月收穫或其他課程）不受限制。
* 每個老師會定什麼時候三個慶祝派對。 雖然沒有關於食物的準則，但
是鼓勵健康食物。 為了減少食物中毒和過敏風險，建議避免在家為教室
派對準備食物和飲料。
* 學生生日將繼續在教室裡沒有食物的情況下慶祝。 每位教師將在
父母信息之夜討論如何識別學生的生日（特別冠，自由選擇時間等）。

我們將不再能接受個人生日帶來的任何食物。

Jeannine McGuigan Jill Soto
校長 代校長
Mcguigan_j@sgusd.k12.c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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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主席和副主席的信息

PTA 快訊!

親愛的野貓隊家庭,
Please Volunteer!
最近經歷了一些變化。 我,Christina Guillermo，我很高興
地宣布，我將擔任新的PTA主席。 我的女兒，Amilie，目
前在三年級。 我是一個職業護士。 我堅信志願服務是威
爾遜PTA如此強大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希望家庭通過以任
何方式幫助我們的學校來維護這個傳統。 人多力量大。
慷慨地轉型為新的執行副主席。 她在威爾遜有一個幼兒
園和三年級學生。 在過去三年半的時間裡，她一直是拍
賣團隊的一員，一個班房代表和志願者協調員。 她期待
與Wilson PTA家庭和員工合作，繼續為每個人提供積極的
PTA體驗。
我要感謝我們驚人的PTA委員會
。 他們繼續超越期望，不懈地協調和資助在威爾遜的活
動。 我真誠地感謝他們的貢獻，使威爾遜這樣一個偉大
的學校。 感謝PTA團隊為您做的所有！
請幫助我們使這成為一個成功和繁榮的一年，通過志願你
的時間和努力為即將到來的活動。 我鼓勵你加入並支持
我們精彩的PTA。 Connie和我期待在這個學年為我們的孩
子和我們的社區服務。
祝 Wildcats 假日快樂!!!

人多力量大
* 我們需要志願者參加所有活動。
即使是1小時，我們將非常感謝
任何幫助。
如有興趣，請聯繫
Melinda Chan and Connie Lam,
志願者協調員, @
volunteer.wilsonpta@gmail.com
Thank you.

PTA 會員報告
2016年11月1日
活動目標$5,000.00
YTD $5,880.57
% 達117.61%
共募集 $6,162.57
($1,162.57 超出目標)
恭喜以下教室
得到最多的PTA會員!!

GET PAWED!
提醒全部到訪者
以任何理由參觀 Wilson 校園，甚至是快速到
Christina Guillermo, PTA 主席

訪，所有訪客均需要登記和登出辦公室。這是

Connie Lam, 執行副主席

跟從消防 Marshall 的要求，以保持在緊急情況下

Jae Baik, 財務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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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bu 旅行
Wilson 2016-2017户外科學旅行

營火夜

探索海岸線

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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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跑馬拉松
我們的年度Jog-a-Thon是威爾遜最
大的籌款人之一。
家人，朋友和鄰居承諾錢支持
學生在慢跑或步行在Jog-A-Thon，
這是發生在正常上課日。

APEX Fun Run
無憂無慮，動感十足的程序
生建立品格和領導技能
我們Jogathon主席（Dan Diep）消息：
我們預計將籌集12,000美元。 這比過去4年多
了50％。 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感謝所有志願者的辛勤和奉獻。 感謝所有的
家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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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F支持我們學校的藝術！

Check out Ms. Jo Laurista’s projects on
www.donorschoose.org/missjo

Ms. Laurista女士的消息：
跟許多特殊教育教師一樣，我開始教學
是因為與有特殊需要的人（和後來，許
多人）的個人連接。 多年的教學，我
發現我被自閉症和早期學習所吸引。

SEF繼續為我們的學生提供音樂和藝術支持。 在柯
立芝，麥金萊，羅斯福，華盛頓和威爾遜小學的教
師，工作人員和學生在十月和十一月期間享受美妙
的音樂和舞蹈表演。 與音樂中心合作，確定不同類
型的表演者，SEF很榮幸為所有5所小學提供2100多
名TK-5年級學生所需的資金。
此外，今年SEF贊助作者係列，讓孩子們感興奮。
在11月，麥金萊的TK-3年級學生，
羅斯福，華盛頓和威爾遜已經享有作者訪問。 本地
作家Lynn Snowden寫了一篇關於帕薩迪納居民和她
美妙的南瓜花園的“Maezie的南瓜補丁”。 孩子們喜
歡她的閱讀演示，並做了摺紙紀念品帶回家。 SEF
購買了Ms. Snowden的一本書，並把它的副本捐給
了每所K-3年級的教室和所有4所學校的圖書館。 計
劃為春季為第四和第五年級學生，柯立芝和JMS的
K-3年級學生做額外的作者訪問。

所以，真的是一個榮譽，我有機會結合
這兩份熱忱在我目前的工作。 我最喜
歡的自閉症領域之一是已經做了（還沒
有做）有效為自閉症兒童學習和自我管
理所提供的研究。 有這麼多！ 我的目
標是為我的學生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以
達成功，我非常感謝DonorsChoose社
區支持這個目標和我的教室！

保存日期!
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
"爵士之夜在希爾頓” - $ 30 pp - 有限數
量的門票。 SEF網站上查閱詳細信息！

加入SEF並做出改變!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以致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工
作，為學生，教師和我們的學校，支持他們的
需要。 你的善意和慷慨將支持豐富的節目，如音樂
和舞蹈大會和作家訪問並向他們提供在高中時的學
校圖書館訪問和大學和職業諮詢計劃，Naviance。
您的捐贈任何金額將有助於我們達到我們的年終目
標。 我們都可以改變我們學生的生活。 請到
訪我們的網站：https://seffor8schools.org/
donations，於今天作免稅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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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遊行

最多PTA會員的教室

Mrs. Slater and Mr. Polifroni’s 最多PTA會員的教室
恭喜!
感謝家長，您對PTA，117％會員資格的支持。

Pizza 派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