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sevelt Newsletter
2017年9和10月

校長: Cheryl Labanaro Wilson

9月活動:

辦公室經理: Sonia Ulloa

5

PTA 會議，下午3點15

音樂熏陶協調員: Samantha Theisen

分，203室舉行

PTA 家長會主席: Casey Silvernail
(626)287-0512
www.roosevelt.sgusd.k12.ca.us

6-13

書展於圖書館

7

科學營，收集營費，

7

副校長: Darci Coppolo

8:00am ，於正門

校長信息

沒有MIE TK—K 2:10pm,

歡迎來到羅斯福小學2017-2018學年！ 我們獲獎的音樂浸入體驗（MIE）計劃已進入第三年，我們知

1st—3rd 2:25pm,

道您的孩子將於新一年有著新的體驗。 我們繼續鼓勵學努力進取，並遵循5個“As”行為準則。

有責任心的學生

4th—5th 3:00pm
8

問題解決者

VIP 家庭午餐

好的決策者和安全的學生

12:00 – 1:30pm
8

沒有MIE 所有學生

為了幫助你的學生在學校安全，我們要求你步

提早放學 1:30pm

行到學校時遵循所有的街道信號。 請使用Broadway和Frandsen

21

照相日

22

PTA 家庭電影之夜

6:00pm 學校餐廳
26

尊重的學生

SSC/ELAC 會議 3:15pm
203 室舉行

的行人橫道。 請遵守所有停車規則。
您只可在白色區域
上載和下載學生。聖蓋博停車執法人員會巡查羅斯福並給停車票。聖蓋博警務處也會使用照

片執法違法停車於在Walnut Grove和校園內。 這包括兩個車道出口之間的不 能
左轉。

10月活動:
2-6

家長教師會議

2

沒有MIE-所有學生
提早放學 1:30pm

3

沒有MIE-所有學生
提早放學 1:30pm

4

沒有MIE-所有學生
提早放學 1:30pm

5

沒有MIE-所有學生
提早放學 1:30pm

6

學生不用上學

10

PTA 會議3:15pm in
203室舉行

17

SSC/ELAC 校務委員會會
議 3:15—4:15pm 203課室

23-31

紅絲帶週

30

教職員發展日—學生不
用上學

31

萬聖節遊行9:00Quad/籃
球場區

請星期五上午參加我們每週的會議。

每月學生
老師選擇兩名表現出這個月性格特徵的學生

發現有好行為
學生被發現有好行為時將給予票

營養與安全
在我們的食物和安全中做出明智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

每月好書
In September, we are reading We Live Here Too! by Nancy Loewhn, to learn about the character
traits Good Citizenship9月份，我們會
閱讀由 Nancy Loewhn 註寫的We Live Here Too! 學習良好的公民身份性格特質
10月份，我們將看到維拉·威廉姆斯（Vera B. Williams）的“給

母親的椅子，促進責任

副校長信息
出勤率: 幫助孩子在學業上取得成功
為了幫助你的孩子在學校中取得成功，父母必須幫助孩子早日建立良好的出勤習慣。 從過渡幼稚園開始，
過多的缺席可能會導致兒童墮後。 這些習慣從小就開始，影響他們在學校的整體表現。 請確保您的小孩開
始定期的早晨習慣於早上8點25前到達學校。 第二個鐘聲在上午8時30分響起，課程將準時開始。 請注意在
Walnut Grove 和周圍街道上的交通。 使提前15分鐘為目標，您將確保您的孩子不遲到。
家長講習班
我們很高興地宣布羅斯福家長教育研討會的計劃。 請於星期四加入我們，並藉此機會參與你孩子的教育。
建立家庭閱讀課程並學習早期閱讀技能是我們將介紹的幾個主題。 家長教育傳單將在星期四的文件夾中送
回家。 當你收到這些傳單，簽字並將他們交給你的老師。 我們希望見到大家！
感謝您的支持!
Mrs. Coppolo

羅斯福的PTA的消息
歡迎來到2017-18學年！ 我們有很多令人震奮的機會，使我們的學生有驚人的一年。 我們的目
標是共同努力，籌集必要的資金，創造特別的經驗。

這些包括實地考察和集會，擴闊了我們

孩子的教育。 我們也有機會計劃讓更多有趣和愉快的難忘活動。 沒有你，我們不能做任何事
情！ 團隊需要共同努力才能使這些事件成為現實。 讓孩子成為我們團隊的優先！ 請於9月7日
下午5點參加家長資訊夜及10月10日下午3點15分開始PTA會議。
我們希望見到你們！ 即使不能參加會議，請告知我們，如果您願意在我們的活動中當
義工或幫忙售賣助羅斯福精神衣服。 請給我們寫一個字條，並將其放在辦公室的PTA郵箱中。

PTA會員資格從每家庭$ 10.00開始，但我們也接受捐款。 成為會員的所有家庭將參加抽
獎，有機會獲得可折疊的貨車和有趣的家庭用品。 會員資格截止日期為9月15日。
謝謝！
Casey Silvernail
PTA 主席

羅斯福小學音樂熏陶體驗課程
歡迎回來！羅斯福小學MIE課程的使命是提升和保護學校文化如憐憫，尊重，責任感和習慣高成就的目標
。
通過高質量，全面的音樂教育，為所有學生，每一天，全面的音樂教育，實現我們的使命我們期待另一個偉大的
一年。
我們今年有兩個新的選修課，Mariachi樂團和鼓樂隊。兩門選修課均為4年級和5年級學生而設。Mariachi的
學生將演奏銅管樂器，小提琴，吉他，vihuelas，吉他，並將學習從墨西哥唱歌和跳舞這個美麗和傳統的藝術形式
。 鼓樂隊的學生將學習基本的初步打鼓，以行軍樂隊風格為模特，旨在表演和娛樂。

我們很高興為我們的團隊歡迎兩位新成員工：
Ms. Paulina Nunez, and Ms. Erika Salas!
Ms. Paulina Nunez
將成為Mariachi樂團骨幹教

Ms.Erika Salas，一位具有豐富

師。她是 專業的表現

教學和表演經驗的專業小提琴手

歌手，並連續多年vihuela的

，將與我們的第一，四，五年級

經驗，她很高興能為我們

小提琴手和新的Mariachi樂隊合

新的選修課選任的願景。

作。
即將到來的日期:
10月13日- 5 年級實地考察 Music Man 於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12月（TBA） - 3年級實地考察 Nutcracker 於San Gabriel Mission Playhouse
12月19日和20日 - MIE冬季音樂會

恭喜

抽獎贏家

Nutrition Guidelines

所有SG USD 的小學都遵循新的州和聯邦營養指南 。

所有學校的早餐 ，午餐和小吃都遵循這些準則。

關鍵是服用份量和限制脂肪，糖和鈉。

這對你和你的孩子意味著什麼？
SGUSD小學已經在學校結束了所有的生日慶祝聚會。 請不要把紙杯蛋糕或比薩餅帶到學校。
我們仍然會慶祝你的孩子，但沒有食物。 教室每年限制為3人。 這將由老師決定。
學生不要把薯條，糖果或不健康的零食帶到學校。 Gatorade和其他含糖飲品
是不允許的。 請為您的孩子提供一瓶水，否則可能會使用我們的噴泉。
到訪 www.healthiergeneration.org/smartsnacks
使用智能小吃產品計算器3步驟來幫助確定您的小吃是否是健康的學校選擇。

羅斯福學生花園
Help us grow 幫助我們的花園成長！
由於我們的聖蓋 博童子軍，Nicholas Correnti，我們今年的花園面積將會增長。 作為他的飛鷹項目的
一部分，他將擴大我們的花園，增加9個新的花園床。 我們期待著Nicholas幫助我們花園成長。
在Nicholas的飛鷹項目獲得批准之前，我們需要您的幫助。 我們需要父母，願意幫助除雜草，增加土壤，為我們改
變土壤。 如果您有興趣幫助，請讓3號Mrs. Martinez 知道。

我們也需要父母加入我們的花園與健康委員會。 更多信息將在星期四文件夾中發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