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9， 2022 

 

亲爱的西西尔万家庭， 

 

随着12月最后几周的结束，我们继续感谢我们所有的家庭以及您对我们学校团队支持您的学者的信任。 第二

季度已经过半。 与学者的学术进展保持联系的最佳方式是查看 Canvas，如果有问题，请与教育工作者沟通

。  

 

周四晚上，我们的WSMS合唱团和乐队音乐家几年来第一次正式有机会在我们的校园里为现场观众表演！ 我

们感谢所有学者的精彩表演，我们特别感谢乐队总监Denley Arce和合唱团总监Lindsey Wildman。周四，我

们有一个拥挤的房子来展示人才！ 如果您不能参加，请在这里欣赏演出！ 

 

周五，我们为所有学者推出了第一天的俱乐部。 为了让我们的学者有更多机会通过共同的兴趣相互联系，每

位教育工作者、辅导员、管理员和一些志愿者都在一天结束时的咨询课期间举办了俱乐部。 我们的目标是在

每个月的星期五投入时间，继续这个联系的机会，在学者之间建立和促进新的联系。 我们想给初中带来一些

乐趣！ 

 

我们的 Eighth Graders 周五也去了林肯高中！ 他们都有机会参观改造后的校园，并瞥见未来。 我们很感激

LHS主办了这次活动，并为我们的学者计划了一个有趣的上午访问和集会。   

https://youtu.be/pCxAI5eVi08


 
 

欣赏？ 

如果您想与任何工作人员分享一份感谢信，请 在这里分享。 

 

WSMS 2022-2023 年鉴订单： 

每年，我们的年鉴班都会与教育家吉利先生一起制作学校年鉴。 转到 yearbookordercenter.com，然后输入

代码 6339 以订购 2022-23 年鉴。年鉴的所有销售都将  通过外部公司直接预订，并且在学年结束时无法通过

学校购买。不要错过为您的学者获得此纪念品的机会！ 在这里查看最新的年鉴课程视频！ 

 

节日礼物开车时间！ 

现在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节日礼品卡活动的时候了。捐款直接捐给有需要的西西尔万家庭。要虚拟购买礼品卡

，请单击下面的链接。电子邮件和打印卡片可以发送给阿尔梅达先生，ralmeida@pps.net。 寄出的卡片可以

直接送到咨询办公室。请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上您的 Student 和他们的 Advisory T每个名字。 

单击此处以虚拟方式订购礼品卡 

https://forms.gle/sUJPdth3QTFYKAB37
https://www.yearbookordercenter.com/
https://www.amazon.com/hz/wishlist/ls/32SJ63VOWCTHT?ref_=wl_share


实体礼品卡或现金可以交给学生的辅导员，也可以在总部或他们的咨询老师那里投递。 如有任何问题，请发

送电子邮件给阿尔梅达先生  ralmeida@pps.net。 实体礼品卡创意：塔吉特、弗雷德迈耶、沃尔玛、西夫韦

、新季、星巴克、百思买 

 

西西尔万冬季温暖驱动器的最后一次呼吁 WSMS 道德课的公告： 

我们有关于冬季温暖驱动器比赛的最新消息！ 六年级和七年级各  以158分并列第一！第八名G拉德以79分排

名第三。  

 

● 六年级学生正在捐赠新袜子 

● 七年级学生正在捐赠类似新的或新的保暖帽或围巾 

● 八年级学生正在捐赠像新的或新的手套或手套。 

 

这项全校范围的比赛将支持救世军西部妇女和儿童庇护所，为与家庭暴力作斗争的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以

及波特兰公立学校服装衣橱，帮助有需要的学生。 捐款将继续收集到下周。 感谢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经营一个俱乐部！ 家庭志愿者在周五经营俱乐部！ 

我们正在寻找 PPS 批准的志愿者，以帮助在周五的咨询期间与学生一起经营俱乐部。如果您有兴趣在周五志

愿经营俱乐部， 请在此处填写表格。  

 

通过 ParentVue 标记出勤情况 

家庭现在可以直接在ParentVUE中记录学生的未来缺勤情况，而无需联系总部。请记住，如果学生将缺席多

天，则由学生和/或家长/监护人与每位老师沟通缺勤情况，并为缺课和作业制定计划。  

 

如果您的学生将全天缺席： 

登录ParentVUE网站或下载并打开电话应用程序。无论哪种情况，请查找学生照片右侧的“

报告缺勤”按钮。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和原因。请记住单击保存，您应该

会收到弹出确认。 

 

如果您的学生因部分日缺勤： 

向 westsylvanoffice@pps.net 发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日期、时间和原因。 

 

没有互联网接入？拨打西西尔万的主线 503-916-5690 并选择出勤选项。 

 

家庭活动： 

如果有人在这个假期寻找有趣的家庭活动， 波特兰潘托球员 将于 12 月 10 日至 18 日在艾伯塔省修道院剧院

表演彼得潘 - 音乐潘托。 

mailto:ralmeida@pps.ne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Dj5zszGiSbChiBeNk9KBW5OL_2zdSc1/view?usp=sharing


 

目前的西西尔万8th Grader，Lily Mather和West Sylvan Alum，Noah Clark，都是波特兰Panto球员的一

部分。Panto是英国的节日传统，在英国非常受欢迎，有很多流行歌曲，观众互动和一些成年人的“眨眼笑话”

。 

 

这将是他们的第四场演出，它们正迅速成为波特兰观众的新节日传统，几乎所有的演出都售罄。 门票和更多

信息可在 Portlandpantoplayers.com 

 

西西尔万的家人和朋友可以使用促销代码 “WestSylvan” 获得每张票3美元的折扣。 

希望在展会上见到你！  

 

巴士对成功的期望：  

由于校车上的不当行为，几名校车司机正在为学者提交推荐。 往返校园的巴士被认为是上学日的

一部分，所有PPS行为和纪律政策都适用于在校车上的这段时间。   

 

如果学者收到校车推荐并在校车上制造不安全的环境，他们可能会被暂停乘坐校车。 如果不能遵

守公共汽车规则，家庭将不得不运送学者。 虽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上学的交通选择，但乘车体

验必须对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如果公共汽车安全受到损害，将联系家庭，以讨论其个人学者的后

续步骤。   每辆公共汽车上都有摄像机，我们要求视频来调查不当行为，以便学者和家庭可以参

与纠正问题。 

 

学校志愿者： 

我们感谢所有在我们的总部，图书馆做志愿者的家庭成员，并在学校午餐时间和课间休息时间加入我们，以

帮助监督！ 校园周围的额外成年人确实有助于这些繁忙的空间和上学日最繁忙的时间！ 如果您已经是经批准

的 PPS 志愿者，欢迎您在日程安排允许的情况下在一周中的任何一天来到校园，我们会找到您可以在校园内

提供帮助的方法！ 上午11：15至下午1：30和下午2：30至下午3：45期间最需要午餐休息帮助和办公室协助

！ 注册成为志愿者！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特别是在午餐期间或下午在总部）！ 

 

 

  

https://forms.gle/qfyf9Fcioua2PFrK6


学生支持 

六年级：   辅导员： 瑞奇·阿尔梅达 [ralmeida@pps.net] 

 管理员： 吉尔·亨特 [jihunt@pps.net]本·凯勒 [ 

 bkeller@pps.net] 

七年级：  辅导员： 坎迪斯·阿布尼 [kaabney@pps.net] 

 管理员： 本·凯勒 [bkeller@pps.net] 

八年级：   辅导员：丽贝卡·科恩 [rcohen@pps.net] 

 管理员： 吉尔·亨特 [jihunt@pps.net] 

 

中学项目和WSMS： 

我们12月的MYP学习者特质是“平衡的”。学者们在这个月里讨论和展示这种特质。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团队提

交了成为授权中学课程 （MYP） 中学的申请，我们正在等待今年冬天可能的授权访问的反馈！要了解有关

WSMS国际文凭MYP授权之旅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此网站。 

 
 

未来高中生的界限： 

如果您根据您目前的居住地不确定您的学者将就读哪所高中，请访问此网站并输入您的地址或此

处。 下面是一个网站，如果高中在您的正常社区边界之外，则适用于您的“选择”高中。 申请需要

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以考虑正常 PPS 社区边界以外的任何学校：

https://www.pps.net/schoolchoice。 申请有截止日期，因此，如果您要申请地址范围之外的高中

，请尽早申请。 

 

8年级家庭对本森H.S.感兴趣？ 

申请 2023-24 学年的本森彩票： 我们将在 11 月 15 日星期二至 12 月 16 日星期五接受本森的

申请。学生只需完成一份在线申请。在线申请将在注册网站上进行： 

https://www.pps.net/schoolchoice。 学生通常会在 1 月底/2 月初收到录取通知。我们将在 2 月

中旬左右为被录取的学生举办面对面和在线预测之夜。  

mailto:ralmeida@pps.net
mailto:jihunt@pps.net
mailto:bkeller@pps.net
mailto:kaabney@pps.net
mailto:bkeller@pps.net
mailto:rcohen@pps.net
mailto:jihunt@pps.net
https://sites.google.com/pps.net/west-sylvan-myp/
https://pdxschools.maps.arcgis.com/apps/webappviewer/index.html?id=8f30aa5173d64b16ae89f1348faa3a38
https://www.pps.net/Page/2379
https://www.pps.net/Page/2379
https://www.pps.net/school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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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安全问题： 

当确定需求时，我们会继续将学者转介给咨询和心理健康提供者。  SafeOregon 报告网站是报告

问题以便进行调查的另一种方式。 

 

携带已充电的Chromebook和充电器的提醒： 

我们额外的Chromebook供应非常有限，当我们的学者忘记家中的设备时，可以借出用于个别课

程。我们目前有很多Chromebook需要维修，并优先考虑这些学生对借阅者的需求。请提醒您的

学者每天将充电设备带到学校。 

 

 在这里访问我们的咨询角 

 

家庭联系和学者扩展活动的机会： 

 

● 注册成为志愿者！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特别是在午餐期间或下午在总部）！ 

 

一般问题：  

办公室电子邮件： westsylvanoffice@pps.net 

Jerda Solonche，行政助理： jsolonche@pps.net （员工，财务） 

Kirsten Crombie，行政助理： kcrombie@pps.net （学生，出勤，注册，退学） 

 

以下是一些正在准备的日历上的日期：  

★ 戏剧表演： 12月16日星期五在WSMS下体育馆舞台：入场捐款 

★ 寒假： 2023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至 1 月 2 日星期一（WSMS 办公室/学校关闭） 

★ 不上学： 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 第一学期末（第二季度）和最后一学期成绩提交：2023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 

★ 没有学校： 教育工作者规划日，2023 年 1 月 27 日星期五 

 

享受你的周末，去狼群！ 

 

吉尔和本 

 

https://www.safeoregon.com/report-a-tip/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jNuanwaFThcw4OjFB9wZTNeYHWplCI6c8sJrqGSyhM/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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