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0， 2022 

 

亲爱的西西尔万家庭，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享受退伍军人节周末。 感谢所有服役的退伍军人！ 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季度的

时间表调整。 本季度在一月底结束，届时将发布最终成绩。 第一季度的成绩单已经寄出。  

 

WSMS在本学年再次作为合作伙伴参与麻雀项目，我们的学校社区有机会为有健康状况的幼儿提供

社区服务。 我们的麻雀将在下周通过PowerPoint介绍，并在下周五早上通过整个学校的集会介绍。 

鉴于幼儿确实面临健康挑战，如果您希望您的学者选择退出集会，我们希望家庭提前获得此信息。 

如果您对您的学者参加有疑虑，请联系您的学校辅导员。 我们将在图书馆中为可能被本大会触发的

任何人提供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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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虚拟会议： 

秋季会议在 11 月 21 日和 22 日星期一/星期二举行。 教育工作者已向家庭发送链接以注册虚拟会议。 

这些会议对于家庭来说是可选的。 如果您的学者在学业上表现良好，您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与各种教

育工作者会面。 教育工作者将优先考虑与需要额外学术支持的学者的家庭会面，然后在这些注册完

成后安排其他会议。 如果您有兴趣，已发送来自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电子邮件进行注册。  

 

TAG（有才华和天赋）识别： 

https://www.sparrowclubs.or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KOhKmnLFhZb7iRQCMZaGu6MENGVDVJmE19TqFAxxSNc/edit?usp=sharing
https://forms.gle/sUJPdth3QTFYKAB37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TAG链接已浓缩为一种形式！如果您有兴趣为您的孩子探索 TAG，请单击此处

并在  11/29/22 之前填写表格。确保下拉到父选项。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TAG协调

员Holly Graham hgraham@pps.net。 您也可以在此处访问WSMS TAG网站。 

 

冬季天气服装： 

随着天气的变化，请在下雨的日子里帮助您的学者将保暖的衣服和夹克带到学校。 通常学者仍然想

在雨中在户外玩耍，我们希望他们有保暖的衣服。 我们的WSMS基金会也正在启动一个WSMS服装

衣橱。 如果您的学者需要访问衣橱，他们可以向他们的顾问咨询物品。 我们还接受捐赠，用于少量

使用或新的衣服，这些物品可以填满WSMS衣橱。 

 

西西尔万冬季温暖驱动器 WSMS 道德课的公告： 

梅兰妮女士道德课的学者自豪地宣布，从 11 月 29 日开始到 12 月 16 日，我们将组织一场名为西 

西尔万冬季温暖活动的冬季服装活动！  

 

六年级学生将捐赠新袜子，七年级学生将捐赠保暖帽子或围巾，八年级学生将捐赠手套或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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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袜子应该是新的，但手套/手套、保暖帽和围巾可以轻微使用（意味着干净和完整）。 欢迎从婴儿到

成人的所有尺寸！  

 

感谢您与您的学者合作，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虚拟学者或其他中学感兴趣？ 

虽然我们希望WSMS仍然是我们的学者在中年级就读的学校，但有时由于家庭需求和交通需求，家

庭可能希望考虑其他选择。 其他选择，例如虚拟学者或其他学校网站，可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满足

家庭需求。 如果您正在寻找选择， 该网站在这里。家庭可以提交“困难转移”以申请另一个学校网站

。 虚拟学者的申请目前也可用。 

 

经营一个俱乐部！ 家庭志愿者在周五经营俱乐部！ 

https://app.smartsheet.com/b/form/b428363662b84b6e89f5d92f090d13c3
https://app.smartsheet.com/b/form/b428363662b84b6e89f5d92f090d13c3
mailto:hgraham@pps.net
https://www.pps.net/Page/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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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五下午 3：15 至下午 3：45 志愿经营俱乐部， 请在此处填写表格。  

 

通过ParentVue标记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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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MS 2022-2023 年鉴订单： 

每年，由教育家吉利先生领导的年鉴班都会创建WSMS学校年鉴。 信息在这里订购 2022-23 年鉴，

作为您的学者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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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提前订购！  

 

家长VUE年度验证： 

要求家长/监护人每年审查和更新学生存档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ParentVUE应用程序在线查看

，编辑和提交。 

通过 ParentVUE 提交在线年度验证的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28 日。 

自 10 月 29日起，家长/监护人需要完成在线验证才能访问 ParentVUE。  如果家长/监护人尚未提交

在线年度验证，或未完成纸质注册过程，则登录ParentVUE时将看到以下消息： 

o   必须完成年度验证过程才能继续 

o 这是   登录ParentVUE的硬性停止。 唯一的选项是单击“ 开始年度验证 ”或注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Dj5zszGiSbChiBeNk9KBW5OL_2zdSc1/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fSd4hxvBPNQ


 

如果您无法在线完成年度验证，或者您对使用移动ParentVUE应用程序有疑问，请联系学校办公室

。 

 

美国手语早间俱乐部： 

我们的ASL俱乐部每周上午8：30在图书馆开会一次。学者们正在参加由林肯高中ASL高年级学生经

营的虚拟俱乐部。 LHS学生将通过GoogleMeet与WSMS学生会面，教授和练习基本的ASL项目，例

如学习字母表和一些简单的符号。 ASL是LHS提供的语言之一，因此这个俱乐部可以很好地介绍一

些基本的ASL学习，为LHS的未来课程做准备。  带有日期的海报在这里。  监督学生经营俱乐部的

老师是LHS教育家Ben Ma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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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最近在文学界的八年级班级中提供帮助！ 我们也衷心感谢所有在我们的总部

、图书馆做志愿者的家庭成员，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学校午餐和课间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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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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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google.com/file/d/1c9VzbMKndXYgaaxRGB7jSX1UomJqe--H/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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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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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项目和WSMS： 

我们十月的MYP学习者特质是“有原则的”。学者们在这个月里讨论和展示这种特质。 我们的教育工

作者团队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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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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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ites.google.com/pps.net/west-sylvan-myp/
https://pdxschools.maps.arcgis.com/apps/webappviewer/index.html?id=8f30aa5173d64b16ae89f1348faa3a38
https://pdxschools.maps.arcgis.com/apps/webappviewer/index.html?id=8f30aa5173d64b16ae89f1348faa3a38
https://www.pps.net/Page/2379
https://www.pps.net/schoolchoice
https://www.pps.net/schoolchoice
https://www.safeoregon.com/report-a-tip/


当我们的学者把他们的设备忘在家里时，我们有非常少量的额外Chromebook可以借出。 

请提醒您的学者每天 将充电设备带到学校， 以便他们可以使用它来访问MAP测试并保持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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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退伍军人节不上学：11月11日星期五 

★ 没有学者学校： 与 教育工作者的可选虚拟家庭秋季会议 - 11 月 21 日至 22 日星期一至星期

二 

★ 学者秋季假期： 11月21日至25日，周一至周五 

★ 8年级访问LHS： 12月9日星期五  

 

享受你更长的周末，去狼群！ 

 

吉尔和本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jNuanwaFThcw4OjFB9wZTNeYHWplCI6c8sJrqGSyhM/edit?usp=sharing
https://forms.gle/qfyf9Fcioua2PFrK6
mailto:jsolonche@pps.net
mailto:kcrombie@pps.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