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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0：本期內容
•學校新聞（新）
•即將到來的⽇期（新）
•要了解的網站
•育兒更新（新）
•2020年秋季營養服務更新（新）
•Latina / o社區COVID-19測試活動，10⽉1⽇⾄3⽇（新）
•學⽣健康助理艾米·利伯（Amy Liber ）辦公時間（新）
•來⾃圖書館：是時候買書包了
•羅斯福學⽣健康中⼼開放健康服務
•MS成年⼈：以⾃⼰的觀察者⾝份加入學⽣的Canvas課程
•故事漫步
•諮詢資源
•反種族主義閱讀與資源（NEW）
•SES PTSA新聞（新）

學校新聞（新）
尊敬的Sunnyside社區：
我們希望你們互相照顧，在艱難中找到⼒量和平衡
次。
由於本學年的所有變化和新穎性，我們期待與您建立聯繫
回到學校的夜晚。請知道我們正在尋找與⽇期不衝突的⽇期和時間
其他學校和社區活動。我們將在不同的時間安排不同的年級⽔平
晚上，並希望使此虛擬活動有意義且有價值。我們將詳細發送給您
下⼀周內的信息。
謝謝，
艾⼒克斯和艾米

即將到來的⽇期（新）
在此處查看學校在線⽇曆。
9⽉27⽇⾄28⽇，星期⽇-星期⼀

贖罪⽇

9⽉30⽇，星期三，上午11點⾄下午2點電話辦公時間：503-916-6226
9⽉30⽇，星期三，6：30-8pm SES PTSA股東⼤會
10⽉7⽇，星期三，上午11點⾄下午2點
電話辦公時間：503-916-6226
10⽉9⽇，星期五
要知道的網站
• 地區COVID資源和信息

沒有學校[在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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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S家庭資源⾴⾯
• Sunnyside學校⾴⾯

育兒更新（新）
除了全市可⽤的社區兒童保育計劃之外，還有七個合作夥伴組織
在全⾯遠程學習期間，它將在11所PPS學校中提供許可的托兒服務。的
程序將從下週開始逐步實施：
•9⽉28⽇：海灘，克雷斯頓，國王，瑞格勒
•10⽉5⽇：海瑟斯特，詹姆斯·約翰，MLC，維斯塔爾，溫特⿊文
•10⽉12⽇：四旬期Irvington
要註冊兒童保育，請單擊下⾯的傳單。傳單上包含以下信息。
英文| ⻄班牙文| TiếngViệt | 中文| Русский | 索⾺爾
育兒計劃：
•接受5⾄12歲的兒童。
•每個學校最多招收30⾄40名學⽣。
•為有資格獲得國家補貼的家庭留出50％的位置。低利率持續⼀
如果補貼在2020年10⽉31⽇之前獲得批准，則為年份。此處提供州補貼申請。
•招收PPS學⽣和PPS員⼯的⼦女，無論哪個學童是
報名參加。
•遵循嚴格的許可準則，包括穩定的隊列，⾯部遮蓋物，⼿衛⽣，常規
清潔和衛⽣，⽗⺟在學校⼤樓外的接送服務。
SUN的現場經理，協調員和社區代理⼈經過培訓，可以為家庭提供⽀持。
無論是在PPS⼤樓中還是在社區中，都可以使⽤托兒服務。另外，育兒⼈員有
在遠程學習中接受了有關⽀持學⽣的培訓。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PPS育兒網站。
營養服務更新（2020年秋季）（新）
英文| ⻄班牙文| TiếngViệt | 中文| Русский | 索⾺⾥語
隨著2020-21學年的到來，我們很⾼興分享有關學校⽤餐的新聞。通過
我們與美國農業部的合作關係，我們將能夠提供學校
⽬前所有學⽣免費⽤餐。
在美國農業部宣布，它正在繼續⼀個程序，做出免費的早餐和午餐提供
夏天所有的孩⼦。對於波特蘭公立學校，這意味著我們將能夠提供七所
每週不僅為PPS學⽣，⽽且為所有1-18歲的波特蘭兒童提供幾天的⽤餐時間。
正如我們在8⽉宣布的那樣，我們已將餐點擴展到38所學校，供家庭挑選
在特定⽇期（下午3點⾄5點）補上⼀袋早餐和午餐
我們的常規⽤餐服務時間表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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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兩天的食物
•週三：2天的食物
•星期五：3天三餐
代餐地點的完整列表可在2020年秋季餐點網⾴上找到。家庭是
無論孩⼦是否上學，都歡迎您到任何學校⽤餐。
到達時無需註冊，註冊或提供學⽣證。所有站點都在外⾯，並且
我們要求您戴上⼝罩並在收餐時進⾏⾝體疏遠。
我們將繼續通知您有關⽤餐服務的任何更新或更改。欲了解更多信息或
⽀持，請致電503-916-3399與營養服務部⾨聯繫，或
Nutritionservices@pps.net 。

Latina / o社區COVID-19測試活動，10⽉1⽇⾄3⽇（新）
⻄班牙聯邦通訊社撰寫的COVID-19 de la comunidad
拉丁/拉丁2020年1⽉3⽇。拉丁裔美國⼈Trabajando enasociacióncon
網絡，俄勒岡州拉丁裔與家族家庭，俄勒岡州拉丁裔健康聯盟
de COVID-19⻄班牙裔美國⼈/拉美裔美國⼈/⾺爾特諾⾺德爾孔代多。
信息安全移⺠托多斯兒⼦獨立紀念⽇
保密和無⼈居住權訴訟。
我們很⾼興與您分享即將舉⾏的Latinx / Latino / a社區COVID-19測試活動
2020年10⽉1⽇⾄3⽇。與Legacy Health，Latino Network，El Programa合作
Hispano和俄勒岡州拉丁裔健康聯盟的Familias en Accion將在以下地點提供安全和免費的服務：
通過拉丁文/ o / a摩特諾瑪縣居⺠的COVID-19測試進⾏現場驅動。都歡迎
不論年齡或移⺠⾝份如何，所有信息將被保密，不會被
與移⺠官員或警察共享。
單擊此處了解更多信息。

學⽣健康助理艾米·利伯（Amy Liber ）辦公時間（新）
您好，Sunnyside社區，
隨著本學年的進展，我很⾼興地通知您，我將在Zoom辦公
從12-1到11⽉每個星期⼆，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時數。這是⼀個進入我的虛擬世界的機會
辦公室，問問題，打個招呼，打個招呼，或者只是在您的⽣活中呆些傻事。就像我的
即使在很短的時間內，我也很樂意看到您美麗的⾯孔並保持聯繫。它
是在午餐時間，所以隨時帶上您的食物-無需⼀個⼈單獨吃午餐！
絕對歡迎成⼈來聊天，聯繫，提問等（如果您需要的話）
更多時間或隱私，請讓我知道，我們可以設置⼀個單獨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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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勵新⽣和幼兒園的孩⼦們—我很⾼興⾒到我們最新的森尼賽德
⼈！我的電⼦郵件仍然可以聯繫到任何問題：aliber@mesd.k12.or.us。我希望看到
你們很快！
主題：SHA Amy Liber辦公時間

從12 pm-1pm的每個T，W，Th
加入Zoom Meeting
會議ID：977 8366 6529
密碼：368453

來⾃圖書館：是時候買書包了
現在是書包的時候了！⾙基和我⼀直在努⼒為每個⼈包裝書包
我們學校的學⽣，我們已經準備好開始閱讀Sunnyside！書包計劃。
從下週開始，我們將向學⽣推出書袋提貨⽇。每個學⽣都有資格
每週撿⼀個袋⼦！為了確保⼀切安全，請確保您堅持書包⽇，
在不使⽤書本時將書本存放在書包中，並且不要在書包中添加其他書本。
注意事項：
•根據⽬前的CDC信息書將被隔離96⼩時，然後再進⾏檢查，
必要時進⾏調整，清洗並再次發送。
•如果您丟失⼀本書，請告知我們，以便我們在外出書包前將新書添加到書包中
再次。遠程學習期間沒有罰款，但請盡⼀切努⼒退還您的
圖書。
•如果您有去年的圖書館書籍，請隨時隨⾝攜帶
或歸還書包時，會提供⼀個⽤於歸還的垃圾桶。
•如果您在接送時間內無法到達，請發送電⼦郵件⾄Gillian，郵箱為ggrimm@pps.net，
我們將找出⼀種⽅法來為您的孩⼦們買書！
書包時間表：
•9⽉21⽇，星期⼀：僅限幼兒園⾄2年級，姓⽒為AM的家庭
•9⽉25⽇，星期五：僅限幼兒園⾄2年級，姓⽒為NZ的家庭
•9⽉28⽇，星期⼀：僅3⽇⾄8⽇，姓⽒為AM的家庭
•10⽉2⽇，星期五：僅限3⽇⾄8⽇3-8⽇，姓⽒為NZ的家庭
•接下來的所有星期⼀：姓⽒為AM的家庭
•接下來的所有星期五：新⻄蘭姓⽒的家庭
所有接送⽇的時間為9：30-12和4-6。請來到圖書館遊樂場⾨
領取，請練習社交疏散。

羅斯福學⽣健康中⼼開放健康服務
今年秋天，當學校從事全⾯遠程學習時，PPS羅斯福學⽣
健康中⼼將從9⽉14⽇星期⼀開始開放，供您進⾏電話，視頻和現場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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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星期四上午8:45⾄下午4:45，星期五僅⽤於電話和視頻約會。致電503-9883909進⾏預約。
任何Multnomah縣的K-12青年都可以參觀該中⼼，⽽且沒有⾃付費⽤。我們也
可以將學⽣和他們的家⼈與社區資源聯繫起來，以獲取食物或提供醫療幫助
保險。
⼤衛·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和帕克羅斯（Parkrose）⾼中的學⽣健康中⼼也開放了。想要查詢更多的信息
請訪問https://multco.us/health/student-health-centers。通過Facebook和Instagram保持聯繫。
鏈接到多種語⾔的傳單：英語 | ⻄班牙語 | 中文 | Русский | 索⾺⾥語 | 廷維特

MS成⼈：將⾃⼰添加為學⽣畫布課程的觀察員
強烈建議中學⽣的成年⼈按照本指南進⾏補充
他們學⽣的畫布帳⼾。這樣⼀來，成年⼈可以輕鬆地學習所有學⽣的課程，
在Canvas中查看課程內容，作業，反饋和成績。

故事漫步
煙霧smoke繞後準備出去嗎？Sunnyside Story Walk是伸展您的完美⽅式
腿，讀點東⻄，玩得開⼼！我們的物語漫步精選⾺特·德拉佩納的美麗書
愛，每站都會顯⽰⼀個新⾴⾯！拿起智能⼿機，掃描地圖並找到建議的路線
並隨⾝閱讀或按照路標上的提⽰找到下⼀站！從Sunnyside開始
雞舍前的歡迎標誌！請記住要練習社交疏散並保持
意識到交通！祝您閱讀愉快！在此處下載地圖。
-阿嬌

諮詢資源
SES顧問Rebecca Johnson和Ashley Bevan希望共享以下資源。請⽤
如果您需要額外的⽀持，請執⾏以下操作：
•麗⾙卡的電⼦郵件：rjohnson10@pps.net
•阿什利的電⼦郵件：abevan@pps.net
• SES諮詢網站
•資源集中於影響俄勒岡州的野火：
• 俄勒岡州野火資源清單
• 由@GlowSaepharn在Twitter上整合和管理的信息
• 美國學校輔導員協會：⾃然災害和危機期間的救助孩⼦
• 野火破壞房屋救濟
• 臨時庇護所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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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種族主義閱讀與資源（NEW）
《名利場》（Vanity Fair）9⽉號《⼤火》（The Great Fire）是⼀個關於布雷娜·泰勒（Breonna Taylor），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活問題運動等等。由Ta-Nehisi Coates編輯，該期專題由
Kiese Laymon ， Jesmyn Ward ， Hank Willis Thomas ， Angela Davis ， Ava DuVernay 等。艾米
建議整個問題，特別是BLM抗議期間和之後的明尼阿波利斯街頭藝術，
詩⼈丹妮絲史密斯（Danez Smith）。

SES PTSA新聞（新）
•9⽉30⽇，星期三，6：30-8pm：PTSA⼤會
您好SES家⼈！
下週，9⽉30⽇，星期三，6：30-8 pm，我們將舉⾏第⼀屆⼤會
2020/21學年會員會議。我歡迎⼤家參加

會議，該會議將在Google Meet上進⾏：https : //meet.google.com/qci-jsfv-nxc。
PPS教育委員會第2區主任Michelle DePass將作簡要介紹，
回答有關2020年學校債券的問題，這應該非常有⽤！
我們還有其他⼀些⼤腿要遮蓋，但⼤多數情況下我們需要新的志願者！我們是
不得不與我們的⼀些籌款⼈⼀起發揮創造⼒並保持靈活性，並且會愛新⼈
協助！在我們的新網站sesptsa.org上列出了空缺職位，該網站由驚⼈的創建
志願者萊斯利·洛塔默（Leslie Lothamer）。謝謝你，萊斯利！
我期待著周三⾒！
PTSA代理主席Corby Watk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