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st Portal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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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歡迎手冊 

 

 
 

地址：5 Lenox Way 

San Francisco, CA 94127  

電話: (415) 759-2846 

電郵：sch876@sfusd.edu 
 
 

 

歡迎來到West Portal小學！我們希望您的家庭在這裡感到賓至如歸。通過

這本小冊子，您將了解到令我校如此特別的教育課程和社區活動。請加入

我們，在整個學年裡為我們的學生、教師和職員提供支援。 

 

網址：westportalschool.com

mailto:sch876@sfusd.edu




我們相信： 

所有學生將能學習並取得成功; 

成功孕育著成功; 

學校控制學校環境中取得成功之條件;和 

所有持份者之間的合作對學生的成功至關重要。 

 

 
 
 
 

 

West Portal小學的主要目的是學習。我們的學生、教職員和家

長一起行動，共同創建一個鼓勵孩子學習的學校環境。從幼

稚園開始，我校學生就要學習如何善待和尊重自己的社區成

員。我校歷史悠久，傳統卓越，一直以來致力於服務每一名

修讀普通教育課程和粵語沉浸式課程的學生，在推行融合性

教育和優秀教育工作表現方面曾贏得本地和國家“楷模學校

”稱號。總之，我們全校上下，眾志成城，將繼續幫助我校

保持優秀和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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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知道？ 

有關West Portal小學的有趣資料 
 

 
擁有596名學生，我校是三藩市聯合校區第四大K-5（幼稚園-五年級）小

學。在2014年，我們榮獲了“加州傑出學校”的稱號。 

 

我們的校長，Will Lucey先生，在2013年也獲得“年度市長校長”的稱號。 

 

我校是第一所在美國設立雙向粵語沉浸式課程（CIP）的學校，並成為了

校區許多其他學校的典範。我校約有2/3的學生修讀普通教育課程，剩下

的1/3則修讀CIP課程。我們的家長俱樂部為這兩種教育課程提供支援，以

促進一個一體化的學校社區。 

 

我們堅實的戶外教育場所和花園區域建立在一個舊的停車場上。早上上學

時，請記得來看看我們所養的雞！ 

 

我們每月會在1號操場進行集會，以告知社區的最新消息、表彰學生表現

、慶祝生日，和一起歌唱。 

 

由於家長和監護人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我們歡迎每一位人士參加我們的

家長俱樂部。家長俱樂部無需會費，您在孩子入讀我校的第一天開始就成

為了我們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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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爲什麽喜愛West Portal小學？ 
 

 
您很喜歡West Portal小學的一樣東西是什麽？  

“我所有的老師都把學習弄得很好玩。”〜Hayden，學生；“我們有一個偉

大的校長！”〜Kiera，學生 

“我能在小息時玩手球。”〜Mason，學生；“我喜歡小息，也喜歡我的老

師。”〜Daniel，學生 

“我最喜歡學習新的東西。”〜Elle，學生 

“我很喜歡West Portal小學，因為她有風趣的老師，和所有的額外課程，如

音樂、園藝，和體育！”〜Taye，學生 

“我很欣賞老師、家長和職員們把學校搞得很溫暖，學校雖然很大，但感

覺上好像很小。”〜~ Paige，家長 

“我們需要一個村莊來養大一個孩子。在West Portal小學，是家長、教師和

職員們共同合作來撫養和教育著我們的孩子。”~ Helen, 家長 

“我很歡喜看到我們的社區是在具支援性的家長、關愛的教職員，和出

色的校長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起來的”〜SooMee，家長 

 
 
您最喜歡我校幼稚園的哪部份？ “知覺肢體動作和學習閱讀。”

〜Hayden，學生；“結交新朋友。”〜Kieran，學生 

“我學會了閱讀。”〜Mason，學生 

“我喜歡學習，和與我的朋友一起玩。 〜Daniel，學生；“跟我

的朋友一起玩”〜Elle，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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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開學的第一天作準備 

2014年8月18日 
 

 
 
背包 
請為孩子提供一個背包。它需要足夠大以裝到每週的家庭作業文件夾、一

個午餐盒（若孩子需要每天帶飯上學），或一個午餐紙袋（孩子出外參觀

旅行時），每週一次的“星期四文件夾”（尺寸均為8.5“×11”），一本

圖書館的書，和額外的衣物。 

 

標記孩子的物品 
請在孩子的物品上標記孩子的姓名，包括水瓶、額外的衣服、背包和午餐盒

。失物認領箱將會放在主教學樓一樓女生廁所傍邊。若遺失物品，請經常檢

查這個失物認領箱;無人認領的物品將會被捐贈給慈善機構。 

 

著裝要求 

我校沒有校服。我們建議讓孩子穿著舒適和便於學習的服裝，和能在用磚石

鋪砌的操場上安全走動的實用鞋類。 

 

學校用品 
幼稚園學生無需帶學習用品到校。您孩子的老師將在九月的回校夜活動上

向您提供一份教室用品願望清單，若有需要，也會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再提

供一份願望清單。 

 

校巴時間表 

校區提供有限的往來我校的校巴服務，欲知有關現時校巴時間及車站的更

多資訊，請瀏覽網頁：http://www.westportalparentsclub.org/en/geninfo/school-bus-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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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分配 

教師的分配將在8月16日完成。所有幼稚園教師將會在16日參加幼稚園同

樂日活動，所以敬請前來參加此活動，以在開學之前認識其他新同學和您

孩子的老師。 

 

延長時間的托兒服務 

學校的上課時間是上午8:40，放學時間是下午2:30（幼稚園至三年級）（四

、五年級的放學時間是下午2:40）。請安排準時接走您的孩子。若果您有

興趣讓孩子接受課前或課後托兒服務，請參見第20頁。 

 

免疫證明文件 

請提交孩子的學校健康表格至前門校務處，上有兒科醫生的簽字。此表格

需在開學後的第一週內提交。我們已將表格發送給您，您也可上校區網頁

下載（網址：www.sfusd.edu，您只需搜索“immunization”便可找到），或

親臨我校前門校務處索取。 

 

緊急事故聯絡卡 

家長須在開學後的第一週內填妥緊急事故聯絡卡。請列出您授權的，和在

我們未能聯絡到您的時候能代表您和在日間可聯絡到的其他人士（至少兩

名）之電話號碼。同時也請列出所有獲授權接走您孩子的人士（18歲或以

上）之姓名。如果一年中這些信息有任何更改（新的電話號碼、醫療信息

等），請更新您孩子的緊急事故聯絡卡，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您孩子需

要持續服用處方藥物，請參見第7頁上的用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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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什麽回課室，和 

學年期間的注意事項 

 

 
帶什麽回校 

我校的常規是學生不能帶玩具、遊戲物品、帽子、太陽鏡、金錢，和個

人電子產品（包括手機）回校。在學校，您孩子的物品將受到保護，校

內不允許大聲吵鬧，和在校的時間將是學習的時間。在特殊情況下，教

師可能准許學生帶些少金錢，或用作展示-與-講述的物品回校。 

 

小食 

日常上課時間包括了上午的小食小息時間。請每天為孩子提供健康的小

食，需避免的小食包括薯片、含糖零食，或蘇打飲料。 

 

水 

請詢問孩子的老師孩子是否需帶一個水瓶在課堂上使用。我們的主教學樓

設有過濾飲水機。 

 

午餐 

食堂每天供應午餐；菜單每月發佈一次；午餐的價錢列於餐食申請表上

。午餐菜單包括每天兩種不同的主菜和至少一種蔬菜，以供學生選擇。

若對學校餐食有疑問，或想登記和支付餐費，請聯絡食堂人員Debby 

Ragan女士。您也可登上網頁mealpayplus.com支付餐費。 

 

您也可為孩子準備健康的午餐。 

 

每名學生都會獲發放一份校區的餐食申請表格。即使您認為自己不合資格

獲取免費/減價午餐，或根本不想孩子吃學校午餐，也請您填寫和交回該表

格。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表格;請在表上列出您所有就讀校區學校的孩子

之名字。您現在也可登上網頁：https://schoolmealapp.sfusd.edu下載此表格。

餐食申請表對West Portal小學極其重要，所以請務必在網上註冊，或將填

妥的打印本交回我校。 

 

https://schoolmealapp.sfusd.edu/


 

 

洗手間 

大部份的幼稚園課室（14號課室例外）都有洗手間。1至5年級的學生可與

同班同學一起，或憑通行證使用走廊的洗手間。 

 

個人物品存放 

我們的課室均提供物品存放區，並/或裝有掛鉤，以便每個學生可掛背包或外套

。額外（已標識）的衣服應放在孩子的背包裡。 

 

文具/玩具的捐贈 

我們一向歡迎家長捐贈一些合適、有教育意義的文具。請詢問孩子的教師，

以了解孩子的課室需要什麼。在回校夜時，你小孩的教師將提供一份希望得

到捐贈的詳細清單。 

 
與教師聯絡 

若希望在日間立即聯繫教師，請致電校務處：(415) 759-2846以轉接。你孩子

的教師也將提供其電郵地址，以便家長商討一些非緊急事宜。  

 

服藥 

無論你小孩需要暫時或長期服藥，你必須在校務處索取表格並填妥。若小孩需

在學校服用處方藥，你必須出示醫生簽署的指示。為安全起見，所有需在學校

服用的藥物必須存放在校務處。請於暑假開始前領回所有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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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o Expect in the Classroom and 

 
 

  午睡/小憩 

在每天的午餐後，本校的幼稚園學生都進行午睡/小憩。 

 

課程安排 

每個教師都有自己每天的課程安排；所有同年級的教師也會互相協調，以確

保其連貫性。每班的課程表都張貼在課室裡。教師也經常把班裡最近所學內

容公佈在簡訊裡，並讓小孩帶回家。 

 

功課 

從幼稚園開始，我們已開始安排功課，以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所安排的功課要求在每個星期五交給教師。我們建議學生每晚完成該週

的功課，而不是一次性把所有功課做完。 

 

每週進行的課外教育活動 

除了學習課室內的教育內容，在秋季學期裡，每班幼稚園將每週接受為期12週

的視覺藝術教學；在春季學期裡，他們將每週接受為期12週的花園及戶外科學

教學。在全年的教學期間，他們將每週接受音樂、圖書館、體育及知覺動作等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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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 

學校於早上8時40分準時開始上課。請準時抵校，並在適當的區域與同班同學

一起列隊。 

 

三藩市聯合校區之出勤政策 

在整個學年期間，你小孩總共可允許三次無故缺席。三次無故缺席後，校區

將發出曠課通知書；若隨後還有更多曠課，校區將發出更多的信件。為了避

免收到此類信件，請致電知會學校你小孩將缺席，並把請假條交回學校。有

效的（允准）缺課包括：生病、檢疫、看病、參加至親的喪禮、當陪審員。 

 

三藩市聯合校區新的遲到政策 

所有學生必須與他們的教師及同班同學一起抵達課室，否則被記遲到。新的

標準是：遲到（1-29分鐘以內）及遲到30+ （30分鐘以上）。現在，遲到也將

被記載在學生永久的曠課記錄裡。通行證：若學生在早上8時45分後抵達，他

們必須先前往教務處領取通行證，才可進入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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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貼士：在學年期間，如何幫助小孩學習成功 
 

 

準時上學。早上8時40分正，學校準時開始上課。 

晚上早點睡覺，這樣有助做到第1條。 

每晚朗讀給小孩聽！ 

 
吃早餐。給小孩預備一份健康的午餐，或幫小孩加入學校的午餐計劃。因為

午餐時間有限，請讓小孩在家練習開關飯盒，以確保他們在學校用午餐時可

以輕易地打開飯盒。請吩咐小孩先吃午餐，然後再與同學交談或玩耍。 

 

與小孩一起參加學校的晚間活動，如電影之夜、豐收節及南瓜園、閱讀馬拉松

（Read-a-Thon ）之開啟夜、藝術及音樂之夜、學校開放之夜，以及春季音樂節

。 

 

參加回校夜，以了解小孩的課堂情況；參與義工活動，如幫助校外參觀活動

、知覺活動班，及/或花園日。 

 

在交功課前，與小孩一起檢閱功課。小孩應該養成完成功課並把它交回學校的

責任心。你的責任是：為小孩提供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為小孩定下做功課的

時間；若小孩遇到難題，給予幫助。若你注意到小孩有困難完成功課，請與小

孩的教師溝通。 

 

在回校夜及家長見教師週期間，抽出時間與小孩的教師面談。 

 

參加我們的家長會，以了解家長如何支援自己的孩子。我們逢每月的第一個星

期四召開此會議。屆時提供托兒服務。同時，請支持我們的三個年度籌款活動

：閱讀馬拉松（Read-A-Thon）、春季拍賣會，以及教育基金直接認捐。所籌

款項將支付一些重要計劃，其中包括知覺動作技能教育、音樂課和合唱團、戶

外科學及園藝計劃、圖書館職員，以及一個經驗豐富、全職的學生支援輔導員

；還有中國表演藝術計劃、春季音樂節、三藩市歌劇計劃、建立社區關係活動

、學校及辦公室用品、校外旅遊的交通費用，以及操場設施等等。 
1
 

 



 
 

 

請密切留意學校動向-查看每星期的eMessage文件夾、電郵，以及班和學校的

簡訊。  

 

請對我們的學校和教育持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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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ortal小學教職員名錄  
 
 

教師 

幼稚園 

Laurie Briesach 

Monica Lane 

Annie Rose Fink 

Winsome So 

Jennie Lee 

 

1年級 

Cheryl McCue 

Dianne 

Mogannam 

Pamela Aguilar 

Sally Ho 

Jennie Lee 

 
2年級 

 Catherine Lewis 

Abby Kingan Mary 

Falzon Jane Wong 

Ching-Yee Way 

3年級  

Sheila Harmon 

Kristin Closek 

Katie Rogers Jane 

Wong Liza Choy 

 

4年級 

Johnny Hansel 

Cindy Bernstein 

Clara Lu 

5年級  

Marina DeGroot 

Vanessa Olona 

Gabriel (Gabe) Alegre 

 
學校職員  

校長 

 Will Lucey 

 

副校長 

Catherine (Cate) Walter 

 
學校秘書 

Suki Tan 

Susan Churka-Hyde 

 
食堂 

Debby Ragan 

 
音樂 

Susan Appe 

 
器樂 

Monica Ho 

 
戶外園藝科學 

Amy Mack 

 
體育 

Arman Ostadsharif 

 
知覺動作 

Jennifer Kulz-Smith 

Nadine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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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Joe Churchill 

Kerry Mason 

Linda Friou 

 

圖書館 

Collette Lafia 

 
圖書館助理 

Phyllis Moir 

 
言語師 

Michelle McDonell 

 
助教 

Holly Baird 

Dianna Diana Mueller 

Tania Dufour  

Marianela Campos  

Eng Nottingham 

Suzanne Hughes 

Eric Morales   

Michelle  Strickland 

Melissa Robinson 

Dilcia Benitez 

Christine LaChapelle 

 

融入教學教師 

Marge Fujikawa 

Jennifer Hwang 

 

讀寫專職人員 

Mindy Kendall 

學校支援輔導員 

學生諮詢顧問 

Kathy Callaghan 

 
清潔工 

Claudio  Moreno, 

Christine Chen 

 

午間活動監察員 

Buff Harding  

Jennifer Smith  

Gabriel Bonilla 

Christine LaChapelle 

Kathy Callaghan 

Michelle Strickland 

 

成長與學習機會（GLO）

課後計劃主任 

Chrystal Ellis  

Carlos Perez 

 

心理專職人員 

Christina Garland 

 
物理治療師 

Leean Harvey 

 
職能治療師 

Stacey Karpouzes 
 

學習支援專職人員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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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長 
 

 
Will Lucey先生榮獲2013年市長年度傑出校長獎。他在三藩市土生土長，在

West Portal 區出生、成長。現在與他的妻子（也是教師）及小孩居住在該區。

他凡事親力親為，願意花時間傾聽師生及學校的需求。在三藩市州立大學修

讀教育計劃期間，他到West Portal小學進行觀課及實習，然後在紅木城（

Redwood City ）的4、5年級施教，從此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在2003年初，他

被聘請為West Portal小學的校長。Will把當年小學時期在學習上的掙扎作為鼓

勵，以此激發了他對教育事業和領導學校的熱愛。他也很賞識他的頂尖級教

師和熱衷教育事業的專業團隊：“我非常幸運可以與West Portal小學優秀的員

工一起工作，他們對我的校長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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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副校長 
 
 

Catherine (Cate) Walter女士很高興於2014-2015學年加入成為West Portal小學的副

校長。她是從Grattan小學轉職到本校，並自2004年曾擔任該校不同職位，如

教師、教師訓練導師、支援和評估新教師培訓員、年級領導及學生成功小組

導師等。她具有平衡讀寫（Balanced  Literacy）教學的深厚背景，並且曾領導

融合服務措施之轉變和發展教師合作模式，以幫助有需要的學生。她對統一

核心語言藝術課程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再加上她在暑假參與了由哥倫比亞

大學師範學院（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舉辦的閱讀和寫作工作坊，這定必

對發展West Portal小學課程加添寶貴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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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ortal小學的中文沉浸式課程 (CIP) 
 
 
所有入讀CIP課程的學生必須達到或超越以英語主導的學術學科標準及表現標

準。此外，學生必須在學習雙語及雙語文時建立雙文化能力。任教CIP課程教

師會在授課時採用多種第二語言學習技巧及廣泛教學策略。在每個教學日中，

教師會為學生提供聽、說、讀、寫的機會，以促進他們中、英文能力的發展。 

由幼稚園至三年級，數學、科學及社會科均以中文授課；而用英語授課的時間

會在四及五年級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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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中文沉浸式課程的實況 
 
 
追求卓越 
West Portal小學的中文沉浸式課程是由一群家長於1984年創立。作為三藩市聯

合校區的典範學校，本校吸引來自不同學術機構的教育工作者及代表親臨參

觀、觀察及學習我們的模範課程。我們的學生榮列校區最佳表現群組之一。

最新的學校責任報告表（School Accountability Report Cards）及標準測驗成績皆

刊登於校區網頁：www.SFUSD.edu，以供參閱。 

教職員 
我們所有的教師是具備多年沉浸教學經驗的土生土長中國人。作為一個團隊

，教師及行政人員會為學生的學習打造一個關懷、激勵和支援的環境。 

學生人口 
我們的中文沉浸式課程包羅多元學生群體。我們的學生來自講英語、中文、

雙語及多種語言的家庭。 

為家長提供的支援 
家長工作坊 

科技/互聯網資源 

可帶回家使用的資源 

家長參與 
當家長與我們學校社區經常保持聯繫，我們的學生便會在學術及社交

上不斷進步。 

家長是我們最寶貴及最重要的資源。他們的參與是中文沉浸式課程成功的關鍵

。家長義工在課室中提供幫助、為特別活動（如農曆新年巡遊）攜手合作，以

及參與West Portal小學家長會。他們在籌款活動中所付出的努力，有助學校購

買補充教材，並為各種學校計劃提供所需的人手。

17  

http://www.sfusd.edu/


 

與West Portal小學保持聯繫 
 
 
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是學校計劃成功的關鍵。我們

致力滿足各家庭的不同需要，並提供各種渠道傳達最

新資訊。 
 

每週電子通訊文件夾（Weekly eMessage Folders） 

學校會每星期透過電子通訊文件夾鏈結向家長發送電郵。電郵包含有關West 

Portal學校社區的重要資訊。為保持獲得最新信息，請確保向學校提供您目前

的電郵地址。 
 
星期四文件夾（Thursday Folders） 

雖然我們已盡最大努力利用電子通訊來支持“綠化”環境，但某些文件（如

家長准許便條）仍需以紙張方式傳遞。請謹記逢星期四檢查您子女的文件夾

，並於星期五把文件夾交回學校。 
 
課室電郵 
開學後不久，各班房將設立課室電郵（電郵格式例子：

room4@westportalschool.com ）。所有同意分享聯絡資料的家長均可藉此電

郵互相溝通。教師將不會收到這些電郵。 
 

West Portal小學家長每月例會 

家長會會議會在每月第一個星期四，晚上6:00至7:00舉行。 

 
學校每月集會 
學生、教師、職員及家庭成員會每月一次齊集在操場參與學校集會。在此

強化學校社區的活動中，我們會表揚「每月操行優異生」，並為該月出生

的學生慶祝生辰。有關學校每月集會的詳細日期可參閱電子文件夾內的月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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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告板 
West Portal小學設置兩塊主要刊登學校及社區資訊的佈告板：一塊位於校

務處外；另一塊則位於圖書館外的走廊。 
 

Facebook社交網站 

請於 Facebook給予本校一個“讚好” (“Like”)。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WestPortalSchool。 

 
雅虎（Yahoo）群組 

歡迎參與本校的雅虎群組！ 
網址：http://groups.yahoo.com/group/westportal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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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時間的托兒服務 
 
 

GLO機構 (成長與學習機會) 
(在West Portal小學內進行)  
網址：http://www.gloinc.org 

GLO機構在上課前早上7：00起，以及在放學後至下午6：00提供托兒服務。在

過往30多年，GLO教師為兒童的學習不斷提供支援；他們會與兒童一起學習、

引導兒童，並幫助兒童探索感興趣的事物及世界事物的運作情況。GLO機構提

供學術支援及增修課程，並幫助學生學習有關解題、創新、獨立思考及互相合

作等技能，從而達至獨立學習的目標。 

有關報名詳情，請聯絡學校統籌員：Chrystal Ellis女士 
電話：415-242-8641 

電郵：c.ellis@gloin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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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一些受West Portal家庭歡迎的課後托兒計劃，只供參考，並不隸屬本校

負責範圍之內。 

All Stars 國語班(在West Portal小學內上課)  
電話：415-610-5956 

網址：www.allstarsmandarincenter.com

有專人從課室接學生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至下午3:50  

提供延長托兒服務時間至下午 5:00 或 6:00  

欲知更多資訊或報讀初、中或高級課程，請向Wei Hong Liu女士致電或發電郵

（allstarsmandarincenter@gmail.com）查詢。 
 

MeiJia中文學校 

地點：42nd Avenue（Vicente和Ulloa街的交界處）  
電話：415-710-8545 
有專人從學校接學生 
上課時間：放學後至下午6:00 

有關報讀課後中文課程詳情，請致電Rao老師。 

三藩市康樂及公園部 — West Portal小學課後增修計劃 

位於Lenox Way街的West Portal遊樂場 

電話：415-753-7038 

有專人從學校接學生 

上課時間：放學後至下午5:30 

上網www.sfreconline.org報名 

課後計劃包括功課輔導及康樂活動，例如體育、小組遊戲、藝術和文化活動

，及社區探索等。 

Star學習中心 

地點：1433 Noriega街（21和22街的交界處） 

電話：415-682-8831 
有專人從學校接學生 
上課時間：放學後至下午7:00  

有關報名詳情， 請致電中心主任：Chuang Li 

本課後補習中心會對學童的數學、英文及中文功課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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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女到校 
 
 
學年初，我們鼓勵幼稚園學生的家長與子女一起在操場排隊，然後在上午 

8：40打上課鐘時，陪同學生上課室。 

 
每天早上8：30起，我們會安排人員在操場當值。如果您需要人員在早上8：

30前看管子女，GLO機構可提供早上校內托兒服務。 

請預留時間停泊車輛。請參閱隨本手冊附上的地圖。 

請使用斑馬線過馬路。兒童學習安全及合法地橫過道路是很重要的。 

請留心車速限制。  

尊重我們的社區鄰舍，千萬不要阻塞行車道！ 
 
 
 
建議的方法 

 
於Montalvo街停泊車輛，然後橫過有馬路督導

員當值的Dewey Circle街。 

於Kensington Way街停泊車輛，然後橫過有馬路

督導員當值的Dewey Circle街。 

於Granville Way街停泊車輛，然後橫過有馬路督導

員當值的Claremont街。 
 
可行的方法 

 
於Allston Way街停泊車輛，然後經斑馬線橫過 

Claremont街。 

於Taraval街的南面停泊車輛，然後經斑馬線橫

過Lenox Way街。 

於Claremont街的西南面停泊車輛。 

 
不建議的方法 

 
於Lenox Way街停泊車輛。 

 
於Taraval街的北面停泊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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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ortal 小學四周都是繁忙街道，兼有個迴旋處。此引，Lenox Way是一條狹

窄小巷。此地圖指出大家在本校附近泊車和橫過馬路的應有地點和路線。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一些有趣的學校及社區活動 ！ 
 

每月學校早會—於早上8:45 進行，地點：操場 1。這是一個全校活動，包括慶祝生

日、選出每月優異學生、宣佈重要事項，以及由音樂老師Susan老師帶領唱歌。 

 

8月 

幼稚園同樂日—跟幼稚園新生及他們的家庭見面，也可與部份去年的幼稚園畢

業班家庭認識。當日課室安排已就緒，家長可藉此機會在開學前先跟子女老師

見面。 

 

開學日咖啡短聚—早上送子女上課後，請到禮堂短聚，本校Lucey老師及家長會

委員會為家長準備咖啡和小點。這是一個很好機會讓家長彼此認識。 

 

9月 

回校夜—跟子女老師見面，了解來年上課情況及期望。 

電影夜—跟我們一起邊看電影，邊吃薄餅和爆谷，電影會在我們的新屏幕上播

放。 

 

10月 

露營活動—本校自2013年開始每年舉辦露營活動，它讓各年級學生和家庭可在

週末享受戶外活動和營火樂趣。 

豐收節和南瓜田活動—秋天是一個全校舉行嘉年華的最好季節。節目包括有趣攤

位遊戲、美食、本地警方和消防部門到訪等；還有遍地南瓜，大可滿足你萬聖節的

需要。 

 

11月 

秋季家長教師會議 
 

閱讀馬拉松啟動聯歡會及閱讀之夜—慶祝本校每年一度的閱讀馬拉松籌款活動

，這晚活動內容包括交換圖書，專家指點閱讀技巧，以及一些充滿啓發性的閱

讀活動。 



 
 

12月 

 
1月 

科學夜—透過科學實驗、示範及遊戲去認識科學。 

 

2月 

藝術及音樂夜—欣賞由本校學生創作的視覺藝術作品，並為所有參加本校創造

音樂計劃(由多才多藝的Susan老師帶領)而有份表演的學生慶祝。 

農曆新年巡遊表演-中國表演藝術計劃（CPAP）—於三藩市市中心巡遊路線沿途觀

看表演，或透過電視直播收看本校CPAP獲獎。 

 

3月 

春季家長教師會議 
 

春季拍賣會—參加網上拍賣會，並購票出席一次有趣的音樂晚會，跟其他本校

家長在此精彩籌款活動上彼此認識。 

 

4月 

乘單車回校日—鼓勵戶外運動。 
 

學校開放參觀夜—參觀子女班房，了解子女正在學習及今年稍後將會學習的東

西。 

 

5月 

春季音樂表演—與我們一起參加這個全校表演活動，包括唱歌、跳舞及戲劇演

出。 

遊戲競技日—在本校操場廣闊空間進行遊戲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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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ortal 家長會 
 
 
West Portal 家長會的宗旨是：促進和豐富教育質素；緊密

聯繫學校、家庭和社區；及為學校計劃籌款。  
 

我們相信，家長和監護人是我們最寶貴的資源，我們因此誠邀各位加入我們的

家長會。你的會員資格會由你孩子入學一刻開始，費用全免。我們除了進行每

月例會，還會在學年內舉辦幾次社區凝聚活動。請加入我們，並了解我們如何

貫徹“以下一代教育為學校社區首要共同責任”的理念。  

 
像所有學校一樣，West Portal 必須透過籌款以彌補校區撥款的不足。每學年，

我們只舉辦三個主要籌款活動，分別是秋季閱讀馬拉松、春季拍賣會，以及每年

舉行的直接捐助教育基金活動。當然，最簡單的方法是直接向家庭募捐。我們

也會分別在秋季及一月份寄出募捐信函(即我們的紅信封活動) 。我們的目標是

100％家長參與。只要每個家庭都慷慨捐獻(金額多少不重要)，就能幫助 West 

Portal小學繼續成為一所優秀學校。我們會盡量使捐款手續簡化，包括接受按

月付款等。請參閱直接捐助教育基金活動的有關信件，然後盡量捐輸。 

 

West Portal 家長會十分自豪能籌款支持以下計劃，使我們的學生獲益良多：  

 

創造音樂計劃 

創造音樂計劃由 Susan Appe 老師統籌，是一個全年制計劃，每週上堂，所有

West Portal 學生均可參加。Susan 老師透過無國界的節奏和音韻，一步一步引導學生

從心去認識和了解音樂。學生聆聽和分析多種類型音樂，並嘗試作曲寫歌、參

與舞蹈和樂器製作。Susan 老師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我的首要目標是讓

學生感覺到他們在這世上充滿力量，並透過音樂來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十分享

受教授這個有趣好玩、要求體力、文化相關兼且充滿動感的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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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科學 

我們都同意，多與大自然接觸對學生有益。我們的戶外教室改變了學生對學

習的看法，它讓學生有機會直接探究生物和物理科學，使他們知道食物的來

源，也認識到什麼對地球是好事。本校的園藝科學計劃由多才多藝的園藝統

籌員Amy Mack負責，並由一班盡責且創意橫溢的教師、職員和家長協助活動

，他們帶領學生把城市校園一角轉化成優秀的教學空間。請有空過來看看我

們的成果，分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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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Portal 家長會(續) 
 
 
圖書館 

我們認為，本校美麗的圖書館應盡可能開放給學生使用。在我們的支持下，我

們確保了圖書館全年均有職員全職工作。 

 

 

中國表演藝術計劃（CPAP） 

中國表演藝術計劃源於中文沉浸課程其中一部分，其後它不斷發展，並成為了

West Portal全校一起分享中國文化傳統的活動。約自1990年起，本校學生便開

始參加三藩市每年的農曆新年巡遊。本校CPAP的表演學生屢獲殊榮，包括隊

際項目如舞龍、打鼓、扇舞和絲帶舞、高蹺和舞獅等。只要你是West Portal學

生，願意全情投入練習，態度積極，盡己所能，我們都歡迎你參加此項計劃。 

 

 

春季音樂節 

每年春季，本校1至5年級的學生均會在春季音樂節中表演，他們可參加跳舞、

合唱團、劇演和獨唱。本校有一位獨立音樂顧問及一班教師和家長義工負責每

週訓練。到五月時，學校將有一星期的演出活動(包括上學時段及晚上)，將音

樂節推至高峰。屆時學校上下會聚首一堂，唱歌、跳舞和講故事。 

 

 

創新科技 

我們致力為學生帶來使用新科技的機會，以豐富他們的學習體驗。最近，我們

在每個課室安裝了互動電子白板，期望能加強學生上課投入感和帶來互動的學

習體驗。這配備能使學生上課更專注，使課堂充滿動力，並促進課堂學生互動

合作。今年，我們計劃增加一部流動平板電腦卡車及五部新電腦，供每個3至5

年級課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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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成功 
 

 
作為一間鄰區學校，我們十分依賴社區支持。以下是一些你可幫助 West 

Portal 小學的方法： 
 

參與學校社區活動 

我們鼓勵你在孩子頭一年入學時，花些時間去了解一下West Portal小學。你

可在送孩子上學後留下來，參觀一次每月舉行的學校早會(地點：操場1) ；

在每月一次的星期五咖啡短聚中認識其他家長；出席晚上的社區活動或參加

家長會會議；報名成為課室家長或帶領一次學校參觀。你將會學到很多東西

，並且認識許多家長、學校職員和學生。 
 

義工機會 

大家可善用你的時間、興趣和才華來幫助我們學校。無論你的時間安排如何

，我們均歡迎你參與課堂活動、籌款活動、社區節目，或擔起支持學校的角

色。欲知更多義工機會，請瀏覽網址 :http://www.westportalschool.com/en/v-

opps/blog。 

 

為學校賺取額外收入 

現時有各種各樣計劃大家可參與，為本校帶來額外收入，包括：參加收集盒頂

教育標簽計劃；透過 Terra Cycle 在學校回收飲料和食品包裝和個人物品；

申請信用卡、現金卡時到校務處填寫表格，Safeway 及 Lucky’s 商店將回贈一

部分你的購物總額給本校；用 shoparoo 應用程式記下你的購物收據；透過 

shopwithscrip.com 購買 Target 或 Whole Foods 禮物卡；經 由 West Portal 家長會網

頁到 amazon.com購物，或在一些支持本校的商店(如：Sports Basement)購物，結

帳時提及我們學校的名字，這種種方法也可為本校賺取額外收入。 

 

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www.westportalschool.com/en/merchants/merchant-programs。 
 

為本校三個籌款活動出錢出力 

支持閱讀馬拉松、直接捐助教育基金活動及春季拍賣會。 
 

分享意見 

我們很樂意聽取你的意見，無論是你覺得學校做得好的工作，抑或是一些

可一起努力改善的地方。要分享你的想法，請電郵聯絡我們：

info@westportalschool.com。 

 

http://www.westportalschool.com/en/v-opps/blog
http://www.westportalschool.com/en/v-opps/blog
http://www.westportalschool.com/en/merchants/merchant-programs
mailto:info@westportalschool.com

	WP Handbook 2014-2015-p1-8-CH
	網址：westportalschool.com
	所有持份者之間的合作對學生的成功至關重要。
	您爲什麽喜愛West Portal小學？
	如何為開學的第一天作準備 2014年8月18日
	學校用品 幼稚園學生無需帶學習用品到校。您孩子的老師將在九月的回校夜活動上向您提供一份教室用品願望清單，若有需要，也會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再提供一份願望清單。
	水


	WP Handbook 2014-2015-p9-16-CH
	westportalschool.com
	We believe:
	All students can learn and succeed; Success breeds success;

	Did You Know?
	What do you love about West Portal?
	How to Prepare for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Backpacks
	Labeling Belongings
	Dress code
	School supplies
	Bus Schedule
	Teacher Assignments
	Extended Childcare
	Immunization  Paperwork
	Emergency  Cards

	During the School Year
	What to Bring to School
	Snacks
	Water
	Lunch
	洗手間
	個人物品存放
	文具/玩具的捐贈
	與教師聯絡
	服藥
	午睡/小憩
	課程安排
	功課
	每週進行的課外教育活動
	出勤
	三藩市聯合校區之出勤政策
	三藩市聯合校區新的遲到政策

	好貼士：在學年期間，如何幫助小孩學習成功
	West Portal小學教職員名錄
	教師
	1年級
	副校長
	學校秘書
	食堂
	音樂
	器樂
	戶外園藝科學
	體育
	藝術
	圖書館
	圖書館助理
	言語師
	助教
	讀寫專職人員
	學校支援輔導員
	學生諮詢顧問
	心理專職人員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學習支援專職人員

	我們的校長
	Our Assistant Principal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 (CIP) at West Portal
	Facts about our Chinese Immersion Program
	Achieving Excellence
	Staff
	Student Population
	Support for Parents
	Parent Participation

	Staying Connected at West Portal Element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home is vital to a successful school program. We strive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our families, and we offer a variety of ways to stay up-to-date.
	Weekly eMessage Folders
	Thursday Folders
	Room Emails
	West Portal Parents Club Monthly Meetings
	Monthly School Assemblies
	Bulletin Boards
	Facebook
	Yahoo Groups


	Extended Care Programs
	MeiJia Chinese School
	SF Rec & Park — West Portal Afterschool Enrichment
	Star Learning Center

	Dropping Your Child Off at School
	Mark Your Calendars to Attend Some (or All!) of These Fun School and Community Events: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The West Portal Parents Club
	The mission of the West Portal Parents Club is: to promote and enrich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develop a closer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home, and community; and to raise funds for school programs.
	Music Makers
	Garden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Program (CPAP)
	Spring Musical
	New Technology


	We Succeed Together
	Participate in Our School Community
	Volunteer
	Earn Free Money for Our School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Donate Time and/or Money to Our Three Fundraisers
	Share Your Ideas


	WP Handbook 2014-2015-p17-24-chi
	westportalschool.com
	We believe:
	All students can learn and succeed; Success breeds success;

	Did You Know?
	What do you love about West Portal?
	How to Prepare for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Backpacks
	Labeling Belongings
	Dress code
	School supplies
	Bus Schedule
	Teacher Assignments
	Extended Childcare
	Immunization  Paperwork
	Emergency  Cards

	During the School Year
	What to Bring to School
	Snacks
	Water
	Lunch
	Restrooms
	Personal Storage
	Supply/toy donations
	Contacting the classroom
	Medication
	Naps
	Curriculum
	Homework
	Weekly Education Outside the Classroom
	Attendance
	SFUSD Attendance Policy
	New SFUSD Tardy Policy

	Great Ways to Help Your Child Learn and Succeed During the School Year:
	West Portal Elementary School Staff
	Our Classroom Teachers
	First Grade
	Assistant  Principal
	School Secretary
	Cafetaria
	Music
	Instrumental Music
	Outdoor Garden Science
	PE
	Art
	Librarian
	Assistant Librarian
	Speech
	Paraprofessionals
	Literacy Specialist
	School Support Consultant Student Advisor
	Psychologist
	Physical Therapis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Learning Support Professional

	Our Principal
	我們的副校長
	West Portal小學的中文沉浸式課程 (CIP)
	有關我們中文沉浸式課程的實況
	追求卓越
	教職員
	學生人口
	為家長提供的支援
	家長參與

	與West Portal小學保持聯繫
	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是學校計劃成功的關鍵。我們致力滿足各家庭的不同需要，並提供各種渠道傳達最新資訊。
	每週電子通訊文件夾（Weekly eMessage Folders）
	星期四文件夾（Thursday Folders）
	課室電郵
	West Portal小學家長每月例會
	學校每月集會
	佈告板
	Facebook社交網站
	雅虎（Yahoo）群組


	延長時間的托兒服務
	MeiJia中文學校
	三藩市康樂及公園部 — West Portal小學課後增修計劃
	Star學習中心

	送子女到校
	Mark Your Calendars to Attend Some (or All!) of These Fun School and Community Events: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The West Portal Parents Club
	The mission of the West Portal Parents Club is: to promote and enrich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develop a closer 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home, and community; and to raise funds for school programs.
	Music Makers
	Garden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Program (CPAP)
	Spring Musical
	New Technology


	We Succeed Together
	Participate in Our School Community
	Volunteer
	Earn Free Money for Our School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Donate Time and/or Money to Our Three Fundraisers
	Share Your Ideas


	WP Handbook 2014-2015-p25-32-sunny-chi
	請預留時間參加以下一些有趣的學校及社區活動 ！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月
	3月
	4月
	5月

	West Portal 家長會
	創造音樂計劃
	園藝科學
	圖書館
	中國表演藝術計劃（CPAP）
	春季音樂節
	創新科技

	我們一起成功
	參與學校社區活動
	義工機會
	為學校賺取額外收入
	詳情請瀏覽網址：
	為本校三個籌款活動出錢出力
	分享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