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学区总监 Grotting 的信息
尊敬的 BSD 社区，
上周，我强调了学区教学部的非凡努力，包括教师，支持人员和行政主管 — 他们在整个夏天一
直贡献自己的时间工作着，保证做好秋季在线学习的准备。本周，我想感谢支持我们学校的各部
门。没有这些优秀员工的辛勤工作，我们的学区将无法运作。
商务服务
●

自学校关闭以来，商务服务部一直在处理预算及人员配置方面的工作。下面是一些需要深
思熟虑来处理的项目范例:
○ PPE，清洁用品，电脑软件及硬件物品等成本增加
○ 全面远程学习及新的 FLEX 在线学校的人员配置
○
○
○

下学年潜在的学生流失所造成的人员配置影响
为下学年学生投资账户预期减少 67%的预算做准备
2021-2023 两学年潜在的重大收入缺口

交流 & 社区参与
● 交流与社区参与 (CCI)部正带头努力准备 16,000 个(包括在家学习的学校用品) “学生成功

●
●
●

套件 Student Success Kits” ，将在 9 月的第一个星期分发给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价校餐
的学生。
该团队与社区合作伙伴一起，在今年夏天为需要的 BSD 家庭，发放了 17,500 多 个免费
的食物盒。该部门将以同样的方式在秋季继续为家庭提供服务。
CCI 已将“衣橱 Clothes Closet” 转换成预约的服务方式，于 8 月 24 日重新开放。
Clothes Closet 免费为所需学生提供全新的或几乎全新的衣物。
该团队一直寻求各种方法，通过学区网站，BSD 每周新闻，社交媒体张贴，视频及问答
环节与社区交流返校计划不断变化的细节。

平等 & 包容
● 平等与包容办公室 (OEI) 继续支持各部门和各学校并与之合作，更好地为学生和教职员工
提供安全的，反种族主义的学习空间。
● OEI 推动了今年夏天的“作为反种族主义的带头人，认识我们的角色并采取行动“的领导
人峰会。除了俄勒冈州教育平等中心的专业发展之外，还倾听并接受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声
音。
设施 & 维护
● 随着学校的关闭，设施发展团队可利用该时间加速一些项目的工作。例如，该团队集中力
量进行 Five Oaks 初中的重大改造工程。该工程将在预期内提前三个月完成。
●

该团队努力工作，为计划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而对所有学校建筑进行评估：学校外部 (入
口和出口)，学校内部 (健康室，隔离室，餐厅和图书馆) 以及教室(可使用空间及教师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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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 人力资源部被赋予为 BSD 职员实施全学区强行休假计划的任务，帮助学区节省了超过 6
百万美元的经费。该部门继续为没有收到来自“Work Share ”计划所得的职员排忧解难。
● 由于预算问题和学生注册的变动，该部门一直在耗时而繁琐的过程中进行全学区的人员安
置变更工作。
● 由于学区人员的辞职和退休，春夏两季通常是人力资源招聘的高峰时期。但因今年的人员
配置得较晚，有执照人员的招聘季延迟并缩短到较短的时间内，从而导致有执照人员招聘
的发布，面试，雇佣和入职工作激增。人力资源教师指导员正计划并推出一个“新职员学
习班”以帮助指导新雇教师适应远程教学环境。
信息技术
●

信息技术 (IT)部继续满足网络连接的需要。 Comcast 赞助“Internet Essentials” 计划的大
约 500 个代码已经分发给合格的家庭。此外， Sprint “百万计划”将给高中学生提供近
300 个热点。对于家中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初中及小学的学生，该部门将在九月发放 476 个
热点。另外， IT 继续寻求合作伙伴为居住在无家可归收容所和公寓而无法上网的学生提
供帮助。

●

在确保所有新入学的学生在开始上课时均有设备学习，IT 将为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分发
18,000 台新 Chromebooks 和 iPad。请关注更多有关分发的信息。
IT 团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学生服务台”以满足春季时学生的技术需要。9 月 8 日学生服
务台将为新学年重新启动。工作人员将为需要设备支持或帮助访问程序的家庭提供服务。

●

饮食服务
● 饮食服务部今年夏季一直为确保孩子免受饥饿而工作着。该部门在 15 个学校，3 个公寓
群分发了超过 175,000 份食物。为缩短至九月份开学这段时间的差距，该部门将在 11 学
校点延长两个星期的夏季食物分发工作。
● 饮食服务部将在 9 月 14 日这个星期恢复路边餐点服务。该部门正在增加提供路边餐点服
务的学校数量并开放新的在家加热食物的选项。
● 根据《学生成功法案》的营养扩展部分，饮食服务部已经向本州提出申请，要求本州在
社区资格规定下为 13 所学校提供免费餐点。此外，BSD 选择加入“ 扩展收入指南”计
划，如果学生申请校餐福利（apply for meal benefits），他们则有资格获得免费的早餐和
午餐。
公共安全
在 COVID-19 危机期间，公共安全部一直接受来自“Safe Oregon Tipline”的 提示。这些
报告解决影响当前学生和以前学生有关霸陵，毒品使用，自杀倾向和个人安全问题。该部
门始终对我们的执法合作伙伴的应对问题提供支持。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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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部门目前正在与饮食服务部合作，为 30 多个符合由于特殊原因无法领取校餐的学生家
庭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当我们转为混合教学模式时，该团队继续对有交通需求的，在我们
特殊计划中的学生家庭联系。

●

线路安排人员已经花费 4,000 多个小时的时间，根据多种出勤情况重新安排校车行驶时间
表，以确保合适的社交距离并遵守所有本州的指南。
BSD 获得了两辆电动校车的资金以及支持它们的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站的建设正在进行
中，该部门希望在新校车可以在 2021 年春季投入使用。BSD 继续探索除柴油以外的选
择，包括丙烷和电动。

●

我代表我们整个社区，感谢大家为保证新学年顺利开学所做的不懈努力。你们真正诠释了我们的
#BSDtogether!
Don Grotting
Superintendent 学区总监
返校信息
今年新学年的开始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但是别担心，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请浏览更新的学区网页
Return-to-School webpage。除了我们的“返校常见问题问答”，我们增加了有关学生验证，学
校用品，餐饮福利及互联网连接的信息，及有用的社区资源链接，如食物盒的分发， Clothes
Closet 及提供住房和公共事业帮助的组织。
学生成功套件-Student Success Kits
感谢所有参加学区捐赠学校用品活动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正在与 Beaverton 教育基金会 (BEF) 及其他社区合作伙伴一起，竭尽全力提供 16,000 个成
功套件（Success Kits）给符合享受免费或减价校餐的学生。套件将在 9 月 7 日这个星期分发。
您愿意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吗？请考虑在此为该项目捐款： BEF Back-to-School Equip
Campaign。
学年校历
学区正与教师协会合作，制定新的 2020-21 学年的校历。我们希望下周可以完成制定校历的工
作。
提醒您完成学生验证
请您在 ParentVUE 中完成学区的返校验证。我们鼓励家长在开学前完成所需的年度验证。进行验
证只是请您在我们的系统中仔细核对并更新重要的信息。

访问学区网站“返校验证网页 Back-to-School Verification webpage ”获得验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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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报名注册
请确保尽快注册您的幼稚园学生。您可以在线 online 注册。如果您需要帮助，请致电您的小学。
如果您需要翻译服务，请致电学区多语种部，电话: 503-356-3755。

注册信息
可在学区网页 BSD website 浏览有关注册学生的信息。
●
●

●
●

如果您无法确定哪个学校是您的社区学校，请浏览“学校出勤区域网页 School
Attendance Area webpage ”并使用您的地址确定您的出勤地界。
如果您已经搬迁到 BSD 内，并不再居住在您学校的地界，您可在新住址所在学校注册，
或申请“行政转学 Administrative Transfer”。 有关信息和表格可在“转学网页 Transfers
webpage”找到。
如果您已经搬离了 BSD，您可以在您的新学区注册，或申请“跨学区转学 Interdistrict
Transfer“。有关信息和表格可在“转学网页 Transfers webpage”找到。
如果您失去了住所或成为无家可归者，请在 McKinney Vento Homeless Program
webpage 网页上找到更多信息。

初中地界调整过程
初中地界调整程序将在下个月重新启动。咨询委员会将在 9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6:30 - 9:00 举
行在线会议。会议将通过 Zoom 举行，并将在学区 YouTube 频道上进行现场直播。
欲了解该过程的更多信息，如何提交评论或进行公共证词登记，请访问“初中地界调整网页
Middle School Boundary Adjustments webpage”。
SchoolMessenger
您是否了解您可以管理接受来自 BSD 的电子邮件，短信和电话的首选项?只要在您的手机上下载
SchoolMessenger 应用程序并按照“学区网页 BSD webpage”上的指南进行操作即可。您也可以注
册来自 BSD 的短信警报。只需给 67587 输入“yes” 即可。请注意，您的手机号码必须在您孩子的
学校记录上有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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