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7 日 BSD 每周新闻
报名参加领取寒假餐点

12 月 21 日至 1 月 1 日寒假期间，所有 1-18 岁的孩子可免费享用餐点。但您必须注册才
能领取食物。含有五种早餐和五种午餐的食物盒可在 12 月 22 日及 29 日上午 11 点-12
点在下列地点领取: Aloha, Beaverton, Southridge, Sunset 和 Westview 高中及 Vose 小
学。在这些地点领取食物时您无需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即可在这些地点领取食物。
请在 12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 9 点以前注册，并填写“寒假用餐申请表 Winter Break
Meal Request Form ”。请注明需要领取食物孩子的人数 (1-18 岁)。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请归还图书& 设备

我们有超过 10,600 本图书馆的过期未还及丢失的书籍。此外，还有超过 2,200 本教科书
及设备 (这些教科书及设备不适用于当前的全面远程学习)需要归还给学校。其中这些物品
可能就在您学生的床底下或书包里。
我们急需您归还这些物品或交付已丢失物品的费用。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开始替换书籍和设
备，以供将来使用。
请搜寻这些过期及丢失的物品：学校图书馆的图书，上一学年的教科书以及当前学生未使
用的学校的设备 (iPads, Chromebooks)。请查看您的邮箱，浏览来自
noreply@intouchreceipting.com 或 do-not-reply@nwresd.k12.or.us 的邮件，这些
电子邮件会通知您学生需归还的物品。
这些物品可在任何 BSD 学校归还。您有几种选择 (请戴上口罩)：
● 在正常上课时间归还这些物品。一些学校甚至提供晚上归还物品的时间。请查看您
学校的新闻简讯，了解其他的归还物品时间和指南。
● 在任何一个流动图书馆站归还物品。请查看“时间表和地图 schedule and map ”
了解日期和时间。
● 通过学区的“在线支付系统 Online Payment System”交付丢失物品的罚款。
如果您已经归还物品或物品在春季时遗落在教室里，请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您学校的图书管
理人员。图书材料在检录之前要至少隔离一个星期，所以在 InTouch 账号中的罚款需要
一些时间才能清除。
感谢您帮助我们将这些资源归还给学校，以便它们可重新分配给需要的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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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D 救助中心需要紧急供应物品
在 12 月份，“Beaverton 学区救助中心 Beaverton School District HELP Center ”将开展
为寒假期间准备紧急物品的捐赠活动。
我们将征集以下物品:
• $25 的 Fred Meyer 商店礼卡
•
•

自动洗衣店所需的 25 分钱的硬币
洗漱用品:
○ 原装洗发水
○ 原装护发素
○ 原装牙膏
○ 原装身体除臭剂
○ 原装无味香皂
○ 卫生纸
○ 洗衣凝珠
○ 消毒湿巾
○ 尿布(所有尺寸)
○ 婴儿湿巾
○ 女性卫生用品 (迫切需要餐巾纸)
○ 暖手宝
● 食品:
○ 瓶装水
○ 杯装汤
○ 速溶燕麦片
○ 早餐，能量及燕麦棒
○ 饼干& 奶酪零食
○ 饼干& 花生酱零食
● 无家可归学生所需紧急物品:
○ 新睡袋
○ 新袜子
○ 手套
○ 帽子
○ 围巾
欲安排捐赠日期和时间，请联系 Lisa Mentesana ，电话: 503-819-7300 或电子邮件:
Lisa_Mentesana@beaverton.k12.or.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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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给新中学命名

经过充当几年的"替代学校" ，在 Timberland 社区的初中将于 2021 年 9 月作为一个永久
性学校开放。根据 Policy FF 政策，学校董事会将根据社区的建议选择最终的名称。现邀
请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向学校董事会提交名称提案，供其参考。学区将优先考虑与社区
有关的名称。根据学区董事会政策 “School Board Policy FF”，将不考虑仍然在世人物
的名称。
如果您愿意提交建议的名称，请在 1 月 4 日（星期一）前请填写 “新学校名称建议表格
New Middle School Name Suggestion Form ”。
2021-2022 学年转学至非社区学校（Open Enrollment）申请
现在开始 2021-22 学年的转学至非社区学校（Open Enrollment）申请。从 12 月 7 日（星
期一）至 1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 点以前开始接受申请表 。可在线 online，在每一所
学校及学区办公室获得申请表。填好的申请表应交给学生申请的学校。
Beaverton 及 Southridge 高中各有 50 个名额。小学或初中没有空缺名额。校长将决定这
些 Open Enrollment 空缺名额填补哪个年级。有关更多信息，请浏览网页 Open
Enrollment webpage。
学生考试暂停

由于州长的 “冻结” 指令，所有测试 (Summa/SAT/ACT) 将暂停，直到另行通知。
报名前往“Clothes Closet”

您的学生是否需要免费的全新的或九成新的衣物？学区运营的“Clothes Closet”随时为您
服务！但前往“Clothes Closet”需要预约时间。请填写“预约表 Clothes Closet
Appointments form ”或致电 503-356-4322 进行预约。来访者仅限于一个可带 4 个孩子的
成年人或两个带 8 个孩子的成年人。所有来访者都必须戴口罩。如果您没有口罩，我们
会为您提供口罩。
普通初中学校经历

2014 年, 学区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对在 Beaverton 学区的所有初中设置一套普通中学
课程及相同的日程表（即普通初中学校经历）进行评估和提出建议。
下面是学区力图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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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区的各个初中提供的课程不一致，尤其是选修课。我们认为所有学生-无
论他们居住在哪里或就读哪所学校-都应该获得相同质量的教育和机会。
● 初中没有相同的日程表，即课程长度不同。例如，某学生可能上 85 分钟的数学
课，而另一个学生只上 57 分钟的数学课。从公平角度而言，我们认为所有学生无
论身在何处都应该获得相同时间的教学。
学区总监 Grotting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评估来自各校长的建议，教师的反馈意见及来自
公众的意见。欲查看总监为 BSD 所有初中实施日程表的决定，请阅读全文
full message。
新的日常表将于 2021-22 学年开始实施

学区总监 Grotting 向参与这一具有挑战性过程的数百位人士致以谢意。感谢您的关注和
奉献。
我们庆祝社区合作伙伴关系

学区交流& 社区参与部门和学区领导以及社区成员一起在虚拟的 WE 颁奖典礼上表彰了
2019-20 学年杰出的合作伙伴。
在接下来的几期新闻中，将重点介绍一些获奖者。今天，我们将表彰 BSD 的图书馆服务
与华盛顿县合作图书馆服务合作，为所有 BSD 学生提供“青年通行卡 Youth Access
Cards”。该项目历时多年，涉及所有华盛顿县图书馆及 Beaverton 学区多个部门超过 60
位职员。最终，发出了 30,000 张卡。这些卡给 BSD 学生（尤其是在学校关闭期间）提
供了广泛的资源。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观看: https://youtu.be/5nMxWYKCnRY。

即将举行的活动
虚拟学校董事会商务会议

202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一）
6:30 p.m.
会议材料 Meeting Materials
长期设施计划虚拟小组会议

202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二）
6:30 - 8:30 p.m.
该会议将不进行现场直播，但将进行录像并在学区的 youtube channel 上发布。
寒假-学生不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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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星期一） - 2021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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