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DFORD 小學
2601 South Blandford Dri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965-3410 Fax (626)965-2360 www.blandfordschool.org
June Sakaue, Ed.D., 校長
Maria Descallar, 副校長
2019 年 7 月 26 日
親愛的 Blandford 家長們,
我們的學校員工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新學年. 如果您對 Blandford 小學有任何疑問, 不要猶豫請致電或訪
問學校辦公室, 上班時間為上午 7:30 至下午 4:00.
學校上課的第一天將是 8 月 12 日, 星期一. 請參閱下面的時刻表. 所有星期一都是 1-6 年級的提早下
課日.
Blandford 小學時刻表
2019-2020
TK-K 年級

星期一到星期五

8:00 AM – 1:22 PM

1-3 年級

星期一
星期二到星期五

8:00 AM – 1:02 PM
8:00 AM – 2:25 PM

4-6 年級

星期一
星期二到星期五

8:00 AM – 1:11 PM
8:00 AM – 2:30 PM

請安排貴子弟即刻下車和接走貴子弟.
課堂作業
課堂作業將於 8 月 9 日, 星期五, 下午 4 點公佈在辦公室窗口.
幼稚園入學準備觀察日（僅限新的幼稚園學生）)
何時: 2019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二 在自助餐廳
以下是根據貴子弟的姓氏所分配的時段
8:30 – 9:00

9:15 – 9:45

9:45 – 10:15

10:15 – 10:45

A–E

F–L

M–R

S–Z

上學的第一天
在上學的第一天, 我們歡迎所有家長陪伴貴子弟到他/她的教室. 您將能夠與老師見面並幫助貴子弟轉
換到他/她的新班級. 從學校的第二天開始（8 月 13 日）, 只允許過渡期幼稚園 (TK) / 幼稚園的父母陪
同孩子到他們的教室. 從 8 月 13 日, 星期二開始, 所有家長和訪客在進入校園之前都需要在辦公室前
台辦理登記手續. 第一次參觀學校的所有訪客都需要提供有效的有照片的 ID.
第一天的表格資料袋
一袋所需的文件將在上學的第一天送回家裏. 請務必仔細與貴子弟一起檢閱所有資訊. 在 8 月 16 日,
星期五之前, 將所有第一天的表格資料袋繳還給貴子弟的老師.
用品清單
每個年級的建議用品清單將在我們學校的網站上公佈.

RUSD HOMELINK 家長門戶網站
請在您的 Homelink 帳戶上更新您的聯繫資訊. 近來學區寄了一封信到家裏, 其中包含有關您的帳戶
以及如何登錄的資訊. 請遵循信中的說明在 8 月 16 日, 星期五之前更新您的帳戶. 羅蘭聯合學區的
所有學生都需要有一個 Homelink 帳戶. 如果您沒有收到信件或在驗證資訊上需要支持, 請於 7 月 30
日, 星期二, 上午 9 點至 11 點, 在學校電腦實驗室加入我們的支持會議或聯繫學校辦公室.
學生下車/接走
學校大門於上午 7:50 打開讓所有學生進入. 1-6 年級的學生通過前面大門進入. TK / 幼稚園學生通過
靠近 K2 的側門進入. 請不要在早上 7:30 之前送學生上學, 因為沒有監督. 為確保孩童和成人的安全,
必須遵守以下程序:
● 下車/接走車道 （白色區域）: 不可在此車道停車, 請繼續前進.
● 當有空位時, 請繼續向前移動.
● 如果貴子弟在 5 分鐘後沒有出來被接走, 請在街區附近繞一會兒再回來. 我們需要保持這個車
道的移動.
● 學生只能從下車/接走車道上下車. 不可在街道中間或停車場上下車.
● 出於安全考量, 學生只能從乘客側進出車輛.
訪客停車
可在街道上停車. 停車場在上午 7:00 至下午 3:00 之間僅只保留給工作人員. 不可在停車場接/送貴子
弟. 由於在上學/放學期間交通擁擠, 建議早點到達. 請做相應的計劃.
學校膳食計劃
Titan 家庭入口網站是一個安全的線上系統, 其可讓家長進行線上支付並遠距離地監控貴子弟的自助
餐廳膳食賬戶. 您還可以提交免費/優惠價格膳食的線上申請. 請在 family.titank12.com 網站上點擊
Sign up today (今天就報名) 來註冊！ 您也可以通過開支票, 抬頭 "RUSD Food Services" 然後繳交給
辦公室前台辦理付款. 在膳食申請獲得批准之前, 請務必讓貴子弟帶一份午餐或帶錢.
膳食價格：早餐 1.15 美元, 午餐 2.00 美元
Blandford PTA
Blandford 的 PTA 是讓 Blandford 成為一所優秀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 您的入會可以幫助學校為學生
提供額外的活動, 特別的活動和資源. 我們總是感激您的參與.
保留這個日子
返校夜是 2019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二. 細節將隨後提供.
在 Twitter @Blandford_Bears 上與 Blandford 小學保持聯繫, 或瀏覽我們的網站以獲取有用的資訊. 不
要忘記下載羅蘭聯合學區的應用程式 , 並在 PeachJar 註冊登記以獲得所有的學校信件和傳單. 工作人
員和我期待著美好的一個學年. Bears 加油!
誠摯地,
June Sakaue,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