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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我們學校的資助可以為學生帶來非常大的影響！捐款給 JAG基金 是直接令學校受惠

的最佳方式。其他資助學校的途徑可從我們的籌款頁面找到。非常感謝您對我們1,200名

學生和120多名教職員的支持！

我們尚欠一個籌備抽獎活動的主要負責人！如有興趣，請給我們發送電子郵件。 謝謝！

學校的活動在我們的日曆和網站會不時作出更新，加入家長教師學生會的谷歌群組可獲取

重要訊息。請到臉書和IG查看我們的近況！下個月舉行的學校活動亮點如下。

活動 &日曆
★ 電子訂閱APG日曆 ★

10月10日星期一：學校假期 – 原住民節

10月14日星期五： 8 年級學生運動衫設計截止

10月16日星期日：園藝工作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在 APG花園 [註冊] [傳單]

10月20日星期四： Beacon，課後亮燈儀式

10月21日星期五至10月30日星期日：和 Sloat花園中心一起舉辦的成長綠化花園籌款活動

10月28日星期五：學校照相日 [LIFETOUCH]

請來參與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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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獎負責人和捐獻 ★ 歡迎您為我們的抽獎活動捐贈獎品。我們尚欠一個義工負責籌

備在11月/12 月舉行的抽獎活動！如有興趣，請給我們發送電子郵件。

★ 午餐時段義工★ 如果您能夠於午餐時段在學校的辦公室，健康中心，花園或餐廳協助

，請將您的名字登記在註冊表上。非常感謝！

★ 記錄義務工作時間 ★ 為了確保APG家長教師學生會符合為非營利機構，請每月記錄您

的服務時間在這份表格上。

★ 家長教師學生會幹事職位空缺 -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 ★

家長教師學生會現在仍然有下列幹事空缺, 歡迎加入這個團隊。這些空缺每月只需要3-5

小時的服務時間。如果您有興趣支援我們的社區和推動學校發展，請參閱以下資訊並立即

給我們發送電子郵件。

—> 執行副主席：協助主席，並在主席缺席時代替主持會議。每月需要4-5小時的服務時

間。

—> 議會事務：支援會議上投票, 章程, 和其他工作能確保家長教師學生會遵守作為非營

利組織的守則及條例。只需每月1小時的服務時間。

—> 義工統籌：負責聯絡義工參加全年學校舉辦之活動。大約每月3-4小時的服務時間。

★ 整理學校花園和照顧飼養雞隻★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義工加入綠化校園和照顧飼養雞隻的行列！欲知更多資訊，請點擊我們

的飼養雞隻護理註冊表格。

我們將在10月16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舉辦一個有趣的園藝工作日，期望許多家

庭和教職員報名參加此活動，以幫助我們的花園在秋季保持整齊美觀。歡迎大家捐贈多肉

植物、土壤、樹皮和護根物資 。詳情請查看傳單, 如有任何疑問, 可以發送電子郵件給

Sara：sbrown@bacr.org。

感謝大家考慮以參與義務工作來幫助APG社區〜非常感謝您付出的時間！我們攜手合作可

以為學生帶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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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

★ JAG基金 ★ 您已經向家長教師學生會 Jag基金捐款了嗎？請瀏覽我們的籌款網頁 。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告訴我們。 我們希望每個APG家庭同心協力來達成定下的籌款目

標。每一元捐款都是直接資助學校的1,200名學生和120多名教職員。想瞭解我們的預算和

您的捐款如何直接支持教師和各項活動? 請參閱下面的圖表或隨時發電子郵件給我們 。

謝謝！

★ 課堂所需物品清單 ★ 幫助購買APG老師提供課堂上所需清單的物品可以確保學生有足

夠的資源。我們非常感謝所有已經慷慨捐赠的家庭，希望早日能完成購買所有老師提供在

清單上的用品。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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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

學校紀念商品

捷豹, 來展現您的學校精神！我們有新的黑色/銀色便帽和藍色拉鍊/拉繩袋。請隨時在線

上購買您喜愛的商品 。訂單每兩週由我們的學校紀念商品副負責人處理一次。 如果有任

何問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學校紀念商品團隊。

體育運動

★ 體育運動選拔賽 ★ 您可以在APG選拔賽頁面上找到所有體育項目的選拔賽程。所有表

格必須在HOMECAMPUS上共享。

★ 比賽時間表 ★ 我們把比賽時間表放在CIF-SF網站上和APG運動IG帳戶。感謝您出席我

們的運動會並且為我們的學生運動員加油！

★ 體育運動新聞 ★關注IG可獲得APG最新的體育消息 。

★ 體育運動谷歌教室 ★ 對於所有有興趣收到有關2022-23 APG體育運動資訊的學生，請

加入2022-2023年的谷歌教室。班級代碼為：qkkt7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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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Cheng先生（APG的體育運動總監)

chengc1@sfusd.edu。捷豹, 加油！

BEACON

BEACON 課後活動

★ BEACON人事徵聘 ★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想加入該團隊，Beacon正在尋找一名項目領

隊。請點擊此處查看職位描述。

★ 加入Beacon ★ 歡迎學生加入我們的課後活動。活動時間在週一/週二/週四/週五下午

4時至7時; 週三下午 2時15分至6時。只需 $300 報名費 , 符合條件的家庭可免費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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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生在學校免費享用早餐和午餐

所有學校早餐和午餐平日都是免費提供給APG學生。我們的餐點是新的「健康」膳食服務

的一部分。可以點擊這裡查看學校餐單。[網頁] [IG] [臉書] [推特]

申請初中和高中

三藩市聯合校區的學校申請表將於2022年10月21日發佈。入學博覽會資訊可在網站和此傳

單中找到。請點擊這裡查看重要的申請日期。APG會在11月4日和18日; 12月2日和9日舉辦

四次實體開放參觀活動。詳情請參閱APG參觀網頁。

8年級家庭請注意！ 我們將在 11月3日為8年級學生舉辦一個實體高中資訊之夜 ，詳情稍

後公佈。APG 的Jang先生會一直通過ParentVue和電子郵件分享申請高中的資訊。三藩市

聯合校區的洛厄爾高中和藝術高中申請將於2022年12月16日下午3時截止; 所有其他三藩

市聯合校區的高中將於2023年2月3日截止。若想瞭解入學的關鍵日期，請點擊此連結。特

許，獨立，私立和教區高中的入學要求與三藩市聯合校區的學校不同，最好瀏覽這些學校

的官方網站以獲取更多資訊。

連結

家長教師學生會網站: apgsf.com

家長教師學生會日曆: apgsf.com/calendar |電子訂閱日曆: bit.ly/apg-cal

加入APG家長教師學生會: tinyurl.com/joinAPG

APG學校紀念商品店: gear.apgsf.com

APG募捐行動: tinyurl.com/APGdonate

Instagram專頁: instagram.com/apg_middle_school_ptsa

臉書專頁: facebook.com/APGSF

加入APG家庭谷歌群組: bit.ly/apg-subscribe

加入微信群組: wechat@apgsf.com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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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網站: sfusd.edu/school/ap-giannini-middle-school

Beacon網站: www.apgbeacon.org

體育運動網頁:

  www.sfusd.edu/school/ap-giannini-middle-school/students/athletics

三藩市聯合校區行事曆 ~ 2022-2023學年

三藩市聯合校區公告 ~學區公告和註冊電子郵件

感謝閱讀我們的家長教師學生會會訊！捷豹, 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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