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A FAQ
常见问题
1. 什么是 PTA？
2. 东北小学 PTA 做些什么？
3. PTA 怎样为所有活动及项目提供资金？
4. 我可以向 PTA 捐款吗？
5. 为什么 PTA 需要志愿者？
6. 我们去参加 PTA 赞助的活动时需要家庭成员也加入 PTA 吗？
7. 为 PTA 的活动提供志愿服务需要以加入 PTA 为前提吗？
8. 如果我可以在不加入 PTA 的情况下参与 PTA 的活动，为什么我还需要为正式加入 PTA
支付？
9. 如果我加入 PTA，我必须提供志愿服务吗？
10. 为什么我需要志愿服务 PTA 的项目活动？
11. 如果我选择志愿服务，我需要提供多少时间？
12. 我白天需要上班，还有其他的的方式可以支持 PTA 吗？
13. 我想要提供志愿服务，怎么的安排可以适应我的时间表？
a) 我可以偶尔抽出 1-3 个小时
b) 我每个星期都能抽出 1-2 个小时
c) 我整个春季/秋季可以抽出 10-20 个小时
d) 我白天需要上班，在晚上或者周末有志愿服务的机会吗？
14. 我怎么报名去志愿服务 PTA？
15. 我可以为孩子们创立新项目并且请 PTA 赞助吗？
16. 什么是东北小学 PTA 雅虎小组（listserv）？
17. 我怎么报名参加东北小学 PTA 雅虎小组？

1. PTA 代表“家长教师协会”，是由家长志愿者，老师和工作人员的组织。PTA 致力
于鼓励家庭的充分参与，从而促进并且加强对于孩子的教育经验。PTA 想要通过培养家
庭，教师，工作人员和学校的充分合作关系来支持我们的学生。PTA 也倡导教育和造福
每一个孩子。我们每年将举行至少三次会议， 校长，老师和家长/监护人均可以参与讨
论即将举行的学校活动，PTA 预算，以及任何关于 PTA 与各个家庭的学校事务。
2. 东北 PTA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区，家长/照顾者及员工都十分努力建设并且帮助
我们的学生，家人以及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 PTA 支持国际和国家的 PTA，让我们参与
优惠贸易协定，民族和国家政策，和资金中有发言权。此外，我们的 PTA 组织，筹资，
及/或投入以下等多东北项目：
•课后艺术，科学，烹饪，象棋才艺班
•全校春季狂欢节
•建立我们的新操场
•新的书籍，为学校和班级图书馆
•士林书展
•电影之夜
•卡斯公园溜冰
•自行车安全圈地
•国际之夜
•拍照日
•学校年书
•学校目录
•东北链接（学校简报）
•为家长准备的共同核心课程，网络安全，和欺凌等话题的夜晚项目。

•为实地考察旅行筹资
•为生日准备书籍
•员工活动
•为才艺班，篮球和滑雪俱乐部提供奖学金
•幼儿园操场日（夏季）
•返校和期末野餐
•教师津贴
3. PTA 是 501(c)3 非盈利性组织, 仅以我们的家长义工和家长会费为主要筹
款以及经济来源。PTA 不会从学校税收，地方，州或联邦政府收到任何资助。我们的钱
来自于免税捐赠和募捐活动，如秋季募捐活动，包装，销售，士林图书博览会，全家
福之夜，和春节狂欢节。我们的许多其他的 PTA 项目和活动，如滑雪俱乐部，篮球和增
益课需为自己支付。PTA 会利用其资金来支付国际之夜，员工答谢活动，生日册，学校和
班级图书馆新书，老师助学金，奖学金，发布学校目录等等。
4.是。捐赠可享获您的联邦所得税中扣除。 PTA 会费支持纽约州 PTA 和东北地区的
PTA ，一部分金额会用于支持纽约州的 PTA 活动。在另一方面，减税的捐赠和募捐活动
只支持东北地区 PTA 的活动。您可以在如何时候捐赠给东北部 PTA，包括您的加入 （只
需在会员申请表上注意，这些包括了您的会员会费以及礼物）。PTA 很乐意为您参与税
收政策的免税捐款提供确认信。
5. 我们依靠社区的父母/照顾者及员工志愿者社会组织和运行的项目，为我们的孩
子和筹集资金并资助 PTA。PTA 不会从地方，州或联邦政府得到资助。我们经济来源来
自于我们会员的会费，捐款， 以及 PTA 的筹款活动。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没有我
们活跃的父母/照顾者及员工志愿者，我们不会组织这些令我们所期待和依靠的精彩的活
动和项目。你的投入将引起改变。根据您的可用时间，您可以：
- 花一个小时帮在春节嘉年华，因为他们知道您正在为您的孩子和家人在东北部

构建一个社区
- 参与增益班，并给您的孩子和他/她的朋友们提供机会去学习国际象棋或陶艺。
-在书展卖书，并为我校图书馆提供新的图书和设备。
谁做这项重要的工作？父母，照顾者，工作人员及东北部学生家庭。
6. PTA 主办的活动是开放给东北部小学社区，所以不强制需要加入 PTA 会员。然而
，会员提供了 PTA 主办的活动的重要资金，并运行您对 PTA 业务进行表决，如选举官员
以及对 PTA 的预算方案投反对票。
7. 不，无论是正式 PTA 成员或没有加入 PTA，我们都表示欢迎感谢。
8. 通过一笔小支付，成为 PTA 会员展示了您对一个组织，您的孩子和学校能提供
的有价值的服务支持。由于 PTA 是完全在会员费和筹款下运行，您的资助将引起改变。
会员提供了 PTA 主办的活动的重要资金，并允许您在 PTA 业务进行表决，如选举官员和
以及对 PTA 的运行预算方案投反对票。该资金的支持也通过我们国家组织给了我们在地
方，州和联邦政策中的发言权。通过加入并成为 PTA 组委会的领导者之一，你有机会去
影响学校活动，以及 PTA 的基调。通过资助我们的项目，并表现出您与东北部的其他家
长和工作人员的团结，您的会员资格将支持东北部的教育事业。
9. 没有，绝对没有志愿义务。我们可以随时使用帮助，但我们都大家生活的忙碌
以及家庭的优先级。只需通过提供一个申请和会员费，您将通过资助 PTA，和与其他家
长和工作人员的团结，为东北部的教育事业项目作出贡献。
10. 通过融入孩子的学校，您将融入他/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使您与学
校保持连接，并确保您可以直接影响您的孩子的在校经历。 通过筹集资金来帮助学校
，我们影响着在我们的学校组织的活动与项目 - 不管是万圣节巡游，儿童游乐设施，
或为父母/监护人准备的晚会节目。这些都是学校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您可以成为其中
的一部分。

PTA 将给你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您会结识其他家长，照顾者和学校社区的工作人
员并建立新的友谊。此外，PTA 可以让您运营自己的技能和兴趣爱好，并且学习新的技能
。PTA 可以随时用到您的组织才干，计算机技能，营销能力，财务专业知识和艺术才华
。
最后，您们的孩子将会当看到您们在学校里参加并感到骄傲和激动。他们将为您
们成为学校体验的一部分感到欢喜，您并不需要对于投入时间有压力。您可以自
愿组织整个狂欢节，或只是卖票 - 这完全取决于您。
11. 有一些义工机会适合每个人的时间表。义工时间的长短由您自己决定。 可
能适合您的志愿工作请参见问题＃ 13。
12. 有许多志愿机会发生在傍晚和周末，例如篮球辅导训练，协助嘉年华，国际
之夜，胜利大逃亡，或电影之夜。PTA 委员会也提供职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来完成
，如管理群发功能，运行的 PTA 网站，收集和提交箱顶，以及组织电影之夜。
13. 感谢您询问志愿活动！我们在年初会提供注册表，你可以注册不同的委员会
和活动。志愿者请求也会在整年通过电子邮件和传单传送。这里有一些关于志愿机会
建议：
●我可以偶尔腾出两三个小时，
- 卖书的学术书展。转变可以是 1 个半小时或 2.75 小时之久（春季和秋季） 。
- 销售优惠的电影之夜。这些贯穿全年。
- 花 2 个小时准备孩子们为他们在九月的拍照日。
- 监督在万圣节大游行的孩子们。
- 对于在自行车圈地 1-2 小时帮助（六月）
- 帮助在自行车圈地 2 小时（一天五月或六月）
- 靠卖门票，提供食品，或运行游戏作品有 2 小时的班，在狂欢节（六月）
- 设置，服务，或清理的工作人员午餐（五月）

- 志愿者为/周收集存款 20-30 分钟。每周大可不必。
●我可以每周定期腾出一两个小时
- 每周一次参加增益班，连续 6 周，您孩子的学费将被免除。
- 每周一小时运行 5 年级摄影俱乐部一整年
- 协助滑冰滑雪俱乐部 8 周
- 成员篮球队教练之一
●在春季或秋季我总共可以腾出 10 到 20 小时。
- 协助组织万圣节游行
- 争取成为委员会成员，帮助工作人员午餐活动
- 争取成为委员会成员，帮助国际之夜
- 争取成为委员会成员，帮助春季嘉年华
- 组织图画日（秋季）
- 加入士林图书博览会委员会
- 运行全家福筹款
●我白天上班，有没有在晚上和周末志愿者的机会？
- 培训篮球-周末或者某天晚上一小时
- 协助管理 PTA 网站
- 管理的 PTA 群发功能
- 志愿服务以帮助在晚上或周末举行的全家福募捐
- 工作票和电影之夜的优惠劵
- 狂欢节志愿活动（一个在日傍晚）
- 争取成为国际之夜或嘉年华主办方之一。
项目负责人会要求志愿者全年在东北部雅虎集团（发送服务器），或在东北链接

（ PTA 通讯）这些位置。如果您对特定的义工机会特别有兴趣，请随时直接联系主办
单位（在学校目录中 。
14. 有些志愿机以及注册了第一次 PTA 会议，但通常主办方向东北雅虎集团（发送
服务器），或在东北链接（ PTA 通讯）中发送志愿者的请求。主办单位可协调大量志
愿者，所以如果您没有得到立即响应请不用顾虑。如果您对特定的义工机会特别有兴
趣，请随时直接联系主办单位（在学校目录中）。
15. 感谢您帮助我们提高孩子的教育经验的质量。如果您有兴趣启动一个新项目
，请尽情联系我们的 PTA 委员会的成员，讨论你的新想法并且探讨 PTA 怎样参与并提供
帮助。联系信息请参考学校目录以及 PTA 网站。
15. 家教雅虎集团是一个在线社区，为东北地区小学学生家庭接收更新电子邮件
以及学校有关信息，与讨论有关学校的问题的论坛。你可以发布与学校相关和社区的
问题和信息。校长会在雅虎群组论坛上经常发送信息和学校新闻。虽然信息将会以书
面形式发出，邮件列表将迅速以及广泛地提供信息。请注意，如果你想避免过多的电
子邮件，你可以调整你的群组设置这样没有消息被发送到你的邮箱，你可以仅在雅虎
集团网站上阅览帖子。
16. 如想加盟，请根据下列方式之一进行列操作：
- 去东北小学 PTA 网站 www.northeastpta.com 并点击进入链接
- 发送电子邮件至 NortheastPTA - subscribe@yahoogroup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