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畢業年冊籌備清單 

**請貼在冰箱上** 

五年級畢業年冊委員會現在已經開始籌備2023年的畢業年冊希望可以讓我們的五年級生有個美好

的紀念品。我們需要您的協助讓這本畢業年冊充滿美好的回憶。 以下是畢業年冊的籌備清單請您

務必交上每一個項目。請您密切注意以下的截止日期已確保您的孩子有參與到年冊的編輯。 

● 上Pictavo網站註冊帳戶後您即可開始上傳照片。截止日期 11/18 

● 上傳一張小時候baby 照片。截止日期 11/18 

● 上傳 5 張您的孩子K至二年級與學校活動有關的照片。截止日期 11/18 

● 編輯設計與提交學生個人專區照片/圖片 (需另外購買)。截止日期 3/1 

● 編輯與提交留言版刊登的祝福或感謝的話 (需另外購買)。截止日期 3/1 

● 廣告刊登 (需另外購買)。截止日期 3/1 

第二至第四頁會有更詳細的內容給您參考。或您也可以上五年級畢業年冊的網站，我們歡迎您追

蹤與關注畢業年冊委員會的社交媒體隨時會有最新消息。 

Directions for checklist 

 

https://www.ps221pta.org/yearb

ook/ 

 

Instagram   

 

Facebook 

 

ps221CLASS2023 

Pictavo 

 
www.buytheyearbook.com 

更多相關疑問,請電郵 ps221yearbook@gmail.com 

Warm Regards, 

The Fifth Grade Yearbook Committee 

建立新帳號 Pictavo (截止日期  11/18) 

我們開始使用Pictavo網址軟體來幫助您上傳您的年冊照片，所以請務必建立新帳號後才開始上傳

Baby照片及畢業生個人專區編輯設計。請參照以下訊息指示: 

1. 上網址 www.buytheyearbook.com 或掃 Pictavo QR code (請參閱以上) 

2. 輸入代碼 710644 在School ID# 搜索欄  

https://www.ps221pta.org/yearbook/
https://www.ps221pta.org/yearbook/
http://www.buytheyearbook.com/
http://www.buytheyearbook.com/


3. 您將會被帶到 PS 221 North Hills 專屬網頁,請點選‘Create an Account’ 

4. 請填寫資料以便建立帳號. 填寫資料時請選: your role: parent (家長) 

5. 您將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確認您登入的資料->點選"Click Here”->您即可登入 

上傳您的照片 Pictavo (截止日期  11/18) 

當您建立好了新帳號， 登入網址 www.buytheyearbook.com 或掃 Pictavo QR code (請參閱

以上), 您即可開始上傳您的照片。 

1. 輸入您新設立的帳號 

2. 點選 ‘Pictures’ 

3. 點選對的資料夾後並上傳之相片: 

✔      Baby Photo [請選您孩子的教室號碼] 嬰兒照只能上傳一張 

✔      Events Kdg-2nd [請選您孩子的教室號碼] 只有跟學校活動有關**的照片從K至

二年級最多可上傳5張照片 

4. 在確認上傳前請務必詳細說明您上傳的照片,放上您孩子的姓名及當初的年級/年份(如有同

學同照也請放上他們的名字)。 

註明:  

* Baby Photo 嬰兒照只能上傳嬰兒的單獨照無他人，請上傳原始檔案並非截屏。 

**School Events/activities Photos 學校活動**的照片必須是本校或PTA 家長會舉辦的活動

。請勿上傳私人或本校以外的活動如生日派對。 

留言區塊 (需另外購買) 截止日期  3/1 

留言區塊是開放給大家留言的,您可將對學生,老師,校方人員祝福或感謝的話刊登在2023畢業年冊

的留言版上,任何人,如親戚朋友, 都可購買一個留言區塊留言給 P.S. 221社群。 

今年我們將會利用 Google form表格來收集留言表格。如需購買,請填寫以下表格  

https://forms.gle/eKgUu4GSTL398ism8 或掃以下 QR code:  

 

http://www.buytheyearbook.com/
https://forms.gle/eKgUu4GSTL398ism8


購買2023年冊的學生專區 (需另外購買) 截止日期  3/1 

購買學生個人專區來表揚您引以為傲的應屆畢業生! 個人專區是五年級生專屬的小天地,家長可放

上更多孩子的照片來慶祝他們的成長, 孩子更能隨時拿出來回 味～ 您可用孩子們關鍵性的照片建

立他們的個人專區,例如他們私人興趣或其他校外活動時的相片。請注意,年冊上只有個人專區可以

放校外活動照片。建立個人專區如同上傳他們的baby照 片一樣簡單,請即刻上網選購專屬孩子的

個人專區吧!  個人專區尺寸有分成(4) 個不同尺寸跟價位。 

購買及設計您的個人專區: 

1. 前往 www.buytheyearbook.com 網頁並登入您的 User ID及密碼 Password   

2. 點選 'Student Ads & Business Ads'‘學生廣告 & 商家廣告’ 

3. 點選 'Get Started'‘開始編輯’ 

4. 輸入資料 

5. 尋找您要的尺寸 ‘AD SIZE -> 按 'Next' 

6. 選擇繼續遊覽或前往到購物車 CART 

7. 購物車結帳完成購買 

8. 前往 'My Account'-> 點選 'My Ad' 我的廣告-> 點選 'Design' 設計 

如需照片上傳協助,請撥打 Pictavo 熱線 1-800-290-0036 或 email answers@pictavo.com 

 

學生專區尺寸跟價位: 

$35: 名片大小 (1/8) $75:  半頁(1/2)  

$55: 四分之一頁面 (1/4) $140: 整頁 

廣告刊登 (需另外購買) 截止日期  3/1 

五年級畢業年冊編輯委員會需要廣告支援，這將補助畢業冊的成本花費。如果您有自營的生意

或熟悉的店家及廠商，請告知他們這個大好的曝光機會，2023年冊將被上百個家庭訂閱, 而他

們的刊登廣告必為其帶來極大商機。  

 

廣告刊登尺寸跟價位: 

$35: 名片大小 (1/8) $75:  半頁(1/2)  

$55: 四分之一頁面 (1/4) $140: 整頁 

 

 

請遵循以下訊息來設計您的廣告:  

mailto:answers@pictavo.com


● 請用英文刊登  

● 廣告需以相片模式以便掃描並且依照您購買的廣告尺寸製作而成。尺寸規格附於背面供您

參考 

● 如欲購買廣告,請將您的廣告電郵至 ps221yearbook@gmail.com 並將支票放置信封標

明 5th Grade Activities committee 送至學校辦公室。請在信封裡附上公司行號名稱，

廣告設計者名字，聯繫電話 

● 支票抬頭請開 PS221 PTA。註明 "Business Ad"在memo上 

● 如果繳交的廣告檔案不符合要求,年冊委員會會退回原件請您修改,逾期繳交的廣告無

法保證能刊登於2023年冊,請抓緊時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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