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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的使命宣言 

    

  学城高中致力于培养学生通过

高等教育机会成为全球公民，学

校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技术课程

和商业课程以及与大学的合作伙

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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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执行委员会 学校领导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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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Collins, 校长 

Kelly Powell, 副校长 

Andrew Lotosky, 美国纽约教师联合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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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PTA 领导 

和 SLT 成员  

 

家长参与政策 

       学城高中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家长志愿者计划，以及学校领导团队和家长教师委员会。所有的家长都有

资格加入这两个组织。学校的委员会将协商有关于学校的资金使用计划，并会涉及到有关家长参与政策和

家长学校的紧凑发展。 

       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学城高中将提供以下项目： 

 

1. 家长/学生手册将在每年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发给每位学生 学校手册，让学生和家长清楚地了解学校的使

命，愿景，以及对于学生的期望。 

 

2. PTA和SLT会议全年都会举行，以便来帮助父母了解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学术要求和学生们的成绩标准,

以及学校的管理政策和当地的学术评估指标。PTA会议和SLT会议将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举行。具体日

期将会安排在没有学生出席的时候。会议将专注于家长和老师如何一起合作来监控孩子的进步来帮助提高

学生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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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TA研讨会将在秋季学期举行家长网络培训和接受在纽约市DOE上的培训，以及ARIS, 成绩查询

（Jupiter Grades）和学校网址都将会张贴在学校。 

 

4. 学生的活动委员会将计划在每年一度为家长和学生举办活动，如定期增值仪式，家长/志愿者周，家长午

宴，家庭日午宴抽奖活动，年度与家长共进早餐，年度与校长早餐，野营和大学旅行，UNHS 全校活动

日，以及各种节日活动。  

 

5. 每个学期至少有两个家长会（秋季和春季）举行，讨论关于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课程的改变，预期的

测试，以及其他老师或者父母有可能的担心问题。另外，将会举办两个家庭之夜。 

 

6. 通过Jupiter Grades，邮件，电话通讯， 学校网站，和周期性的学生成绩报告，帮助家长了解学校的课

程和学生的成就。 每月新闻周刊会包括育儿技巧和其他建议。所有的邀请将及时通过我们学校的网站，如

有其它重要事件，一个额外的电话会打到到父母的手机上。 

 

7. 一个学校和家长的小型设计来自于家长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其中概述了父母，学校员工和学生所分享的

改善学习的责任。 

 

8. 在每学年的开始，所有的学生父母都会分发到一份问卷调查，也可以在学校的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参

与。学校将与家长调查团队编制和审查回应父母的意见以及对于当前项目提出和改进的建议。 

 

9. 学校将尽一切努力使与父母沟通的格式和语言变得更加简单，让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学城

高中欢迎所有的家长和社区的成员。 

 

 



7  

学城高中学校和家长的合约 

       学城高中和学生家长一起参与活动，服务，和程序项目，中小学教育法案第一部分同意遵守这份合

约，其中概述了父母，学校员工和学生所要分享的责任和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意思是说学校和父

母将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来帮助孩子达到或者超过纽约州的学业标准。这份学校和家长的合约将在2018

年-2019年期间实行。 

学校的责任 

1. 学城高中致力于提供一个严格的课程，这些课程是与《共同核心州立》为标准建立的,没有任何的教学障

碍。这是我们的责任支持并且给予所有的学生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以满足和超过纽约州学生学业成绩

标准如下: 

a. 学校将通过雇佣高素质教师来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和教学,以满足NCLB标题1的要求。 

b. 学校将以协作的方式,组建一个学术项目,达到或者超过了所有规定的时间要求四个核心学术课程。 

严格的课程和教学将由员工协作的方式设计并且指导内部的职业发展,区域资源,和私人承包的教育实体

以及通过我们与纽约大学合作,以确保指令是有区别的,以满足不同学生的技能水平。放学后学校将会提

供课后辅导。学术地位高的学生放学后将有机会城市大学的巴鲁克学院和拉瓜迪亚社区大学，以及布鲁

克林社区大学参加大学课程。他们也将有机会参加大学课程在学校本身的一天学习中。 

 

2.  父母会提供一致的沟通有关于他们孩子的进步。具体来说,我们将提供以下 : 

 在线访问Jupiter Grades 通过刻度追踪孩子的持续进步，并且学校一年内将会提供六次的成绩单。 

 家长会议每年将举行四次在纽约能源部指定学校日历。  

 个别家长可以联系老师如果学生有任何困难，与父母协商合适的干预和指导，促进学生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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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成高中的老师将会通过电话和学校的会议来商讨校规。 

4. 父母将持续，及时的被邀请参与帮助计划，评估，和改善学校政策的一个组织。这是通过父母参

与PTA和SLT会议。PTA调查小组将举行会议,讨论和修订学校家长的合约,讨论正在取得进展,并

决定合约是否已被修改成最好，鼓励家长学生的参与和支持。校历将创建并与学城高中所有成员通

过学校网站共享: www.universityneighborhoodhs.org 和学校的通讯录。 

5.  学城高中将会通知参与活动的家长在秋季举行的一次会议（条例1）。A部分的程序将会解释条

例1中的内容。条例1中涉及到A部分的要求以及父母的权利。学城高中将会在父母方便的时候召集

会议， 并会提供更多机会让家长参与更多的会议。如在早上或晚上,以便让更多的父母可以参加。

学校将邀请并鼓励所有家长来参加。 

6. 在一个统一和理解的格式中，信息将提供给参与活动学生的家长 。包括替代格式上会有残疾的 

父母的要求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学校希望家长可以理解语言上的内容 

7.根据要求，以学校为基础的调查团队将提供关于学校相关的非机密性质的信息数据,以及它是如

何用于服务我们的学生。 

8. 在父母的要求下,学城高中将会提供机会为父母制定定期会议的建议与参与，在适当的时候，对

孩子进行教育上的决策。学城高中将会对任何建议作出回应，只要是实际可行的。 

9. 10月期间的PTA会议将会对高级信合进行传播 以确保所有学生和家长都知道毕业的要求和学生

行为的预期，以便能够参加所有高层活动。 

10.在条例1中的200.56节中，如果学生长期分配给教四个低质量的老师，学校会及时告知父母 

11.每周将提供专业发展和教学评估工具,促进教学人员的教育发展。 

12.为了学校安全信息传播,会在紧急情况下通知回忆的具体日期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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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责任 

 

我作为一名学城高中的学生家长, 我会支持我的孩子学习并叫他/她遵守以下条例： 

 早上出勤。我会打电话(212) 962-4341 给学校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出席。 

 确保教学任务的及时完成。 

 为我的孩子从事创造平衡学术的工作安排，监控的数量和娱乐的类型。 

 参加或陪伴在9到12年级的大学旅行,旨在向学生介绍高等教育机构。 

 适当参与与我孩子的教育相关的决策。 

 积极的利用我孩子的课外时间,确保足够的学习时间,鼓励参与课外活动,以及监测和限制使用的电子设

备。  

 保持了解我孩子的教育、学术的进步,和在学校的行文，通过访问Juiter Grade和参加PTA会议和家长

会。 

 给我的孩子提供适当的服装和监控孩子的日常穿着。  

 为了与校方保持沟通，我会及时读校方送来的电子邮件，孩子带回来的信件，和其它邮件。 

 与学校保持沟通渠道,及时阅读邮件或孩子迟到通知从学校或学区,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反应。 

 关于任何学校相关通知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通知学校关于监护的变化和联系的更新 (地址、电话号码等 )。  

 参与开发、实施、评估和修订学校家长参与政策的合约。 

 尽可能服务在政策或咨询小组,可能包括学校改进团队,政策咨询委员会,针对政策咨询委员会,和/或行业巨

头的支持团队或家长的调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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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责任 

 我作为一名学城高中的学生, 我将分享责任稳步提高我的学术成就和满足或成功超过州政府的最高标

准。具体来说,我将: 

 每天准时到达学校。 

 每天做我的家庭作业,从教师寻求帮助,必要时从父母或同学那里获得帮助。  

 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课外时间读书。 

 给父母所有我从学校里收到的通知和信息。 

 参与课外活动如俱乐部、体育、和/或学生会。  

 在学校里通过我的言语和行为促进积极的基调。 

 避免从事物理等破坏性行为涂鸦或破坏学校的财产。  

 根据需要参加课后活动和周六课程并参与行业巨头提供的其他服务或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接受学术辅导

和/或测试准备。 

 遵守校规， PBIS 政策, and DOE的纪律规范。 

 促进所有学生的安全有效的学习环境。  

 参与课外教导和中间项目。  

 尊重学城高中的所有成员,包括同学、教师、管理员、员工、和父母。  

 穿适当的学校服装。建议学城高中衬衫和卡其裤。细肩带、腹部霸菱衬衫、丝质、连帽衫,短裤,和下垂的

裤子是被禁止 

 手机管理政策允许在大楼里使用手机，但不是在课堂上。父母请不要在您的孩子在校上课时间打电话，有

急事，请联系的主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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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  SLT and  

PTA 会议日程表 

SLT 会议—下午4:00-下午5:00  

PTA 会议—下午5:00-下午6:30  

 

 

 

 

所有 SLT/PTA 会议将会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三举行，除非有特别指出的特殊情况会进行更改。  

家长们会在会议举行的前五天知道具体的日期安排，如若有任何更改的话。 

9月26日, 2018 (家庭之夜) 

  

2月13日, 2019 

  

10月10日, 2018 

  

3月13日, 2019 

  

11月14日, 2018 

 

4月 10日, 2019 

  

12月12日 2018 

  

5月9日 2019 (家庭之夜) 

  

1月9日, 2019 

  

6月12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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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学校账户 
  

 拥有纽约学校账户，您会有以下新的方式来看到您的孩子在学校进步的关键信息： 

● 出勤率– 查看您的孩子当前学年的出勤率,包括他或她的天数迟到或缺席。 

● 成绩– 查看孩子当前学年每个学期成绩单上的成绩和老师的评论。  

● 学生档案– 查看在学校您和您的孩子的信息文件。  

今年夏天晚些时候,您可以查看其他信息,比如孩子的考试分数和时间表。 
 

我怎么创建一个账号? 
您必须是学生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并且生活在同一个地址才可以创建一个账号。如果您有一个以上的还在在纽约市读书，您

可以创建一个账号同时访问所有孩子的学校账户。 

1. 与您孩子的学校预约一个时间。 
 

2. 带着你的电子邮箱和以下一份您的照片身份证件： 

护照 

驾照  

纽约市民卡 

获得额外的照片身份信息请访问：http://www.nyc.gov/idnycWelcome NYC Parent or Guardian 

 

您可以注册一个免费的电子邮箱 ,如 Gmail, 或者Hotmail，Yahoo 

3. 与家长协调员设立一个账户并收到一个临时密码。 

当您创建帐户在您的学校,您会得到一个与您的临时密码打印收据。  

4. 在你的平板电脑，笔记本，手机上登入您的账号 

进入 http://schools.nyc.gov/myaccount 并且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临时密码. 您将被要求为您的账户创建一个新的个人

密码。   

其他的帮助 

纽约的学校可以在联网的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和智能能手机。如果您需要使用电脑，请访问您临近的公共图书馆。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援助或者您的账户浏览有问题，联系您孩子的学校或者拨打311 
 

 更多的参考网址: http://schools.nyc.gov/nyc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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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iter Grades 
Jupiter Grades 是学城高中用来改善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的一个在线的成绩单查询程序。Jupiter 

Grades 让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在线检查当前成绩以及个人作业和成绩。  

如何工作? 每个学生和每个家长或者监护人都将会得到一个个人密码在每学年的开始。教师发布作业描述

和成绩在网上的成绩单上。 你的安全访问,你可以将你孩子当前的所有 班级的成绩放在书签页上。Jupiter 

Grades每天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信息。 

 

我怎么得到并且使用Jupiter Grade? 在你收到你的密码之后: 

1. 进入 www.jupitergrades.com.  

2. 点击 “Login” 按钮在你的电脑屏幕上。 

3. 输入你的 ID 和密码。 

4. 输入学校的具体信息.。 

5. 选择一个新的密码。  

 

我们学校的网站 

我们学校的网站, 拥有所有特殊时间的日历, 考试安排表,信息,  以及老师的联系方式和评语。 

我怎么登入学校的网站?   

1. 输入 www.universityneighborhoodhs.org.  

2. 点击 “Parents” 按钮. 

3. 登入  

如果你需要重新得到你的密码在 Jupiter Grades 或者学城高中的网站, 请联系我们的家校联络员, Lisa 

Ranson, 电话 212-962-4341, 分机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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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家庭作业，等级 

评估 

除了国家和全市标准化考试,本学校还使用以下几点评估学生的学习: 

 观察学生的工作和对话 

 收集和评估学生在课堂上和在家里做的作业 

 创建的学生工作的集合是为了保存在一个投资组合  

 定期小测验和测试  

 要求学生评估自己的工作和行为的理解  

 通过项目和模拟评估学生的理解  

 共同管理核心国家批准的业绩任务 

 

家庭作业 

我们认为，家庭作业帮助学生加深对课堂引入技能和概念的理解，建立独立学习技能，并为学生上大学

的严峻考验作准备。通过研究证明表示支持这一理念。你知道吗？35%的学生坚持完成有意义的作业确

实比学生没有在标准化测试中更好。 

  

至于家庭作业的学生多少都会有，总理的规定要求高中学生每天做作业至少要两到三小时。所有学生每

一天放学后至少要有30分钟去阅读。  

 

就像班上的工作,家庭作业应该要做完,整洁,并细心地完成。作业报告和质量将会影响一个学生的分数。 

 
 

年级 

学生将会收到每个标记阶段报告卡并将收到教师根据分级的政策进行分级。学生可以通过登录

www.jupitergrades.com随时查看他们成绩的进展和他们最终的成绩家长将收到他们自己的密码来监控

他们孩子的成绩。 

 

 
 



15  

 

到校, 出勤率, 过渡时期, 提前放学 
学生需要每天准时来学校。如果一个学生不能来学校, 父母或监护人必须拨打学校的电话（212）962-4341并说明早上

没有预期到达学校的原因和理由。只要有可能,医生和其他重要的任命会被安排在放学后。  

所有学生都必须在不晚于上午8:10到达学校学生需要准时到达学校 

 

前往学校：时间和地点 

 进入学校时要显示出你的学校身份证 

 早餐会从早上7:30服务到早上8点 

 你必须不迟于上午08时15分上课报告 

 

如果我迟到了，会发生什么？ 

 如果你在早上8:15以后抵达上课，你将会有迟到标记。 

 如果你迟到了，你应该先刷卡进去，之后你会得到一张迟到证明。 

 如果你在上午10点到达,你必须去办公室得到一张迟到证明并且拨打你父母的父母告诉他们你已经迟到。之后，你可

以去你课程表上现在时间所要上的课。 

 在你第一次迟到后, 你的迟到记录会永远出现在你永久记录上。 

 

如果我缺席会发生什么？ 

父母或监护人必须拨打本学校电话，并且要给出席会议的秘书留个口信或者在电话答录机留言在你不在学校的那天。当你

缺席的时候,你需要带一份从你的家长或监护人或任命地方的书面报告解释为什么那一天没有来学校。如果你在一个月内

有三次无故缺课,你的家长/监护人将被要求与出席会议的指导顾问和校长制定改进计划。 

 

 

如果我需要早点离开，该怎么办？  

如果学生需要提前离开医生的预约，大学面试，法庭出庭等，家长必须通过书面通知或电子邮件通知学校

smaldonado4@schools.nyc.gov，表明1）他们与孩子，2）被释放的时间，3）提前释放的目的，以及4）可以联系到

父母的电话号码。学校会将父母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与孩子蓝色应急卡上的数据相匹配，并通过电话确认提前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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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出席率、转换、提早放学 

什么是卫生间和水要求的程序？ 

每一次一个学生离开房间时，他或她必须签署 “ -教室出来日志 ”在每个老师的房间。学生应该保存自己的日常规划书，

保持自己的日志所花费的时间在会话类以外的教室  这将使他们能够监视他们的上课时间。 

 

学生不得离开教室期间  

-第一节课 

-上课前10分钟 

-上课的最后10分钟 

 

 

入口和出口手续 

 所有学生都必须刷学校身份证进入大楼。如果身份证遗失，学生必须提供他或她的名字来手动输入 

 学生迟到 (上午10点之后 )必须去总办公室签署名字并获得一张迟到证明。八点半到十点的学生,可以

在入口处刷卡时得到一张迟到证明。 

 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在学校大楼结束一天前由家长或监护人签署后才能离开 

 学生必须通过由安全服务和本文件（程序或提前释放的形式）值班的学校安全主任的主要出口退出。

学生不可以从大楼的后门或通过电梯和餐厅出口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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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着装规范 

为了提供和促进优质教育在最小的干扰的环境下 ，,我们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一起合作并且符合以下着装。

所有的学生，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希望适当注意个人清洁，并适当地打扮在学校和学校的功能。学

生的着装，仪容，和外观，包括发型/颜色，饰品，化妆和指甲，应当： 

 认识到极简服装如管上衣,净上衣、吊带衫、背心、细肩带、低胸领口( 前或后 ) ,但是暴露身体的半

节迷你短裙和透明的服装不适合的学校。 

 确保外衣可以完全覆盖所有的内衣。 

 包括鞋类。 

 不包括在学校里戴帽子，除了接受医疗或宗教目的的文档。  

 不包括低俗，淫秽，诽谤和，或诋毁他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取向，或残疾的项目。 以及

没有裸体描绘的衣服。 

 不提倡或认可使用酒精，烟草，或非法药物，和/或鼓励其他非法或暴力活动。 

学生违反着装以及通过覆盖或删除的条目修改外观,或者,如果有必要或者具有实用性的，将会有可接受的项目替换

它。任何学生拒绝合作可能需要与家长/监护人回国或学习暂停。  

 

手机/通讯设备 

总理的监管A- 413是手机的新规定。它控制手机的使用,计算设备和便携式音乐和娱乐系统在学校的财

产。该条例规定如下： 

 学生被允许带以下电子产品: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ipad和其他类似的计算设备 ( “ 设备 ”计

算 ),便携式音乐和娱乐系统。 

 手机和便携式音乐和娱乐系统不能打开或使用任何学校管理的测试期间,测试或考试。 

 手机、电脑设备和便携式音乐和娱乐系统不得打开或者用在消防演习或其他应急演习。若违反任何设

备都将直接没收并将返回到家长或监护人。我们承诺和决心确保我们的学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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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 2018-2019 学年日历 

 

9月5日 星期三 开学第一天 

9月10-11 星期一-星期二 Rosh 新年学校关闭 

9月19日 星期三 赎罪的赎罪所-学校关闭 

9月26日 星期三 家庭夜, 4:30-7:30;和 PTA 会议 

10月8日 星期一 哥伦布日间学校关闭 

10月10日 星期三 10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10月12日 星期五 标记期结束1 

11月6日 星期二 选举日-没有学生出席: 议长的 

工作人员发展会议日 

11月12日 星期一 退伍军人日-学校关闭 

11月14日 星期三 11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11月21日 星期三 标记期结束2 

11月22-23 星期四-星期五 感恩节休息-学校关闭 

11月29日 星期四 家长教师晚会 

11月30日 星期五 家长教师下午 

12月12日 星期三 12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12月24日至1月

1日 

星期一-下星期

二 

冬季休会, 包括圣诞节和新年–学校关闭;学生返回于星期三, 1月2

日 

1月9日 星期三 1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1月18日 星期五 标记期结束3 

1月21日 星期一 马丁·路德·金博士, 学校停课 

1月28日 星期一 校长会议日-没有学生学校 

1月29日 星期二 春季学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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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 星期二 农历新年-学校停课 

2月13日 星期三 2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2月18-22 星期一-星期五 冬季休会, 包括华盛顿的生日和林肯的生日, 能源部观察-学校

关闭 

3月1日 星期五 标记期结束4 

3月7日 星期四 家长教师晚会 

3月8日 星期五 家长教师下午 

3月13日 星期三 3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4月10日 星期三 四月会议: 4-5:00 P M 

PTA 会议: 5-6: 30点 

4月18日 星期四 标记期结束5 

19-26 月 星期五-下星期五 春季休会-学校关闭 

5月9日 星期四 家庭夜和可能坐下/PTA 会议, 4:30-7: 30点 

5月27日 星期一 纪念日被观察-学校关闭 

6月4日 星期二 开斋节-学校停课 

6月6日 星期四 没有学生出席: 议长的 

工作人员发展会议日 

6月12日 星期三 君来会议: 4-5:00 P 

PTA 会议: 5-6: 30点 

6月17日 星期一 标记期结束6 

6月26日 星期三 学生的最后一天 

学城高中 2018-2019 学年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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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上课时间表 2018-2019 

 

 

 

 

节次 开始 结束 

0 7:30 8:15 

1 8:15 9:00 

2 9:03 9:48 

3 9:51 10:36 

4 10:39 11:24 

5 11:27 12:12 

6 12:15 1:00 

7 1:03 1:48 

8 1:51 2:36 

9 2:40 3:25 

10 3:25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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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S毕业要求标准 

删除升迁条件 

 

 

你必须获得至少45学分才满足毕业要

求,具体学分显示在这里 
州政府文凭 优秀的州政府文凭 

英文 8 学分 8 学分 

社会学习 8 学分 8 学分 

数学 8 学分 8 学分 

科学 6 学分 6 学分 

外国语言 6 学分 6 学分 

美术/音乐 (艺术) 2 学分 2 学分 

健康 1 学分 1 学分 

体育 4 学分 4 学分 

总学分 45 学分 45 学分 

毕业需要通过的州政府结业考试 
 

1个类别数学 

1个类别的科学 

1个类别的历史 

1个英文 

优秀毕业生需要通过的州政府结业考试 

3个类别数学考试 

2个类别的科学考试 

1个类别的历史 

1个英文 

1个L.O.T.E.(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考

试)  

州政府结业考试 

纽约州的地区文凭的要求 

只有IEP学生或者与504年内容学生或学生只会符合纽约州的地区

文凭,如果他们能通过他们所有的评议得分5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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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Offered at UNHS 

早期大学学院 

学生毕业时可获得高达24免费的大学学分。学生可以在UNHS

校园里学习8门大学课程（相当于24个大学学分）。 

学生资格是基于在纽约州摄政英文考试中获得至少75分或以

上。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  

旅游与旅游  

学生至少完成7门以上的商业为主的选修课程，并至少完成4门

大学课程，相当于12门免学费大学学分。  

学生资格是基于在纽约州摄政英文考试中获得至少75分或以

上。 

学生们还可以在夏季在Baruch College校园里获得两个额外

学分，即现在的现在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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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对学生应有行为的积极干预和支持 

学城高中自豪地制定了积极干预的行为和支持（PBIS）。 积极干预的行为和支持（PBIS）有助于所有学

生成功。 

● PBIS 保含了以下座右铭 

 尊重：我们要尊重，并有礼貌和善意地对待他人 

 责任：在没有成人监督下，用责任,能力或权力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原因：收集来的信息来，形成一个定论。 

● 积极干预的行为和支持（ PBIS） 是一个奖励制度,鼓励积极行为。 

 

学生应该要尊重自己、同学、工作人员、学校访客,和建筑(保持清洁)。学生要负责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做决

定时应该使用原因当他们考虑他们所做的事情或并考虑他们做什么或说什么会影响自己和他人。 

    

学生在校园内的所有时间要有适当的行为。在进入大楼,他们要扫描他们的身份证和放好他们的学生身份证,并

且在学生在学校上学时要远离电子产品和帽子。学生上课时要准备用适当的材料（笔，纸，书籍，和家庭作

业）并且要做到说话恭敬。在走廊里的学生要一个个安静地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以促进学术文化。学

生将会参加所有课程 并且当学生在走廊时将会安全通过。学生在餐厅吃完午餐后会要主动清理自己地垃

圾。 

学生将开发和实现学术和社会目标。学成高中的目标是为所有学生在积极的和安全的学校环境下，用最大限度

地发挥学术和社会的成功，为学生上大学和工作做准备。 

  

奖励将给予加强积极的行为。奖励要求将包括电影票，礼物卡，作业优惠券，在班上的额外学分，以

及各种学习用品和零食。捐赠是最大的赞赏。 

 

我们需要父母的支持,以确保积极干预的行为和支持（PBIS在）学成高中的成功。家庭和社区成员的声音将

直接通过学校领导团队和学校调查。如果你有问题,请联系 Ms. Catania 电话212 962-4341,  分机 5060 或

者前往 www.pbis.org. 

 

家庭、学生和学校员工将共同努力并确保我们所有的学生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期待着在我们的家长会

（PTA）会议,学校旅行,和事件中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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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的12个非商议规则的前言 

 尊重自己 : 使用理性来进行自己的方式,将帮助你实现一个成功的和健康的未来。 

 尊重他人 :  礼貌，公正和诚实对待尊敬你的同事。  

 尊重财产 : 为你的个人财产承担责任和照顾我们分享的项目。 

 

不可转让的规则和条例 

1. 定期参加所有课程。  
 

2. 遵守学校的着装。衣服是帮派或促进暴力高度禁止。在学校里不准戴帽子和头罩  
 

3. 迅速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进入房间时要保持安静,坐在你分配好的座位,并立即开始工作。第一节课，

午餐时间，或者每节课的前10分钟和最后10分钟是没有卫生间通行证。   
 

4. 每天做好工作准备。你需要带来很多的活页夹,作业笔记本,钢笔,铅笔,尺子,和其他学习所需要的设备。 
 
5. 每天晚上做作业。  
 
6. 吃饭只能在食堂吃。禁止在食堂内咀嚼口香糖.  

 
7. 桌面保持清洁。 
 
8 不参与身体或言语暴力。学会不同意但又不讨厌。. 
 
9. 尊重建筑。不涂鸦、破坏或垃圾在建筑的每一个部分。  
 
10  显示你的学生程序或身份证给任何成人权威的请求。 
 
11 早退只允许家长/监护人在学校总办公室签署名字后。  

 

干预措施和打破非流通规则后果可能包括: 

 同伴调解 

 讨论相关老师的合同行为 

 与辅导员会议 

 拘留/社区服务 

 与家长/监护人∙会议 

 校长停职/主管停职 

 转移到另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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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IS (积极行为的干预和支持 )  
I. 早上到达： 

a. 准时到达学校 

b. 安静的进入大楼 

c. 摘下帽子和外衣 

d. 关闭和放好所有的电子产品。摘掉耳机和电线。 

e. 从饭堂释放之后，直接步行到班级 

f. 默默的听着所有的课程。 

g. 当你迟到的时候，带请假条到办公室。 

 

II. 走廊/楼梯间 

a. 从指定的门离开课堂。 

b. 安静 

c. 冷静 

d. 直接去下个教室 

e. 避免与其他的同学身体上的接触 

f. 遵守指示在门和走廊。 

 

III. 教室: 

 a. 在铃声响之前进入教室，找到你的座位并且开始写现在做的事。 

 b. 书包应该放在椅子的后面或者椅子的下面。 

 c. 坐姿正确与椅子平放在地板上，脚放在桌子下。 

  d. 举起你的手，不是直接说话。 

  e. 留在你的座位 

  f. 及时抄下你的家庭作业 

  g.学生将完成所有分类工作和家庭作业。 

  h.专注和坚持任务, 避免干扰。 

  i.等待解散通过老师从指定的门。 

 

IV 代课老师: 

a.  尊重代课老师；他们也是正规老师。  

b.  在整个上课时间，学生将继续呆在这个房间。 . 

d.  完成所有工作，并将由学科教师收集和改分。 

e.  出席表将要带着。 

f.  遵守所有的教室和学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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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餐厅： 

a. 直接去餐厅 

b. 安静的排队等领取午餐 

c. 留意老师和学校的员工 

d. 呆在座位上 

e. 遵守保持环境干净。 

f. 完成所有的食物当你离开餐厅前，不要把食物带出餐厅。 

g. 保证所有的垃圾妥善处理。 

h. 遵守释放指令 

i. 学生要留在学校在午餐时间除非有护送主管 

j. 从学校商店购买健康的零食和文具。 

 

VI. 下午放学离开 

a. 呆在座位上，等老师的指令再解散 

b. 所有的个人物品必须每天带回家 

c. 安静的走到出口 

d. 迅速离开大楼和学校区域 

 

VII. 消防演习： 

a. 保持绝对的沉默 

b. 按住栏杆 

c. 安静的排队走 

d. 离开在教室里的书包 

e. 观察和听指示 

f. 离开，带在，和回到教室 

 

VIII. 学校旅行: 

a. 记住，你是代表学诚高中;遵守用所有学校的规则。 

b. 以有序的方式带领自己。 

c. 遵循所有的指令。 

d. 在公共汽车或火车上不要使用食品/饮料。 

e. 保持与你的小组一起行动。 

f. 听从所有的成年人 

g. 尊重所有你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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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城市公共汽车/公交车合同: 

a. 行为适当,以免危及自己安全或其他人的安全  

b. 保持身体部分以及其他部分都在公交车和火车的里面。 

 

 X.储物柜  

a. 合适的使用时间是在午餐时间和放学后。 

 

XI. 社区： 

a. 尊重财产就像你自己的。 

b. 恰当的处理所有的垃圾。 

c. 留在人行道上。 

d. 注意周围的人和你的环境。 

e. 穿过人行道用横道灯。 

 

XII. 一般规则： 

a.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财产 

b. 适当的学校服装。建议学城高中衬衫和卡其裤。不允许的服装： 帽子，头巾，抹布，细肩带，抹胸

上衣，低胸衬衫，超短短裤, 和下垂裤。 

c. 携带身份证 

d. 准时到达所有的教室，程序集和自助餐厅  

e. 带笔，铅笔，笔记本，和任何其他所需的物资和教科书 。 

f. 毁损财产和学校涂鸦是禁止的。这包括,但不限于:墙壁、书籍、桌子、门和洗手间。 

g. 遵守教学楼所有的成年人 

h. 使用适当的语言 

i. 在教学楼的每个地方都禁止口香糖 

j. 食物只能在餐厅使用。 

k. 学生们持续逗留在食堂直到主管要求离开 

 
XIII 安全规则: 

a. MP3播放器、手机和手持电子游戏是禁止的。 

b. 学生禁止带其它人 

c. 直到放学， 不允许戴:帽子、其它包头物，围巾、牙齿矫正器和夹克。 

d. 禁止任何形式的打斗,包括恶作剧。 

e. 禁止毒品和酒精。 

f. 禁止在学校建筑物或校园吸烟 

g. 玩耍校方设备,如火警或灯光,是绝对禁止的。 

h. 纽约学校规定:“携带武器在教学楼对其他学生造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包括:刀、小刀剃须
刀,盒子刀具,打开信服的器具,BB枪,和任何其他东西可以用作武器的是绝对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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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大学办公室 
高中大学社区学院办公室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教育和职业目标。学院办公室提供个人大学咨询和宣传、校园

互访,研讨会在应用程序进程和金融援助,为家长和教师研讨会,SAT或ACT预科课程。学院办公室是由一个全

职的大学顾问,提供团体咨询和个人建议。所有的学生将进入大学办公室,位于202房间。 

 

大学顾问也有教学，学院准备类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每周两次  

在大学准备课程的学生将探索职业院校,满足他们的兴趣,完成他们的大学申请城市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私立大

学,申请FAFSA和奖学金,写大学论文,与大学代表和学习面试技巧   

 

下面是一个时间表显示当应用程序将在完成高级类:  

·   9月:SAT或ACT登记 ·10月:城市大学应用 ·11月:纽约州立大学应用 ·12月:私立大学的应用程序  

请注意,虽然这是类遵循时间表;由个别学生跟踪所有应用程序的日期和期限。如果学生申请大学与应用程序,

上面的时间表之前的最后期限,它是对学生责任带来大学顾问的关注 。 

 

申请费： 

纽约城市大学的 (城市大学 ): 65美元 (包括六个学院的选择 )  

纽约州立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 ): 50美元每大学的选择 

私立大学:视学院决定 

*学费减免可以按纽约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标间和基于证明金融需要。 

 

确保所有学生,不管他们的家庭的财务状况,  都有平等的机会申请大学,今年学城高中将支付所有12年级

CUNY的申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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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高中的课后项目 
 

项目描述: 

  UNHS在放学后直接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青少年发展机会。 这些课程由学校，社区，公共和私人

合作伙伴提供支持的。 我们的课后项目将与整学年学校举办的事情整合在一起，提供广泛的教育，娱乐

和文化适龄活动。 青年和家庭参与方案规划和实施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项目将在正常学年期间每周举

行四天（周二至周五）2：35-5：30 P.M. 和可能在学校休息时间进行活动。 项目也可能延伸到晚上时

间。 

学术服务: 

提供的服务包括课后辅导，同伴辅导，SAT准备和Regents准备。 这些教学服务融入了我们学校的文化

和氛围。 

俱乐部和活动: 

UNHS的课后项目促进学术成就以及文化的重要性,创造性运动和服务活动。有以下的俱乐部和活动提供:

足球，旗足球，篮球，垒球, 手球，乐器团/合唱团, 学生政府，新闻部，辩论，国际象棋，LGBTQ, 舞蹈

俱乐部，乐队, 健身训练，和电脑游戏。除了和俱乐部举行多项活动在整个星期,有特殊的日子和事件,包

括各种旅行,电影,实地考察周五,和篮球比赛。 

旅行 和 其它 活动： 

作为UNHS课后项目的活动者， 学生们有多次 旅行机会参观 多种文化 组织， 体育活动，及其它运动。 

最近的旅行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比赛，下东城徒步游，南街海港，体会中世纪时代的

风味，布朗克斯动物园，阿布龙艺术中心, 和众多大学之旅。 每次旅行都需要签署父母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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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倡导者 

面对--家庭与社区的参与 

49 Chambers Street 

Room 503 

New York, NY 10007 

电话: 212-374- 4118 

传真: 212 374 0076 

face@schools.nyc.gov 

 

 

区域 1家庭接触 

Rita A. Knight-Smith, Borough Family Advocate-Manhattan High Schools 

Reason Fellow 2000-2001 

333 7th Avenue-Room 821 

New York, NY 10001 

电话：917-339-1758 

传真：212-356-7514  

rknight4@schools.nyc.gov 

参考网站 

 

纽约家庭多种语言指南:  http://schools.nyc.gov/ParentsFamilies/NYCFamilyGuide.htm 

 

纽约学校账户：https://schools.nyc.gov/myaccount 

 

学校网站: www.Universityneighborhoodhs.org 

本网站提供了明确的、一致的预期每个年级学生应该学习什么为了大学和职业准备。 

 

父母带领的孩子成功的指南: CoreStandards.org/In-The-States 

纽约州卫生部的网站:  

www.nyhealth.gov/prevention/immunization/information_system/ 

 

如果你有问题或疑虑,请联系您的孩子的医生。同样,你可以联系成长健康热线拨打1-800-522-5006或通过TTY 

1-800-655-1789.   

http://schools.nyc.gov/ParentsFamilies/NYCFamilyGuide.htm
https://arisparentlink.org/parentlink
http://www.health.state.ny.us/prevention/immunization/information_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