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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手册的目的是为了概述我们 PS32 学校员工所承诺履行的规章制度。必须
阅读每一个章节以了解学校的期望。在这学年内妥善保存这份重要的参考文
件。
我们意图是与你分享学校及内务的大概纲要和指导性的期望。请注意手册内
容必要时会更改，里面的日期由教育局控制，也可能有变动。

你也可以从以下的网页找到这本手册的副本。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s/Q032
或
www.ps32q.weebly.com

我们希望你觉得这本手册很有用！

P.S. 32 通过严格和综合的教育方法来培养有高度和危机思维的思想家，
从而承诺卓越的学术成就。 家长与学校的配合能培养学校与家庭的良好关
系。我们学校中的每一位学员将获得所需的技能而成为成功的终身学者，拥
抱无限的机会，迎接独特及多样化社会的挑战。在我们学校，我们相信每一
位学生有各自的潜能，通过适当的指导，发展其天赋，学生们会达到高标准，
尽量发挥他们的个人学术潜能。尊重和接受每一位学生个体是我们的理念。
在我们学校，每一位学生都会进步。

P.S. 32 的使命是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有教育意义的良好课程，开阔他们的
眼界，发挥他们的能力，这样他们可以尽量发挥潜能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动
力。我们教育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互相尊重，支持和鼓励。我们鼓励家长更
多的参与和配合。所以，我们期望家长们协同员工和学生共同为孩子的教育
承担责任。我们教育社区的每一位成员对我们的学生都有很高的期望，我们
也必须让每个孩子树立自信和自尊，支持他们独立思考，鼓励危机思维，以
及培养对学习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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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ra Errico
校长

Sue Menkes
副校长

电话: (718) 463-3747

传真: (718) 358-1622
公立学校 32
州街小学
171 -11 35 Avenue
Flushing, NY 11358

亲爱的 PS 32 家庭们,
欢迎进入公立 32 小学, 又称州街学校。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这是返校
迎接又一个崭新和兴奋的新学年， 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首次热烈欢迎你们
加入学校大家庭。不论怎样，我们很高兴你们把最珍贵的礼物托付给我们，
你们的孩子!
作为一个学校社区，我们已准备好迎接挑战，面对这学年的严谨任务。
我们会提供给每一个学生必要的资源和技能，使他们成为危机思维者和我们
国家未来的领袖。不过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法单独工作。。。我们需要
你们的帮助。家人是孩子们的启蒙教育者，使他们打好基础，拥有完美的品
格。在 PS32 的教育路途中，请你们继续活跃在学校的社区里。家庭和学校的
合作是推动学生成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学生的成功！
我们再次高兴地分享我们的家庭手册 ，以帮助巩固家庭与学校的联系。
里面的重要信息将推动一个高效，安全和最成功的学年。 当我们一起踏上这
个教育旅程，请借鉴本手册作为宝贵的信息资源。
再次感谢你们一直成为我们学校社区里的积极合作伙伴。 为孩子们，
我们与您携手合作，期待着一个非常成功的 2018 - 2019 学年！ 这些年轻的头脑
是我们的未来......他们应该得到最好的！
一起为了孩子,
Debra Errico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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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须知
(学校正门在第 35 大道)
1.

所有访客必须停在主大厅的学校警卫服务台，提供身份证明，签
署访客记录册，在校区里必须在明显的位置一直黏贴着访客贴纸。

2. 所有访客必须经过二楼的主办公室（楼梯的右边是主办公室），
让我们知道您的到访。
3. 出于安全原因，婴儿车和/或购物车不允许在校使用。
4. 如果遇到学校的消防演习，您必须离开大楼。
5. 如果遇到学校的安全疏散演戏，您必须遵循基本应对措施（参见
手册第 9 页 ）
6. 您 必须 从学校正门离开（35 大道），并在警卫服务台注销名字。
不要使用其他任何出口，否则会触发警铃，引来工作人员。

我们非常欢迎您的到访，并希望您遵守规则！
我们感谢您的配合与合作，遵守规则， 确保您孩子在
PS 32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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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 P.S. 32
保证您孩子准时到校对于学生态度及总体评估非常重要。请尽一切努力，确
保准时到校，您的孩子将获益匪浅！
• 到校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8:00 之前。 8:00 – 8:15，愿意吃早餐的
学生可以在课堂里就餐。* （参照教室里的早餐备忘录）
• 乘坐学校巴士的学生在学校助手的指引下，将通过 172 街 的侧门，进入礼
堂或者食堂。
• 不坐校巴并早到的学生应在早上 7:40 从 172 街的侧门进入 。
•

不坐校巴的学生，可以在上午 8：00，从 171 街 的侧门 或靠近校园操场的
后门进入。 教师将在入口处监督，学生要直接走入他们的教室。

• 只有幼稚园的学生可以进入一楼的幼稚园区域。学生的哥哥姐姐可以同时
跟随进入，但他们必须直接上楼去自己的教室报到。
• 请一定在校外监督孩子，直到开门时间 7：40 或 8：00。
• 当 171 街或 172 街的大门关闭了（上午 8:10），学生只允许进入正门（35 大
道）。任何学生在侧门关闭后入校将被记录为迟到。
• 开车送孩子的家长们，为了确保学生安全，请注意以下规则:
1.

将车停在一个 合法地点，然后护送孩子到正确的入口

2. 切勿停在交叉路口，或任何学校入口。
3. 不要让您的孩子在车前或车之间奔跑穿越马路去学校。
4. 请遵守所有的路牌指示，并注意在任何时候都要限速...

保障儿童安全是我们的第一宗旨
4

PS 32 放学规则
经过了漫长的一天，有趣，兴奋和严谨的学习，您的孩子一定迫不及
待地要回家与家人团聚。 我们要求您尽可能准时，不要让孩子焦虑等
待，这样您可以更好地了解所有关于他/她的一天。
* 学生在周一至周五同一时间放学。 请参阅下面的详情：*
年级

放学时间

放学等待位置

学前班

下午 2:00 周一至周五

可移动房屋门口

幼儿园

下午 2:15 周一至周五

篮球场各班指定口

一年级

下午 2:15 周一至周五

171 街大门 口边指定地点

二年级

下午 2 :15 周一至周五

后院班级指定地点

三年级

下午 2:20 周一至周五

后院班级指定地点

四年级

下午 2:20 周一至周五

后院班级指定地点

五年级

下午 2:20 周一至周五

171 街侧门

专车（私人面包车
）

下午 2:20 周一至周五
（学生将在指定的大礼堂观众席
等待）

正门口
*司机必须有他们的塑胶指示
牌来接小孩（指示牌由 P.S.32
提供）

普通校车

下午 2:20 周一至周五

学生将被带到餐厅并护送到正
确的校车上。请准时到巴士站
与您的孩子见面。孩子们必须
随时随身携带校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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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32 放学规则 (继续)
•

没有按时被接到的学生将由他们的老师护送到主办公室，您可以去主
办公室签名并接他/她回家。如果校车上的学生没有被准时接走，他/
她将被送回学校，学校会联系您。如果您要联系学生交通办公室，他
们的电话是 (718) 784-3313。

• 如果任何孩子回家与平时的方式不同（例如今天不坐巴士，但平时都
坐） 必须在当天递上纸条，否则学校无法安排。 另外，如果变化是
永久性的，必须马上送书面纸条到办公室。
• 如果学生要被提前接走（他们平时放学时间之前），他/她必需到主办
公室与您会面，签名接走。请遵守访客规则，在主办公室，学校工作
人员会联系您孩子的教室，孩子会被送到主办公室与您会面。 不要直
接去孩子的教室！
• 重要提示：儿童将只能被交给那些名字出现在蓝色应急卡上的成年人
（18 岁以上）。如果学年内有任何信息的变化 ，请联系主办公室并更
新您的蓝色应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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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学校规程
出勤 ： 出勤率是学业成功的关键。 请让您的孩子每天准时到校
（8:00 am）。缺席的学生需要在返校时递交签了名的缺席纸条给
学校，解释缺席的原因。 如果您预计您的孩子会缺席连续 3 天或
更长时间，请与学校联系（718）463-3747，以便我们通知老师关于您孩子的缺
席情况，任课老师可以作出必要的安排，为您的孩子提供错过的课堂作业/家
庭作业。
*纽约市教育局要求至少 90％的出勤率作为评定标准的一部分。

联系员工: 教学时间是宝贵的，分秒必争。 我们要求，如果您需
要与您孩子的老师会面，请提前预约双方都方便的时间，这样不
会打扰孩子们的教学时间。 与教师的电话联系，必须在上课前（上午 8:00 之
前）或放学以后（下午 2:20 以后）进行。上课时间的来电不会被转到教室。
您也可以写信给老师，让您的孩子转交。 工作人员必须私底下与您讨论孩子
的情况，所以在接孩子的时候请不要询问有关孩子的近况。 *此外，我们很
高兴地通知您，今年将再有星期二下午的教师家长见面会（2：20 - 3：00），
以及两次年度的家长教师会议（11 月和 3 月）。 您也将有机会在 9 月至 11 月之
间，与孩子的老师一对一见面，设定目标，谈谈关于您的孩子

生日派对: In 我们欢迎在学校的生日派对，但你必须提前与任课
老师安排时间。派对申请至少要两天前提出， 以方便老师安排日
程。请与任课老师确认是否有任何过敏的状况......所有的孩子都喜
欢参加聚会，所以请好好规划孩子的生日小礼物，以顾及所有孩子们的需求。
*如果您有一个校外的生日派对，打算邀请您孩子的同班同学，除非班上每
个孩子都被邀请，您不能有选择地在学校里分发邀请函。 如果只有选择邀请
部分孩子，我们要求你们用其他方式分发邀请。 我们不希望任何孩子的感情
受到伤害！ 谢谢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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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游: 在外出旅游前，所有学生和家长必须签署一个许可/同
意书，交给任课老师。 如果孩子不返回书面许可/同意书，他们
将不允许参加这次旅行。 当天的口头同意不会被接受。 没有例
外！教师将决定陪同家长的数量，先申请先得到机会。 教师会尽
可能地满足所有家长的申请，并会考虑让每一位家长在学年里有机会参加活
动。虽然没有公开，HIPAA 法律规定父母陪伴那些可能需要医疗照顾的学生。
如果您的孩子在旅途中需要药物治疗，请确保您孩子的 504 表格已经存放在
学校护士处并且药物是最新的。任课老师会通知被选到的陪同家长，并提前
发给一个 ID 手镯，允许他们在旅游当日进入学校。 学生不能在旅游途中被
接走。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回到学校，从主办公室签名接走.

学校膳食表格：所有纽约市学校学生完全免费享用学校午餐（和
早餐）。所有家长，无论收入多少，都必须填写学校膳食表。所
有申请必须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和 ADC 或食品券的 ID 号（如果适用）。 联邦政
府要求所有纽约市家庭填写并提交 一份表格，包括所有在同一所学校登记的
儿童。 所有在公立学校的儿童的家庭都必须遵守这个联邦要求。 如果不这
样做可能会导致公立学校损失数百万美元的联邦拨款。学校膳食表会放在给
您的家庭文件夹里。 您也可以到 www.ApplyForLunch.com 上网申请。

蓝色紧急卡和联系信息: 请务必准确，完整地填写三（3）张蓝
色紧急卡，并让您的孩子交给老师。 请列出紧急联系人的多个
号码 。 如果您没有电话，您必须给至少一个家庭成员或邻居的
电话，这样我们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联系您。电话越多越好 。 请记住，这
些都是保密的学生记录，不会透露给学校以外的人员，任何人的信息只有在
紧急情况下使用。 任何来接您孩子的成人（只列出那些 18 岁以上的成人），
必须在蓝色紧急卡上列出。 我们不会把您的孩子交给不在名单里的任何人...
没有例外！ 如果您有法院命令，请与蓝卡一起提交法庭签署文件的副本，使
我们有份拷贝档案。 我们会遵循文件中的所有法庭命令的指令。 如果法院
命令过期了，文件将不再有约束力。 请告知我们所有关于您孩子的信息，，
并确保所有的文件是最新的！如果联系人信息有变化，立即报告给办公室和
孩子的老师。 这是为了掌握最新的重要信息，以备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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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免疫: 纽约州要求所有学生有规定的预防接种（除非你获
得医疗和宗教豁免）。 有关这些要求的信息，请访问纽约教育
局的网站，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health-andwellness/immunizations. 此链接包含有关免疫，适龄儿童的医疗需求
（包括学前班学生），视觉和听力筛查，和其他健康相关的内容。 *如果您
的孩子需要 504 医疗表格（即使用哮喘泵，EPI 笔，由学校护士喂药，血糖监
测等），您可以从网上找到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health-andwellness/504-accommodations 或者您可以向学校护士索取表格。这些表格必须每年
填写一次，并且不会从上一学年开始生效。 如果您孩子食物过敏，必须警告
任课老师，并且把过敏情况填写在蓝色紧急卡的健康警示部分。 如果是空降
过敏（比如课堂里的一块花生酱饼干），请让我们知道，以提供必要的安排。
如果您孩子的医疗需求有所变化，请以书面形式通知老师。
学校消防演习（疏散演习）： 消防演习每年会举行，以帮助学
生和工作人员应付紧急情况。 在消防演习中，所有学生必须保
持安静，并按照老师的指示迅速，安静地离开学校建筑。 请提
醒您的孩子这些规则非常重要，并经常在家复习。 对于不遵守
消防演习规则的学生，将得到严厉的惩罚。
学校锁定演习： 每年举行的锁定演习是基本应对措施（GRP）的一部分。这
些演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和工作人员应付学校建筑内的威胁。 在锁定演习中，
所有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呆在锁定位置，并保持安静，不要暴露自己。
演习前我们会通知家长，这样您可以在家里提醒您的孩子这些演习的重要性。
在 PS32, 孩子的安全是最重要。
学校的避难演习 ：每年的避难演习也是 GRP 的一部分。 这些演习
有助于学生和教职员工应付学校大楼外的紧急情况或威胁。 在演
习中，学校的前门被封锁，没有人可以进出。 在演习中，学校所
有事务照常进行。 *如果你迟到了，并且学校的门是锁着的，尽快离开学校，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这不是演习，校外的确有危险）。 然后您可以打
电话给学校，询问情况。。。我们将告诉您，是否可以进入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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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招领：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丢了东西，请指示他/她同时查
询主办公室和红白色走廊的失物招领处。 请务必标注所有您孩子
的个人物品，这有助于我们找到失主。
学校用品: 请确保您的孩子每天上学前都准备充足。 您的孩子
必须有一个书写工具（削尖的铅笔），以及用于每天记事的笔
记本。 如果您还没有购买年纪或班级的学校用品，请申请一张购物清单，以
确保您孩子上学准备充足。
健康习惯: 在 PS 32，我们强调健康的饮食习惯。 请不要让您的孩
子带糖果，口香糖，汽水或任何玻璃装饮品来学校。 正确的饮食
是每天上学成功的第一步。day.
手机/电子设备规则: 按照美国教育部的新政策（教育大臣的 A413 条规） 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允许在所有纽约市的公立学校，
包括 PS 32，使用。（请阅读欢迎文件夹中我们的政策）
家庭作业政策: 孩子们每天会有功课，周五除外。 如果您的孩子
说，他/她某天没有（星期五除外）作业，请向您孩子的老师查询。
*请注意：有些课程班级正在试行一项无家庭作业政策，以鼓励
家庭时间，减少对儿童/家庭的压力。许多研究证明，家庭作业与课堂成功之
间没有很强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家庭作业可能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有用。
虽然练习他们每天学到的技能是个好主意，但是在家里可能发生的斗争和争
论并不完全值得这些压力。您孩子的老师将在 2018 年 9 月 13 日的见面会上讨
论他们课堂政策的具体细节。另外，如果您发现孩子的作业过于繁重或者没
有挑战性，请与您孩子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您可能还会发现您孩子的数学
书籍只是部分完整。这是因为我们使用多种方式来教授和构建涉及数学的批
判性谈话。我们一直在考虑采用创新和有效的方式来利用其他学习工具，包
括 SmartBoards 和/或其他技术，活动和游戏。如果没有老师的指示，请不要让
您的孩子在家中完成空白页面。这是为了防止混乱和过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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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教师会议: 家长教师会议整个学年举办四次 。 九月的会议
是一个普通的欢迎会，不会讨论孩子的具体学习需求。 这次会
议定于周四，2018 年 9 月 17 日晚举行（附加信息跟随）。 秋季
会议和春季会议让您有机会与孩子的老师一对一见面。 秋季会议日期暂定于
周四，2018 年 11 月 15 日。春季会议日期暂定于周四，2019 年 03 月 14 日，两次会
议都有下午或傍晚的选择。会议前夕您将收到更详细的信息。请查阅您孩子
的文件夹。 此外还有家长会，日期定于周二，2019 年 5 月 14 日晚上（以后有
详情）。 除了以上列出的会议，家长和学校员工之间应该保持紧密联系，给
孩子制定目标，了解孩子的学业进度。基于这种信念，我们希望在十一月家
长会之前，您与班主任老师在九月和十一月之间安排一个一对一的会议。这
将是您与老师分享您的孩子如何最好地学习以及激励他/她的机会，以让这学
年成为最成功和最有成效的一年。 这个会议不能取代十一月的家长会，您将
有机会讨论您孩子第一学期成绩单上的具体评分等级。
家长学校联系方式: 学校通讯系统会给您家的电话发送预先录制的学校相关
活动/问题。如果您不要接受电话信息，请通知总办公室（718-463-3747），我
们的家长协调员。 我们也通过邮件群发送重要信息。 请确保我们知道您最
新的的电子邮件地址，并经常查阅电邮。 信息也会以纸条，书信和传单的方
式放在您孩子的联系文件夹中。 请务必每晚检查您孩子的文件夹。 最后，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得最新的信息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s/Q032 或
www.ps32q.weebly.com.
家长教师协会(PTA): 作为 PS32 孩子的家长/监护人，您已经自动成
为 PTA 的一员。 我们希望您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时间尽可能提供
志愿服务，成为 PTA 的积极分子。 我们的 PTA 有一个活跃的董事
会，帮助学校筹集资金，支持学校的各种倡议，为社区作出积极贡献。 PTA
每月举行一次会议，每次都有翻译文件。（请参阅 PTA 小册子的重要日期）。
今年我们 PTA 的联合主席们是 Adrienne Catalano, Elizabeth Everett, and Wing Kong。 如
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更多地参与 PTA，请随时在学校与他们联系
ps32QPT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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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纪律守则
亲爱的 PS 32 家庭们：
纽约市教育局和 PS 32 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安全，可靠和有秩序的环
境，以确保教学和学习正常进行。 一个安全有序的学校环境取决于学生，员
工和家长之间的相互尊重。
每年提供给您的“蓝皮书”，是纽约市教育局制定的行为和纪律准则。您也
可以在这个网页上找到不同的语言版本：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rulesfor-students/discipline-code 这是我们处理违规行为的依据。 这本书概述了我们工
作人员循序渐进的处理方式。 我们希望您和孩子一起阅读这些规章制度，了
解违规将受到的处罚，这样可以鼓励正确的行为，使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学习
场所！
当和您的孩子一起阅读“蓝皮书”时，请阅读所附的学生合同，让您的孩子
和您一起签名，让我们有一个行为规范协议。

一起为了孩子,

Debra Errico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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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行为合同
(Pre K - 5 年级)
P.S. 32 州街学校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_________
作为一名学生，我知道我有权利：
•
在安全的学校，不受歧视，骚扰和偏见
•
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哪些行为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
通过学校工作人员咨询有关我的行为，如何会影响我在学校的教育和福利
•
当我违反校规时，我可能会被暂停学业或开除出班级
作为一名学生，我同意：
•
在父母的协助下准时到校，做好准备工作
•
使用礼貌用语
•
参与课堂/社区会议，以表达个人的想法，协助或礼貌
•
和平解决冲突，并用语言表达我的感受
•
穿着干净; 整洁和安全
•
看管好我的个人物品，并尊重他人的财物
•
与家人分享我每天在学校里所学到的东西
•
完成每天的家庭作业，并交给我的父母/监护人检查
•
遵守学校纪律守则（纽约市教育局教育大臣的蓝皮书纪律守则）
（家庭协议）
我收到了学生的权利与责任和纪律守则的文件，我明白这是我孩子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我明白参与孩子的教育将帮助他/她在学校取得成功。我已阅读本协议，并尽我的能力履
行以下职责。
•
鼓励我的孩子成为学校社区里相互尊重与和平的一员
•
•
•
•
•
•
•
•

与我的孩子讨论纪律守则以及学生的权利和责任
参加家长会，班级活动，以及我孩子参与的其他活动
保证我的孩子每天准时到校，准备好必需用品，以备学习
为我的孩子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做功课
每天花时间与我的孩子一起阅读
聆听我孩子关于他/她一天的经历
提供给学校最新的电话号码和紧急联系人信息
如果孩子的健康和状态有任何显著变化，影响我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警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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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权利和责任

孩子的成功取 决 于 家庭和教师员工之间的密切合作。作为教育合作伙伴，
家长/监护人和家庭成员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
作为家长/监护人我有权利：
•
让我的孩子（们）在免费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
•
了解孩子的表现，提供给他/她的教育项目和机会
•
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
•
必要时提出投诉和上诉
•
为了与教育部有效地沟通，享有笔译和口译服务，这是基于教育部长
的 A-663 条例，详细网上资料：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life/policies-forall/chancellors-regulations
作为家长/监护人我有责任：
•
送我的孩子（们）上学，做好学习的 准 备
•
确保我的孩子（们）按时准时上学
•
了解我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困难
•
与孩子(们)的教师和行政人员保持联系
•
回复学校的通信联系
•
出席重要会议和专题会议
•
对所有的学校工作人员保持礼貌和尊重
我们鼓励家长/监护人：
•
为您的孩子设定高标准
•
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或资源 帮 助 学 校
•
参与我们的家长教师协会（PTA），参与学校和社区的 活动
•
上网登录 纽约市学校的账户 ，查看您孩子的区域和评估信息。如果需
要额外信息,包括密码帮助，可以联系总办公室 (718-463-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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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学校年历

2018
八月

28

星期一

需要报到的工作人员：AP 和部分管理人员

九月

3

星期一

劳动节（学校关闭 ）

九月

4

星期二

所有的工作人员报到
学生不需到校

九月

5

星期三

全体学生新学期开始
幼儿园学生提前放学
学前班学生有部分日程

九月

6

星期四

幼儿园学生第一天全天日程
学前班学生有部分日程

九月

10，11

周一和周二

Rosh Hashanah 犹太新年（学校关闭）

九月

17

星期四

PS32 欢迎会（下午 5:00 – 8:00）
全体学生照常上课

九月

19

星期三

Yom Kippur （学校关闭）

十月

8

星期一

Columbus Day 哥伦布日（学校关闭）

十一月

6

星期二

选举日，学监会议日，员工培 训
学生不需到校

十一月

12

星期一

Veteran's Day 退伍军人节（学校关闭）

十一月

15

星期四

半天
秋季家长教师会议

十一月

22，23

周四和周五

Thanksgiving 感恩节休假（学校关闭）

周一至周二

寒假（包括圣诞节和新年）
（学校关闭）
学生和工作人员需在周三，2019 年 1 月 2 日返校

十一月 一月

24 - 1

15

2019
一月

21

星期一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Day 马丁·路德·金日（学校关闭）

二月

5

星期二

农历新年（学校关闭）
寒期（包括华盛顿和林肯的生日）

二月

18 - 22

周一至周五

三月

14

星期四

半天
春季家长教师会议

（学校关闭）
学生和工作人员需在星期一，2019 年 2 月 25 日返校

四月

19 - 26

周五至周五

春假（包括 Passover and Good Friday 逾越节和耶稣受难日）
（学校关闭）
学生和工作人员需在星期一，2019 年 4 月 29 日返校

五月

14

星期二

家长教师年底庆祝活动
（晚上举行，学生照常上课）

五月

27

星期一

Memorial Day 阵亡将士纪念日（学校关闭）

六月

4

星期二

Eid al-Fitr 开斋节（学校关闭）

星期四

周年纪念日
学监会议，员工培训

六月

6

学生不需到校
六月

六月

11

26

六月员工日
学生不需到校

星期二

星期三

最后一天，所有学生和任课教师，包括辅助人员，护
士，治疗师等。
半天

六月

27，28 周四和周五

所有工作人员报到，除了 任课教师，护士，治疗师，辅
助人员等。
•

暂定州考日期 Tentative State Testing Dates
(3, 4 and 5 年级)
ELA 测试– 星期二, 4 月 2 日，星期三，4 月 3 日
数学测试– 星期三，5 月 1 日和星期四，5 月 2 日
科学笔试(4 年级 ) – 星期一,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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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chool 32
Contact Information
P.S. 32 State Street School
171-11 35th Avenue
Flushing, New York 11358
总办公室电话 : (718) 463-3747
学校秘书: Maria Scoufaras, Mary Leong
学校传真: (718) 358-1622
校长: Debra Errico
副校长: Sue Menkes
指导顾问: Rikki Kien and Carla Newman (Ext. 2510)
学校心理学家/SBST 团队: Jennifer Davis (Ext. 1510) (星期一，四，五)
学校社工/SBST 团队: Sandra Cetina (Ext. 1511) (星期一，二，三)
家庭社工/SBST 团队: Wendy Tsang (Ext. 1512) (星期一，四，五)
学校护士: Katie Lee (Ext. 1060)
PTA 执行董事会(Ext. 1821)
联合主席： Adrienne Catalano, Elizabeth Everett, Wing Kong
副主席: Jessica Floratos
联合财务主管: Michele DeRosa, Yanbing Xia
联合记录秘书: May Chau Huang, Anne Kim-Wong
联络秘书: Danielle Meeuws, Betsy Plowman
募捐筹款: Joseph Ahn, Angela Leon, Suh Park
会员管理: Jeyi Ng, Patricia Tang, Jackie Sotiriou
五年级毕业负责人: Oliver Krieg, Sally Mehreteab
25 学 区
社区总监: Danielle DiMango
总领导协调员(PLF): Michael Dantona
区家庭代表: Esther Maluto and Jinme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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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每一位家长
有一双小眼睛看着你，
他们在日夜观看，
有一对小耳朵
在倾听你说的每一句话;
有一双小手渴望做
你所做的一切，
还有一个小孩的梦想
有一天他会像你一样。
你是小孩子的偶像，
在他幼小的心灵里，
你是最聪明的智者，
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虔诚地相信你，
牢记你所说的和所做的;
他会用你的方式去说去做
他长大了会像你。
还有一个睁大眼睛的小孩子
相信你总是正确的，
他的耳朵总是在聆听，
他日夜在观看;
你为他树立典范，
每天你所做的点点滴滴，
这个小孩在等待
等待长大了要像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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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收据

请填写此表格并交回给孩子的老师，不迟于星期一，2018 年 9 月 17 日。

亲爱的 P.S. 32 工作人员，
我已收到并阅读了 2018 年至 2019 年的家庭手册和 P.S. 32 学校关于手机及电子设
备的政策。我明白我的角色在 P.S. 32 是我孩子的教育合作伙伴，我会保存这
本手册作为参考。
孩子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 _______________

家长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一起为了孩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我们将一起有所作为！

parent

child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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