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osset 高中家长教师学生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新生接待会

欢迎 Syosset 高中的新生！
下面的一些问题和回答是由几个协会成员起草的，我们也曾经是新来的人。 我们回想一下，以
前我们也感到困惑，觉得有的问题太傻, 不敢提问。 但愿我们已经帮你想到你想知道的问题，
但是万一我们遗漏了一些问题， 欢迎联系以下任何协会成员:
Beth Haft, 会长, 516-318-2190 或 syossethighschoolptsa@aol.com
Joan Palant, 第一副会长, 516-429-4552 或 palant5@optonline.net
Eleanor Larson, 第二副会长, 516-972-3550 或 thelarsonfamily@mac.com
Heather Seltzer, 第三副会长, 516-652-2331 或 seltzerheather@yahoo.com
Jessie Liang, 财务秘书, 917-741-4054 或 jessliang@yahoo.com
Shany Park, 记录秘书, 917-952-7263 或 shanyparkdmd@yahoo.com
Jen Kam, 相应的秘书 516-314-9796 或 jrwkam@aol.com
或者，您可以联系学校：
总办公室 516-364-5675
护士室 516-364-5696
指导老师办公室 516-364-5686
考勤办公室 516-364-5683
Syosset 学区交通办公室 516-364-5840
Giovanni Durante 博士， 校长
Raymond Gessner， 副校长
David Steinberg， 副校长
Christopher Ruffini, 副校长
学校网址： http://www.syosseth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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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Syosset 高中！
SYOSSET HIGH SCHOOL NEWCOMER’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常见问题

问：学生进校必须佩戴身份吊牌并扫描身份吊牌到学校系统。如果我的孩子把他/她的身份吊牌
忘在家里，怎么办？
答: 如果您的儿子/女儿忘记了他/她的身份吊牌，他/她将被要求提供他们的学生证号码。学生
证号码会被输入系统，他/她会得到一个用于当天的临时身份证。请鼓励他们记着每天将身份吊
牌放在书包里带去学校。
问：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不能上学，我是否需要通知学校？
答：需要. 请在上午致电考勤办公室（364-5683），通知学校你的孩子缺席。如果您的孩子将要
缺席多天，您必须每天致电通知学校你的孩子缺席。当您的孩子返校时, 请向考勤办公室提供一
份说明，说明您孩子的缺勤情况和原因.

问：如果看医生或者生病, 我需要提前从学校接孩子, 怎么办？
答:因任何原因提前离开学校的学生（医生的预约或突发疾病）都将在护士办公室办理。对于预
先安排的预约，学生要带上请假条去护士办公室。所有患病的学生都应该向护士报告。家长/监
护人抵达学校后, 请告诉保安，学生在护士办公室。登记进入大楼后，您将前往护士办公室为孩
子签名。然后您们将通过安全入口离开。

问: 我的孩子有过敏症，我该怎么做？
答：把孩子最近的医疗表格存档在学校护士办公室。您可以致电学校护士讨论您孩子的具体情
况。

问：我的孩子可以在他/她的储物柜中保存药物吗？
答:

应与学校护士讨论有关药物的任何问题。他们的联系电话是 364-5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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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我带孩子上学或者我的孩子错过了校车，早上如何停车放下孩子？
答：所有车辆都只能从学校前面进入。如果您在上午 7 点到 7 点 30 分之间到达，您不允许进入
内圈，而会被导向到外圈。请使用单车道，不要超车。请尽量靠前停车下人，这样有助于缓解堵
塞，并保证每次最多数量的车可以下人。在其他时候，如果没有校车，您将被允许进入内圈。如
果您在内圈，请小心其他车辆和步行的学生。如果您的孩子因牙科或医生的预约而在 7:40 之后
到达，他/她必须从医生或牙医诊所带一张请假条并交到考勤办公室，以便将迟到标记为有理由
的, 可原谅的.

问:家长下午如何接学生？
答:内圈只允许校车进入。非校车可以在外圈等待。

Please be aware that it is very busy at the high school during arrival and
dismissal.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students travel to and from school by bus.

请注意,在上学和放学期间,高中非常忙碌.强烈建议学生乘坐校车往返学校.

问：学生们参加完课后俱乐部或者运动活动后的晚班校车是怎样安排的？晚班校车停的站和平时
的一样吗？
答: 晚班校车在下午 3:50, 4:30 和 5:15 从学校出发。晚班校车的路线和平时的校车不一样。晚
班校车的路线图会张贴在学校入口处的走廊上，就在保安室旁边。

问：如果我的孩子需要乘坐另一辆校车回家，我是否需要給学校写一张纸条？
答：不用了，在高中不需写纸条。

问：我的孩子可以走路回家，不坐校车吗？
答：可以的。学生们可以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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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早上没有校车来接怎么办？
答：请不要打电话到学校。直接打电话到校车公司 Huntington Coach，他们的电话号码是 1631-271-8995。他们会告诉你为什么校车没有来或者延误。

问：如果我的孩子有东西留在校车上（比如：手机，乐器等）怎么办？
答：请直接拨打 1-631-271-8995 联系校车公司 Huntington Coach。向他们提供你的学区名称，
学校名称和校车路线号码。每一辆校车都会在下午返回他们的公司进行检查。如果找到了失物，
你可以前往 Huntington Coach 取回或者你也可以要求校车司机在第二天把失物带回来。

问：如果我的孩子把家庭作业，乐器，运动器材等等放在家里忘记了带怎么办？
答：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交给保安人员。保安会通知你的孩子来拿。请把你孩子的名字
写在上面。当孩子联系你送东西到学校的时候， 请告诉他们你大概什么时候能把东西送到学校，
以便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去保安那里拿东西。

问：我的孩子可以在学校使用手机吗？
答：学生们允许在学校的走廊或者在没有课程安排的时间在学生的休息室和学校餐厅里使用手
机。其他时间必须关闭手机。

问：早上我可以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几点开放？
答：学校的额外帮助时间从早上 7 点开始。而早上的运动训练时间是由教练们安排的，教练会通
知他们的学生。参加早上驾驶课程的学生必须在早上 6:25 之前到学校。

问：早餐可以购买吗？
答：是的，学校餐厅有早餐可供购买。

问：我的孩子怎么买午餐？
答：你可以通过 www.MySchoolBucks.com 向您的孩子汇款或设置借记帐户。这个网站还会在孩
子的账户需要打钱的时后发送通知給你。网站还会显示你孩子每天购买了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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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孩子可以在上课前，午餐期间或放学后使用学校的图书馆吗？
答：图书馆从早上 7:30 到下午 5:30 开放。学生们可以在上课前，午餐时间，没课程安排的期间
或者放学后使用图书馆。

问：如果学校在恶劣天气下关闭或延迟, 我怎么知道?
答：学区电话系统会通知该区的每位家长，信息也发布在学区网站上。如果学校推迟, 校车将按
照延迟的时刻表接送学生。
问：如何向 PTSA 或学校发送短信?
答：任何短信都应装进写好收件人的信封发送。让您的儿子/女儿将您的信件带到学校总办公室。
您也可以通过 syossethighschoolptsa@aol.com 向 PTSA 发送电子邮件.

问：我如何与我孩子的老师联系?
答：在开放日期间，大多数教师会提供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以及他们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并告
诉大家他们的首选联系方式。教师和管理员电子邮件通常是名字的第一个首字母, 后跟姓氏, 然后
是@ syossetschools.org。(例如：John Durante 是 durante@syossetschools.org)。如果您需要联系
老师但没有他/她的信息, 请致电学校总办公室, 告知您要找的老师名字及所属的系(例如：英语系的
史密斯夫人). 办公室工作人员会将您转到教师的座机。

问：老师是否提供额外帮助?
答：是的, 所有教师在上学前或放学后都提供额外的帮助课程。每位教师将在第一周结束时通知
他/她的学生他们的额外帮助的日期和时间。如果您的女儿/儿子在额外的帮助日无法与他/她的老
师见面, 他们可以去见同一科目的另一位老师。您孩子的老师会在他/她的班级讨论这个问题。

问：指导顾问的作用是什么?
答：我们的指导顾问将在您孩子高中的四年内与您的孩子一起工作。他们会给与全面的指导计划,
包括在高中四年期间每年与学生会面。他们可以帮助当前的学业,未来的课程选择和社会问题。在
您孩子的 11 年级, 您和您的孩子将与您孩子的辅导员单独会面, 讨论大学规划。指导顾问还为每
个年级的家长和学生准备并提供多个晚间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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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孩子如何参与课后俱乐部?
答：在 Syosset 高中, 学生可以参与近 100 个俱乐部。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学校网
站的“课外活动”中提供了俱乐部列表。此列表包括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许多俱乐部还在学校附近
发布传单。学生可以自由参加选择多个俱乐部。

问：我的孩子如何参与学校体育活动?
答：学校有秋季,冬季和春季运动。任何希望参加校队的人都需要参加校队运动, 以及签署的体育
行为准则。体检表从体检之日起有效一年。空白体检表在学校夏季邮寄的信件中, 或者您可以从
学校护士那里拿一份。护士看到所需的文件就会放行学生。校队选拔日期将提前公布。我们鼓励
所有学生以及他们的家人出来为我们所有的校队加油助威。

问：我的孩子如何获得工作许可文件?
答：工作许可文件可在指导顾问办公室获得。

问:

家长可以去学校进行参观吗?

答: 所有人去学校前一定要先跟学校预约。当你到了学校, 需要告诉学校的保安人员你跟谁有
预约, 同时出示你的有效身份证。任何没有有效身份证的人都不会被允许进入学校。

问: 高中的家长会与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开放日有什么不同?
答: 小学和初中的学校开放日一般在九月份的某一晚上进行, 所有的家长都会去学校见老师, 老师
们会告诉家长他们这一学年的教学大纲和期望。在初中的开放日里, 家长会跟据各自孩子的课程
表在学校里走一遍流程, 有机会见到孩子的每一位任课老师。
高中的家长会通常在十月份和下一年的三月份举行。十月份的家长会分两个晚上进行, 第一晚的
家长会留给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A-L, 第二晚留给学生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M-Z。三月份的家长
会只在一个晚上进行。当你进入学校开家长会, 你会收到一张纸, 上面列明学校老师的名字和老师
们所在的教室。有些时候, 老师们开家长会的所在教室不是他们平时上课的教室, 所以你一定要在
纸上仔细看清楚老师们所在的教室。有时候你会发现在同一间教室有好几位老师在开家长会, 所
以当你看到教室门上贴的老师名字不只有一位时不要有困惑。另外, 还有一块白板上写着不能出
席的老师名单, 因为老师有可能在那一天生病了。如果那天你没有办法跟老师见上面, 你可以跟老
师预约进行电话会议。在开家长会时, 请记住不要长时间的跟老师们对话, 因为还有很多家长要见
老师。如果你不能在 3-5 分钟之内跟老师完成对话, 请你另约时间跟老师继续电话会议。还有, 这
一天学校的停车场将会非常拥挤, 很难找到停车位。然而, 除了“senior”停车位和高中草地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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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停车位, 我们还有区间巴士为停在 Southwood 初中和 Stillwell Fields 的进行运载服务。请记
住, 如果你的车辆停在街边住宅的前面, 不要挡住住宅的车道, 影响到别人车辆的正常通行。

问: 高中有 PTSA 家长教师学生会吗? PTSA 的会议在哪里和什么时候举行?
答: 赛奥塞特高中的 PTSA 会议非常活跃。全年的 PTSA 月会日期已被计划好了, 具体日期请查
看每年 8 月份邮寄至你家的赛奥塞特学区校历（赛奥塞特的学区网站上也可以找到）。赛奥塞特
高中 PTSA 脸书 Syosset HS PTSA Facebook 上也会提醒你日期。会议通常在学生休息室, 时间
是工作日的晚上 7:45pm 开始, 会议时间少于一个小时, 只有跟 PTSA 相关的话题会被讨论, 会上
不宜讨论个人事务。请注意 PTSA 的 S 指的是学生, 请鼓励学生参加 PTSA 的会议和成为会员。

问: 我怎样可以跟其他家长交流? 高中有没有家长通讯录?
答: 高中没有家长通讯录。你可以在 PTSA 会议上认识其他家长, 也可以通过你孩子参加的学校
体育活动或俱乐部上认识到其他家长。

问: 学校的社区服务项目是哪一类型的?
答: 学校的社区服务项目 通过 PTSA 和学生会组织，全年都会有, 信息将在项目成立时发出。我
们督促大家参与这些项目。
问: 学校发生紧急事件, 需要被封锁是如何处理的?
答: 学校会广播通知, 并执行事先设计好并训练过的封锁流程。学校会根据需要通知家长, 告知最
新消息。
问: 如何通过学校和 PTSA 获取各类信息?
答: 高中 PTSA 会定期发送邮件告知学校, PTSA 以及社区信息, 只有 PTSA 付费会员才会收到邮
件, 点击 https://syossethsptsa.memberhub.store/ 加入 PTSA。学校也会通过家长门户
(Parent Portal) 发送邮件, 如果你没有收到学校发的邮件, 请电邮至
parentportal@syossetschools.org 询问。另外, 请记得定期去学区的网站
www.syossetschools.org 获取学区最新通知和各项活动的安排。

问: 孩子每天上学都需要背上所有的书吗?
答: 任课老师会告诉学生上每门课需要带的资料。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在过道里的储物柜用来放学
校用品。学生们可以在课间快速地从储物柜取放资料, 以避免背包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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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不知道/不记得我的家长门户账号怎么办?
答: 给学校主办公室 516-364-5675 打电话, 他们会帮助你重新获取账号信息。

问: 什么是 Naviance? 如何访问?
答: Naviance 是学区订阅的一个在线软件,用来帮助学生和家长研究学生有可能申请的大学, 和未
来可能职业的预测。9 年级开学后不久学生和家长都会分别收到帐号信息。

问: 我孩子今年的课程安排没有午餐时间。听说有些老师在午餐时间段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吃饭, 哪
几节课是午餐时间段? 哪些老师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吃饭?
答: 学校指导老师建议学生在排课的时候留一节课做午餐时间。不过如果实在排不上午餐, 餐厅的
午餐时间段是第四节课到第八节课, 很多老师会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吃饭。具体到各任课老师情况
因人而异, 看学生们和老师如何约定。

问: 学区有什么文化融合以及给英语能力有限的家长提供帮助的资源?
答: 学区 PTA (家长教师委员会) 有“伙伴项目”, 相关信息可以在高中脸书主页上找到。学区为家长
提供学区相关事宜的翻译服务, 如有需要可以致电学校主办公室 516-364-5675。

这份文档是我们为新家长们准备的常见问题解答, 然而它不可能囊括所有可能的问题。高中网页
上可以找到“学生家长手册”的链接, 更多的问题可以在这份手册里找到答案。另外, 高中 PTSA (家
长学生委员会) 成员, 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获取即时帮助的好渠道。任何时候, 任何问题都可以致
电高中主办公室 516-364-5675 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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