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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 日（星期三） 

 

各位家長：  

  

上星期五，我跟大家說我將在本月晚些時間離任，將把擔任教育總監這一權利和責任移交給 Meisha 

Porter。她當前擔任布朗士執行學監，擁有在教育局工作 20 年的豐富經驗。在執行學監 Porter 與我共同

合作進行交接的過程中，我希望讓大家一定要知道接下來幾個星期會出現的一些重要機會。   

  

首先，我感到極爲激動的是，我們終於要重開初中的面授學習了。這是我一直在期盼著的一個里程碑，

而我很興奮地訪問了初中，並看到我們的學生和教師在健康、安全和充滿支援的教室中勤奮地學習和工

作。同我們的小學各年級一樣，所有初中每個星期對百分之二十的學生和員工實施隨機檢測。正如我們

的小學各年級學生，初中學生也必須在他們預定的開始面授學習日的第一天前提供新冠病毒（COVID-

19）檢測同意書。要出具該同意書，您可以到網站 mystudent.nyc 登錄您的紐約市學校賬戶。  

  

我們都已各就各位，準備好了儘快地重開高中。我們的主要任務繼續在於確保我們實施每一種安全預警

措施，我們將不久就會宣佈一個時間計劃。   

  

隨著我們進入學年中餘下的幾個月，爲了進一步支援您和您的子女，我很高興地提供若干計劃和支援。

在這封「最新家長通知信」中，您將看到以下方面的重要資訊和資源：  

  

 為家長教師會議作準備   

 申請 2021 年秋季學前班和 3 歲幼兒班   

 參與家庭和社區的「周末健康」活動  
  

我理解，我們都在經歷著疫情疲勞症，但是當我看到我們的學生在面授及遠程學習兩種途徑下正在取得

的成績時，我就想起了爲什麽我們所有人都在過去這 11 個月如此勤奮的原因。我今天給大家作出的保

證仍然真切，就如當初我開始領導這一個全國最具創新力的學校系統時一樣：我們教育局的所有人員都

將繼續為我們所有的學生在儘可能最安全的環境中輸送儘可能最好的教育。  

 

誠致敬意！ 

 

 

 

  

 

卡蘭扎（Richard A. Carranza） 

紐約市教育局 

教育總監 

 

 

 

 

http://mystudent.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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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家庭通知信（2021 年 3 月 2 日）  
  

為家長教師會議作準備   
  

從 3 月 3 日（星期三）起，所有五個行政區的學校將以遠程方式舉辦今年第二輪家長教師會議。您子女

的老師將很樂意為您預約一個雙方都方便的談話時間。您的子女將在學校舉行下午會議當天提早三小時

放學。 

  

家長教師會議為家庭提供良好機會，讓他們與教師討論其子女在學校的經歷和學習的内容。這些簡短的

會議也讓學生家庭和老師有機會談論如何在教室之外支援學生學習。  

  

我們鼓勵大家利用這一時間，著重談談在我們接近學年的最後幾個月中您子女可能會在學校面對的考驗

或疑慮。    

 

下面是春季會議的時間安排：  

 

 3 月 3 日：小學和開設幼稚園至 8 年級的學校 晚上會議  

 3 月 4 日：小學和開設幼稚園至 8 年級的學校 下午會議  

 3 月 10 日：初中及第 75 學區學校和課程  晚上會議  

 3 月 11 日：初中及第 75 學區學校和課程 下午會議 

 3 月 18 日：高中、開設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學校和開設 6 年級至 12 年級的學校 晚上會議 

 3 月 19 日：高中、開設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學校和開設 6 年級至 12 年級的學校 下午會議 

  

請注意：  

 這些日期和時間可能因學校和年級會不同。我們建議聯絡您子女的老師或學校的管理部門，確認

您子女學校本月的會議日期和時間。   
  

關於如何充分利用家長教師會議的建議，請瀏覽 schools.nyc.gov/ptc，或教育局官方博客晨鐘。 

  

如果您需要科技方面的幫助，家長大學開設有免費課程，指導如何使用如微軟小組、譯員等平臺以及參

與家長教師會議的無障礙輔助工具。在那裏，您也可以找到相關的 Google 視頻，這些視頻説明如何從

一則日曆邀請上進入谷歌會議（Google Meet）以及如何翻譯字幕和谷歌會議談話内容等的話題。瀏覽

家長大學網站 parent.schools.nyc，瞭解詳情。  

  

申請 2021 年秋季學前班和 3 歲幼兒班  
  

就讀 3 歲幼兒班和「所有兒童讀學前班」課程的兒童獲得學校和人生的紥實開始。他們學習解決問題，

提出問題，並探索自己周圍的世界。相比以往任何時候，現在，3 歲幼兒班和「所有兒童讀學前班」課

程為全市兒童提供更加安全和育人的學習社區。  

  

https://www.schools.nyc.gov/get-involved/families/parent-teacher-conferences
https://morningbellnyc.com/2021/spring-for-march-2021s-parent-teacher-conferences/
https://parentu.schools.n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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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所有兒童讀學前班」的申請現已開放，申請的截止日期是 2021 年 4 月 7 日。凡有子女

出生於 2017 年的所有紐約市家庭均可申請。每一名紐約市 4 歲兒童都可獲得一個學前班入學名額；爲

了讓您能獲得您所希望的一項課程的入學安排，遞交一份申請表是您的最佳機會。瞭解詳情：

schools.nyc.gov/prek。   

  

2021-2022 學年 3 歲幼兒班的申請也已開放，申請的截止日期是 2021 年 4 月 30 日。凡有子女出生於

2018 年的所有紐約市家庭均可申請。瞭解詳情：schools.nyc.gov/3K。   

 

 2021 年秋季，「所有兒童都上 3 歲幼兒班」課程將在以下學區開設：第 1、4、5、6 學區（曼哈

頓）；第 7、8、9、12 學區（布朗士）；第 14、16、19、23、32 學區（布碌崙）；第 27、29 學

區（皇后區）；第 31 學區（史丹頓島）。居住在開設 3 歲幼兒班的學區内的兒童擁有入讀的優

先權，但是任何學區的家庭均可申請（要知道您所在的學區，可致電 311，或到網站

schools.nyc.gov/Find-a-School 查看）。  

 

 在每個學區，有些 3 歲幼兒班課程為收入和需求符合資格的家庭而開設。這些課程，包括「啓蒙

計劃」（Head Start），是免費或低費的，提供全年中每天最多 10 個小時的照看服務。   

  

 您可用以下兩種方式之一申請 3 歲幼兒班或學前班：    

 

 上網申請： MySchools.nyc。這一方式在整個星期中 7 天且每天 24 小時都可使用，可選擇英

文、阿拉伯文、孟加拉文、中文、法文、海地克里奧爾語、韓文、俄文、西班牙文和烏爾都語版

本。   

 致電申請：718-935-2009。致電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點至晚上 6 點。電話上以 200 多種

語言提供支援。  

  

參與家庭「周末健康」活動  
  

學校健康計劃辦公室（Office of School Wellness Programs）現與嘻哈公衆健康機構（Hip Hop Public 

Health，網址為 hhph.org）合作，免費提供一個由三部分構成的每月一次的周六上午活動系列：「周末

健康活動（Weekend Wellness）：社區和家庭自我照顧」（Self-Care for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我

們鼓勵每個人都與我們一起加入這些周六上午的活動，活動時間是上午 10:30 至 11:30。    

 3 月 20 日：心理健康和體育活動  

 4 月 24 日：種族主義及其與健康/壓力的關係  

  

有關更多資訊及報名參加這些活動，請瀏覽：conta.cc/3u8lqOU。  
 

 

https://schools.nyc.gov/prek
https://schools.nyc.gov/3K
https://www.schools.nyc.gov/find-a-school
https://myschools.nyc/
https://hhph.org/
https://conta.cc/3u8lq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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