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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什么是我们的宗旨与目标? 

 

QHSLS的学生将被培养为一个拥有我们核心价值观的独立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将学会与他人合

作，承担起责任，拥有求知欲，能够有恒心与决心，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有同情心。

在我们严谨的全面的中英文学习课程中，学生通过学习语言组织，学术探索以及情感交涉中作

好大学的准备与探索未来的职业趋向，我们给予学生鼓励与挑战来帮助他们发掘自身最大的潜

力，而不仅仅在于一个语言，而是两种。 

我们的标志，座右铭和吉祥物是什么？ 

 

我们的标志是被（中文）印章所启发, 是学者，艺术家，

皇帝以及个人留下的签名标志。这些印章与在全世界不同

的文化中所使用的墨印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的座右铭是做您自己。您将要如何制定，施行以及实  

现您的目标。同时，还有你的未来？ 

 

我们的吉祥物是狮子。 

 一群狮子成为我们核心价值观念PRIDE  见下文。 

 

 

 

 

 

 



 

 

皇后语言研究高中P-R-I-D-E：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 

什么是QHSLS PRIDE, 我该如何在我的社区中展现PRIDE？ 

合作:   

1. 当进行小组活动时，我会专注于听取其他人的意见，通过合作来达到我们的小组目标。 

2. 我将会利用我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争取为团队做出最大的贡献。 

3. 我试着在冲突发生之前积极的通过沟通和接触他人来防止冲突的发生。 

 

责任心:  

1. 我可以通过组织我的时间和制定目标来获得更高的学习效率，设定合理的目标管理时

间，安排事情轻重顺序。 

2. 当我在有重要的作业或者为大考作准备时,我清楚我该如何整理我的笔记和在指定时间

完成作业。 

3. 我应该注重我的作业质量而不是马虎应对老师的作业。 

4. 我提倡。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为自己或他人寻找资源。我向同龄人和成年人寻求帮助

。 

 

反思: 

1. 我确定自己是否理解。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会问问题，并独立地寻找答案。 

2. 我解决问题。我发现问题，并积极权衡潜在解决方案的利弊。 

3. 我很好奇。在我所观察和学习的东西背后，我问“为什么”和“如何”。 

 

 

决心:  

1. 我成长。我寻求并积极回应批评性的反馈，并采取下一步措施来改进我的工作。 

2. 我容易适应。我从挫折中恢复过来，重新努力，不轻易放弃。 

3. 我保持冷静。我能处理模棱两可和不清楚的情况。 

 

同情心:  

1. 我自省。我思考我的行为和表现，考虑别人如何看待我，注意我的强项和我可以改进的

地方。 

2. 我认为。我试着去理解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一个更大的情境，以及我自己的影响。 

 



 

 

尊重所有人和纽约市校园风纪准则                                                                                                                                                                                                                                      

为了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相映, 我们期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尊重每一个在QHSLS的人。我们同时也

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通过尊重他人和对其他种族，性别，宗教，年龄，外貌, 以及不同性向的

人体现同理心来展现领袖风范。如果目击或者受到骚扰和欺凌的学生应立即寻找校职人员的帮

助，上述事件没有一样在QHSLS是被允许的。 

 

霸凌可以被定义为：  

在学生中，霸凌是不受欢迎的、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它涉及一种真实的或可感知的权力

失衡。这种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或者有可能重复。无论是被欺负的孩子还是

欺负别人的孩子都可能有严重的、持久的问题。 

 

霸凌现象同时包括以下条件：  

● 权力与地位的失调: 霸凌者将会利用他们在身体上的优势，或又因为持有被霸凌

者的敏感信息，或者多人一起欺压和伤害被霸凌者，但是权力失调现象将会通

过时间而改变即使是在同一个人身上。 

● 重复性：霸凌现象通常发生多过一次而且具有重复性。 

 

霸凌通常包括威胁，散布谣言，口头攻击和肢体接触，同时也包括排斥和特意歧视。 

（“什么是霸凌？” 从  StopBullying.gov可以找到） 

作为纽约市的公立高中,QHSLS社区遵守纽约市校园风纪准则，此条例包括了学生与家长的权利

，列出并描述了违规行为及其后果，停学或被开除的情况也是正当程序。 学生家属应自行查阅

“学科规范”; 这里有十种语言翻译： http://schools.nyc.gov/Rules/DisciplineCode/default.htm 

 

 

https://www.stopbullying.gov/
http://schools.nyc.gov/


 

 

 

学校信息 

 

DBN: 25Q241 (地区: 25, 自治市镇: Queens, 位置编号: 241) 

高中代号编码: Q62A 

信邮地址:  

35-01 Union Street, Rm. 118 

Flushing, NY 11354 

 

办公室电话: 718-888-7530  传真: 718-888-7526 电子邮件: info@qhsls.org  

学校网站: http://qhsls.org 

 

学年期间办公时间 7:45AM-5:00PM 

 

日历  

我们的办公室提供QHSLS学年的日历。 您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的网站：qhsls.org下载一份。所有学

生都应将studentinfo@qhsls.org日历添加到他们的Google日历中，以查看A / B日和所有重大活

动。 

 

2019-2020上课时间表 

 

Peri
od 

Tuesday-Friday  Monday NOTES 

1 8:00-8:48 8:00-8:36 学校大门在早上 7:50开放. 

2 8:51-9:38 8:39-9:15 学生每节课有3分钟去下一节课。 

3 9:41-10:28 9:18-9:54  

4 10:31-11:18 9:57-10:33  

5 11:21-12:08 10:36-11:12  

6 12:11-12:58 11:15-11:51  

7 1:01-1:48 11:54-12:30 9 和 10年级午餐 

8 1:51-2:38 12:33-1:09 11 和 12年级午餐 

9 2:41-3:29 1:12-1:48  

 
 
 

mailto:info@qhsls.org
http://qhsls.org/


 

 

 
 
 
 
 
 

 

学校教师目录 

 

姓 名字 职称 部门 电邮 

行政主管 

Lee Melanie 校长 行政 mlee@qhsls.org 

Wuthenow Michael 副校长 行政 mwuthenow@qhsls.org 

Bligh Brian 副校长 行政 bbligh@qhsls.org 

老师 

Booth James 老师 科学：生物学 jbooth@qhsls.org 

Chang Naixin 老师 中文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nchang@qhsls.org 

Das Snigdha 老师 科学：化学 sdas@qhsls.org 

Del Castillo Medina 老师 特殊教育 mdelcastillo@qhsls.org 

Fink Sarah 老师 英文 sfink@qhsls.org 

Friedman Carly 老师 英语和特殊教育 cfriedman@qhsls.org 

Gray Crystal 老师 艺术：视觉和特殊教育 cgray@qhsls.org 

Guo Daisy Lilin 老师 中文 lguo@qhsls.org 

Hossain-Joldic Aklima 老师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ajoldic@qhsls.org 

Kaneris Despina 老师 数学 dkaneris@qhsls.org 

Kim John 老师 数学 jkim@qhsls.org 

Kirkhart Joel 老师 社会研究 jkirkhart@qhsls.org 

Lee Amy 老师 数学 alee@qhsls.org 

Li Chenyu 老师 历史 cli@qhsls.org 

Liang Wayne 老师 体育 wliang@qhsls.org 



 

 

Luo Diana He 老师 中文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hluo@qhsls.org 

Mazzella Luane 老师 英语语言艺术 lmazzella@qhsls.org 

Sembel Malkia 老师 数学 msembel@qhsls.org 

Sheu Tracey 老师 科学: 地球学 tsheu@qhsls.org 

Siu Eric Ching Ho 老师 科学：生物学 esiu@qhsls.org 

Spern Matthew 老师 社会研究与特殊教育 mspern@qhsls.org 

Stephens Kaylee 老师 数学 kstephens@qhsls.org 

Terry Katy 老师 英语作为新语言和英语 kterry@qhsls.org 

Umanzor Gabriella 老师 英文 gumanzor@qhsls.org 

Villarson Theresa 老师 科学：物理学 tvillarson@qhsls.org 

Weinstein Ashley 老师 社会与特殊教育 aweinstein@qhsls.org 

Weng Alice Yali 辅助老师 特殊教育 yweng@qhsls.org 

Wilson Eustacia 老师 特殊教育和艺术：戏剧 ewilson@qhsls.org 

Wright Trisha 老师 数学 twright@qhsls.org 

Zhao Jianlan 老师 中文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jzhao@qhsls.org 

辅导老师 

Ku Jeffrey 辅导老师 指导办公室 jku@qhsls.org 

Leon Chu Susana 辅导老师 大学办公室 sleonchu@qhsls.org 

Tu Shun 辅导老师 指导办公室 stu@qhsls.org 

行政人员 

Huang Stephanie 家长联络员 办公室 shuang@qhsls.org 

Kao Jane 学校业务经理 办公室 jkao@qhsls.org 

Maxwell Chereese 

Yvette 
学校秘书 办公室 

 

ymaxwell@qhsls.org 

学校助理 

Matthews Yvette 学校助理 办公室 ymatthews@qhsls.org 



 

 

Miles Edna 学校助理 办公室 emiles@qhsls.org 

Peebles Jennifer 学校助理 办公室 jpeebles@qhsls.org 

社区组织 

Chen Yely 项目经理 华策会 ychencpc@qhsls.org 

Fain Nicole 活动专家 华策会 nfaincpc@qhsls.org 

 
 
 
 
 
 
 
 
 
 
 
 
 
 
 
 
 
 
 

 

 

 

 

 

 

 

 

 

 

 

 

 

 



 

 

校园规则 

以下程序适用于整个法拉盛高中校园。 

健康服务 

如果学生生病不适合上课，他们必须从老师那里取得通行证，才能到Rm268. 如果护士认为需

要将学生送回家，那么父母/监护人将被通知。请注意：在学校期间，需要服用的药物必须先

注册并在护士陪同下服用。有关这个表格的详情请向办公室查询。 

访客安全 

所有访客必须通过从北大道的主要道路进入学校（16号出入口）。访问者必须在校警处出示ID

并登记，然后向办公室（118室）报告，所有访客必须从主入口进出。 

火灾演练和紧急疏散 

每个教室和办公室都会张贴一个表示最靠近的楼梯间和紧急撤离出口的标志。遇到任何紧急情

况或演习时，学生应遵循教师的指示或校园公告。如果整个学校疏散，学生应迅速和安静地离

开， 电话在撤离过程中是不允许使用的。 

出席，通讯和预约 

以下程序适用于学生和家长。我们学生的安全和出勤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果学生不出席他们

将无法学习。 

学生出勤 

出勤率是影响学生在学校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 请尽一切努力每天上学。 出勤率低于90％（每

月缺勤一个上学日）的学生有可能不能按时毕业。 学生可能因医疗原因和家庭紧急情况而缺席

。 请注意，旅游不被接受为请假原因，并应与学校放假时间一致。 对于医生和牙科预约，请在

放学后安排这些预约。 

 

如果缺席可以豁免，则需要父母/监护人或医生签署的信函。 请提供您孩子的全名，学生证号

码，日期和缺席原因。 

 

如果学生缺席或迟到，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打电话，发送电子邮件或发送短信通知家长并询问学

生的情况。 



 

 

沟通 

我们鼓励我们的家庭尽早和经常与我们学校的教师沟通。 我们可以在办公时间通过电话，电子

邮件或在Remind系统留下信息。 如有任何疑虑或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教师讲中文

和西班牙语。 

 

如果父母需要在紧急情况下联系学生的话，家长应该致电办公室以获得最快的回音，而不是学

生。 我们要求我们的父母不要在上课期间给学生发短信，以尽量减少课堂上的干扰。 

 

 

文件所需的学生信息 

蓝色紧急联系卡：每位学生必须准备好准确的蓝色紧急联系卡,家长/监护人必须向学校提供最

新的联系信息。这包括邮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如果学生搬家，家庭必须携带政府服

务或公用事业公司发送的邮件，以显示住址证明。在蓝色紧急联系卡上,父母/监护人也可以指

示其他有权从学校接学生的成年人。 

 

午餐表格：入学的一个月内，所有家庭必须提交午餐表格。这些表格会使学生得到免费午餐资

格。并成为影响我们学校向政府申请经费的依据。大学申请和考试的费用减免也由这些午餐表

决定。家庭可以在这个网站填写午餐表格，提供多种语言， nyc.applyforlunch.com 

 

学生在医务方面的需要：必须通过医生的信（例如对医药或食物的严重过敏，免除学生参加体

育运动，哮喘需求等的伤害）向学校传达对学生医疗需求的任何改变，即使是临时的。所有不

必要的缺席都将被视为旷课，家庭假期应安排在学校假期期间举行，否则将被视为无理由缺席

。 

 

缺交作业补做 

学生有责任弥补所有未完成的作业或者缺席的考试和实验。如果学生长时间不上学，打电话或

者邮件老师，安排作业，请至少一周前通知教师，让他们补充准备资料。学生应该主动与老师

约定补考时间。 

 

与学校预约 

强烈建议家长预约与行政或教师会面。请致电或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由办公室安排时间来谈话

或见面。在QHSLS，我们致力于学生的成就。再者，教职人员有许多会议和课程安排，因此，如

果父母临时来访，我们可能不能安排会面。我们感谢您的理解。 

http://nyc.applyforlunch.com/


 

 

 

学生程序 

以下程序适用于学生。按照这些程序，确保学生的安全，创造一个所有学生都在学习的安全环

境。 

 

上课和放学 

QHSLS上学时间为上午7:50。学生应在早上通过距离友联街最近的入口1号门进入学校。如果在

上午7:50前吃早餐或与老师会面，学生必须通过正门16号入口和出示ID进入。学生在上课期间

直至放学都不得离开校园。除非加入课后活动，学生必须通过出口1离开学校。否则，学生应通

过正门离开。从任何其他门离开的学生可能会触发警报声，并将面临处罚。 

 

学生ID卡 

学生证应随身携带;任何学校的保安人员或教职员均可要求出示证件。如果从正门进入，可能会

要求学生出示学生证。目前，学生进入餐厅不需要刷卡; 然而，学生进入体育馆时需要出示学

生证。如果学生遗失了学生证，他们应该发电子邮件的谷歌表格要求补发学生证。注意，如遗

失学生证需补领超过一次，则须缴付费用。 

 

地铁卡 

教育局根据学校与学生交通办公室登记的住宅地址的距离，发放地铁卡。遗失或损坏地铁卡的

学生可到Rm 220A在午餐或上学之前或之后更换，更换卡须视供应情况而定。 

 

 

衣着要求和校服 

穿校服对于发展积极的校园文化和确保校园安全非常重要。校服包括任何带有QHSLS标志的衬

衫，并且必须作为衣服的主要部分。所有的学生都要穿着校服到校。校服是我们学生的ID，提

供进入共享校园空间的入口，比如餐厅。 

 

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没有穿校服的学生应该在上课前借一套校服。学生也可以在220A教室的

最后一节课后或午餐时间购买校服。如果购买校服是困难的，请与我们的任何工作人员联络。 

 

学生可以选择合适的裤子、牛仔裤、短裤、裙子和鞋子。任何不符合我们着装要求的服装将不被

允许，学生将被要求更换。家长可能需要带合适的衣服到学校。不合适的着装包括: 

联络腰部以下下垂或穿在腰部以下的裤子 

 



 

 

 

- 腰部以下下垂或穿在腰部以下的裤子 

- 太紧或太透明的衣服 

- 任何显示毒品、酒精、性内容或侮辱性语言的配件或衣服 

- 任何可能有噪音或破坏性的附件 

 

注意，耳机、耳塞和太阳镜必须放在书包或储物柜里。 

 

体育课：请咨询老师提供的课程合同。 

 

饮食 

请注意，个别教师可能会有自己的食品和饮料政策。作为学校政策，只允许塑料瓶; 我们还鼓

励学生带来一个可补充的水壶，并且早一点抵达学校，在自助餐厅享用免费早餐。符合以下标

准的小吃将在上课的最后15分钟内被允许： 

- 安静（没有袋子，噪音） 

- 整洁（没有油腻，污渍或碎屑的小吃，例如爆米花，奶酪泡芙等） 

 

可接受的零食的例子包括格兰诺拉麦片，香蕉等。如果老师发现您吃东西时破坏学习气氛，您

将被要求放弃食物或将其丢弃。记住您须带给教室，为其他学生留下一个干净的环境：对您自

己的环境负责。 

 

请注意：实验，考试或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不允许吃零食。 

 

走廊通行证和洗手间 

根据校园范围的政策，在上课的前10分钟洗手间将会被锁上。通行证只能在同一時段给予一个

学生。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请联系在任何办公室的管理员或教职员工 

 

女生洗手间位于Rm210对面。男生洗手间位于Rm236旁边。 午餐期间，学生必须使用这些洗手

间。 

 

午餐和餐厅使用 

学生需要输入9位数字的身份证号码才能领取午餐。学生有责任维持和离开一个有序和尊重的

环境。这包括耐心排队、自己清理、保持适当的音量等。 

 

午餐辅导时间 



 

 

如果老师在午饭时间为办公时间提供家庭作业帮助，辅导或额外的考试时间，学生必须从教师

处获得通行证后，并将该通行证提交给监督餐厅的QHSLS教师。如学生没有通行证不许离开餐

厅。我们强调，利用午餐时间辅导是由教师决定的权利。 

 

手机 

为了确保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学校，确保安全，防止盗窃，学生必须放起所有电子设备并保持振

音模式，除非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全市法规还规定学生在任何考试或测试情况下，不允

许在厕所，更衣室，或在疏散或安全演习期间使用电话。学生可以在餐厅使用手机。 

 

请注意，未经他们许可拍摄他人的照片或视频是我们在QHSLS认真对待的违法行为。我们会要

求学生从手机中删除这些照片/视频。如果发现学生表现出这种不尊重的行为，我们也可以限

制或没收手机。如果教师或管理员没收电话，我们将通知家长。根据具体情况，家长/监护人可

能需要亲自取回电话。 

 

我们鼓励学生和家长建立健康的手机使用习惯。其中包括： 

- 设定允许手机用于娱乐和游戏的时间 

- 讨论社交媒体学生正在使用什么以及学生发布的内容 

- 每晚在卧室外给手机充电 

- 建立沟通的惯例和期望 

 

在紧急情况下，学生如果需要在学校办公室使用手机，应找老师。 

 

学生不得在教室里给手机充电。在紧急情况下，学生可能会将电话交给老师进行充电。老师收

取的电话将在当天结束时退回。 

 

用品和教科书 

每天上课必须准备钢笔和/或铅笔，活页纸，文件夹，以及个别教师要求的任何其他材料。 

向学生发放的所有教科书或设备均为QHSLS财产，应慎重使用。使用这些项目是学生的权利和

责任。对任何损坏或丢失的教科书和设备学校会进行罚款评估，未来的使用权可能被取消。 

 

课堂和体育室储物柜 

- 学生可到220A学生登办公室登记使用储物柜。只有学校发行的蓝色密码锁才可以使用，售

价7美元。这些可以买到，供学生保存。学生可以在课间使用储物柜。然而，请注意，学生

将不被允许在上课时候使用储物柜，如果要应用储物柜并应提前计划。 



 

 

- 学生可以在体育课程期间在更衣室使用储物柜，用自己的锁，（我们推荐Master Lock）。

这些储物柜仅供日常使用，所有物品必须在体育课使用并且在学期末取走。请注意，学校

对遗失或被盗物品不负任何责任，学生必须小心检查其物品是否安全。 

 

电脑使用和社交媒体 

在老师的指导下，笔记本电脑可能会在课堂上使用。在任何计算机使用之前，所有学生和家长

必须签署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同意书，表明他们理解适当的计算机使用。所有使用笔记本电脑

都是学生的责任。按照老师的指示，正确和谨慎地处理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权可能

会被取消。同样，将对笔记本电脑的任何损坏或损失进行评估。对于Chromebook，学生必须使

用他们的@qhsls.org电子邮件登录。 

 

- 社交网络：计算机仅用于教育目的。学校严禁使用社交网站。同样，我们强烈建议家长监视

学生使用社交网络的情况（Facebook，Instagram，QQ，Twitter，Snapchat，Kick等）。 

 

- 社交媒体网站的在线行为：如果社交网站上的行为影响我们学校的学习环境，QHSLS可以

采取适当的纪律措施。用户对社交网络的评论也会产生法律后果，并可能由公司网站进行

监控。记住:每个帖子都有持久性:即使被删除，它们也可以保存、和恢复。 

 

QHSLS电子邮箱：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校电子邮箱，允许学生访问我们学校的谷歌服务器。有

关用户名和密码的帮助，请与老师联系。 QHSLS电子邮件... 

 

官方:请注意这是你的学校邮箱，你的隐私有限。发送任何不恰当的信息、照片或视频都可能导

致严重后果。 

● 是否专业:用它来申请兼职工作或大学申请 

● 有帮助:在谷歌驱动器上协作，与老师和同学共享谷歌文档 

● 有用:了解学校的活动，并向老师发邮件提出问题 

● 官方:请注意这是你的学校邮箱，你的隐私有限。发送任何不恰当的信息、照片或视频都

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学术 

以下项目概述了支持领域，学生的机会，以及所有学生应该知道的评分政策去达到成功。 

 

 

 



 

 

在线作业和评分 

Pupilpath：教师将使用名为PupilPath的在线评分系统发布作业和成绩。 家长和学生可以访问此

在线和移动应用程序。 学生和家庭应使用PupilPath.com始终如一地跟踪作业和考试的学术进展

。 如果学生或家长无法访问或使用他们的PupilPath帐户，请联系info@qhsls.org或我们的指导顾

问以获取帮助。 

 

Google课堂：教师经常使用Google课堂发布作业并向学生提供反馈。 务必每天检查作业。 

Grading Policy 

在QHSLS，成绩表明学生知道什么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 每位教师都会与学生签订一份单独的

课堂合同，详细说明他们将如何评分，有关补做和重做的政策，以及如何最好地与他们沟通。 

在整个学校，成绩将基于以下内容： 

 

- 85％的最终产品：考试，表现任务（项目，写作任务，实验室报告等） 

- 15％的学习过程：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参与等 

 

在缺席后的五个上学日或与教师合作确定的日期，可以为缺席缺席做补偿工作。 学生有责任与

他们的老师安排所需的时间。 

 

抄袭与学术诚信 

剽窃是指将别人的工作，他们的想法和/或他们的言语，作为自己的表现。 在学校和大学，这

相当于欺诈或偷窃。 在美国，抄袭可能导致被驱逐，不及格以及丧失信誉。 复制的任何作品（

来自朋友，互联网或任何其他来源）将立即为0。 恢复作业的分数由您的老师决定。 

学期和学分                                                                                                                                                                                                                                                       

每年会有两学期：秋天（1月份结束）和春天（6月结束）。 如果他们以65或更高的分数通过课

程并获得学分。请注意，每个学期有三个评分季度，学生将在每个学期的第二个评分季度后会

获得成绩单。学生在学终成绩单看到他们的第三个评分季度和最终成绩，最后的成绩表明学生

这个学期获得的成就和将会使毕业生获得学分。 

 

请注意： 

高于80的等级可以以1为增量（例如83,87,94）。 

低于80的成绩将以5（例如70,75,80）为增量。 

 

 



 

 

荣誉和高级荣誉 

在QHSLS，荣誉表示学生平均分达到85以上，任何个别科目不低于80分。高级荣誉表示，学生

平均达到93分以上，任何个别科目不低于80分。 

 

80分符合QHSLS的标准。我们期待学生们努力，坚定，从错误中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老师的政策

提出重新进行考试或重做作业。 

 

毕业 

要从高中毕业并获得纽约州州考文凭，学生必须符合特=一定的学分要求，并通过规定的州考

考试。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我们在毕业进展要求表。 

 

我们的课程旨在支持学生获得高级认证高中文凭。获得高级认证高中文凭文凭的学生证明他们

有能力超越毕业要求。学生在所有学科领域都表现出很强的基础，大学通常会寻找具有高级认

证高中文凭的申请学生。 

 

高级认证高中文凭要求是什么? 

- 44个必修学分，包括6个外语学分和3个选修学分 

- 65分或以上，参加5门标准的毕业管理考试，外加一门科学考试，两门数学考试和一门

外语考试。 

 

最终成绩单显示所修学分的数量以及课程和州考考试的分数。我们的辅导员将全年与学生见面

，讨论他们的学习进展和毕业后的计划。学生和家长可以联系他们的辅导员索要成绩单。 

 

辅导咨询 

我们的指导小组可以帮助有学习，社会或情感问题的学生。如果与该辅导员有约定，学生将在

课堂开始时收到老师的通行证。学生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预约，最好至少提前一天。请注意，

我们的顾问会讲普通话，粤语，西班牙语和英语。 

学生主导的家长教师会议 (SLC) 

在11月和3 / 4月，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和家庭成员与学生和学生的SLC老师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

始前一周，SLC老师将与家长安排20分钟的预约时间。学生将成为领导会议，说述他们的进展

并讨论改进计划。然后，他们的老师将展示学生在毕业、出勤率、进一步规划和其他重要数据方

面的学术进展情况。 

 



 

 

还鼓励家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其他会议，并可随时安排。 要求家长通过电子邮件或致电主办

公室或与教师预约。 中文和西班牙语的语言支持随时可用。 也可提前通知支持其他语言。 

 

课后和课外活动 

辅导 

老师随时为您提供帮助。与您的老师谈谈在放学后和午餐期间接受辅导的机会。同样，如果作

业不完整或缺失，您的老师可能会要求您参加辅导。 

 

华策会课后补习 (CPC ASAP)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华策会一起，我们可以提供课后作业辅导，周一辅导的时间到3:30，周二至

周四，直到下午5点。华策会通常从10月份开始，学生必须与华策会一名工作人员报名。我们鼓

励我们所有的学生来寻求额外的帮助无论是华策会工作人员或我们学校的学者。学校的电脑也

可以提供使用。 

 

通过尽快报名参加华策会，那些在学业上有进步的学生也有机会参加一些令人兴奋的活动和旅

行。这包括大学参观、露营、滑雪、纽约美食之旅、百老汇演出和其他活动。 

 

图书馆使用 

我们鼓励您使用我们优秀的校园图书馆。图书馆充满印刷和数字资源。您可以在放学后或午餐

后访问图书馆（位于地下室的B-06）。学生不得在上课期间自行访问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两个

书和保留三个星期。图书馆的电脑仅限于家庭作业和研究。图书馆员可以帮助。学生只能免费印

刷5张纸;否则，学生必须提供自己的用纸 

 

课外活动 

我们鼓励您在学校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今年，我们将继续提供学生课外活

动机会。我们很高兴与CPC合作开展课后活动规划。 

 

公立学校运动联盟（PSAL）体育 

欢迎符合条件的QHSLS学生参加法拉盛校区PSAL体育活动。学生必须符合学业和出勤标准，并

提交体检合格表和家长同意书（可从Ku先生或PSAL.org获取。）全年都有举办体育运动的会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PSAL.org> Schools> Flushing HS。目前的运动包括： 



 

 

女子：羽毛球，篮球，手球，足球，乒乓球，网球，Track（户外），垒球，排球 

男子：羽毛球，足球，棒球（JV and Varsity），篮球（JV和Varsity），手球，网球，足球，排

球 

男女混合：保龄球，越野，田径（室内） 

参加非学术活动，活动和旅行的资格 

未能表现出PRIDE核心价值或受到纪律处分(如被拘留、停学等)的学生，可能没有资格参加学校

活动及庆祝活动(如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假唱大赛)、活动及/或非学术旅行(如毕业旅行、Citi 

Field)。具体后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家庭参与 

PTA和SLT活动：我们鼓励家长加入我们的家长教师协会和学校领导团队会议和活动。有关全年

的常规PTA会议日期，大学参观和其他社区庆祝活动，请参阅学年日历。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反

馈。如有任何疑问，请发电子邮件至pta@qhsls.org或我们的家长联络员Stephanie Huang，电子

邮件：shuang@qhsls.org。 

 

家长教师会会议通常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举行。这些会议包括关于高中后规划（例如政府

援助和大学申请），培养学生的社会和情感健康，亲子沟通，移民权利，福利和公共服务等的

研讨会。 

 

我们的2019-2020 家长教师协会董事会包括： 

 

家长老师会联席主席: Evelyn Hogu and John Chen   

家长老师会副主席:  CuiZhen Chen and XiaoFen Zhang 

家长老师协会秘书: Omar Di Nicola  

家长老师协会财政: Judy Luong 

我们的PTA全学年举办多项的活动，这些包括： 

- 纽约市，纽约州和费城大学参观 

- 摘苹果，参观博物馆和植物园等社交活动 

- 家长带来的謝师午餐 

- 支持我们学校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和颁奖晚会 



 

 

 

通讯：我们每季度发送一份通讯，其中包括重点介绍学生和学校的成就，重要信息以及学校庆

祝活动的邀请。还包括PTA新闻和公告，有关我们学校节目的更新，学校午餐日历以及家庭要

求的其他项目。我们的信件有翻译成中文和西班牙文。如果您想要我们最近的通讯，请联系我

们的家长联络员Stephanie Huang。 

 

请上学校网站qhsls.org查看最新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