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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年 8 月 30 日 

亲爱的家人， 

尽管大流行造成了持续的干扰和不确定性，但我希望您过得愉快。食品与金融

高中一直在幕后忙着为 2021-22 
学年做准备，我们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学者回到大楼，进行人身安全、学术严谨

、社交和情感培养的亲自教学和学习. 

我们为学生开学的第一天是 2021 年 9 月 13 日。学生应在上午 8:15 
之前到达学校，以便能够在 8:30 开始之前进入大楼。 

本月我们已与家庭联系，分享更多有关返校后勤的信息，并征求您的反馈意见

，我们要感谢所有就学校不同方面提出意见和见解的人。以防万一我们无法联

系到您，以下是本学年要注意的政策提醒： 

制服- 

● 
如您所知，出于多种原因，包括安全和安保在内，我们非常重视校服问题。然

而，鉴于由于大流行的残余影响，许多家庭在过去18 
个月中经历了所有财政挑战，我们认识到这可能对返校购物产生影响。 

因此，今年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了一件马球衫和一件厨师夹克，以帮助减轻我

们家庭的经济负担。 

● 如果一个家庭正在寻找额外的制服，他们可以从 Ideal Uniforms 购买这些制服 

● 制服清单： 

o Top-Food and Finance polo 衫*（注意：虽然我们今年有绿色 polo 
衫，但如果学生有白色或蓝色 polo衫，也绝对欢迎他们随时穿。） 

o 底部-
黑色或卡其色裤子（不允许穿裙子、短裤、牛仔裤/破洞牛仔裤和连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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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鞋子——
运动鞋、靴子、正装鞋（没有露趾鞋、平底鞋、凉鞋、人字拖或任何类型的高

跟鞋） 

学生入学和放学- 

● 与往年一样，我们是一个全扫描校园。所有学生将在 10 日至 11 日之间通过 
50 日的正门进入学校。只有来自校园内不同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才能使用第 
50 街的坡道。 

● 
当学生准备通过机器时，扫描速度最快。这意味着在到达机器之前将所有金属

物体（包括皮带、手机、钥匙、airpods 
等）放入包中。一旦学生通过机器，他们应该步行到餐厅实验室和厨房旁边的

走廊。 

● 学生将获得进入大楼所需的身份证件。如果您没有 
ID，您将不得不等待手动输入行。如果您在手动输入线上，请向为学生办理登

机手续的工作人员提供您的姓氏和名字。 

● 
学校安全员在这里与校园内的学校合作，更重要的是，与校园内的所有学生合

作。请按照学校安全部门在扫描过程中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 
有时，学生可能会因为身上或衣服上有金属而被要求进行手杖扫描，请按照代

理人的指示进行扫描。 

● 校园内每所学校的管理员和/或代表将在每天早上进行扫描。这包括 
FFHS。如果有任何问题或疑虑，我们鼓励您与 FFHS 的管理员/代表交谈。 

● 上学日结束时，您将通过位于 50th 10th 和 11th ave 之间的主入口离开大楼。 

电话政策 

● 
电话策略保持不变。学生可以将手机带到学校，并且必须在白天保持关机状态

。学生不得在建筑物内的任何地方使用它。如果任何成年人看到正在使用的电

话，学生将被要求将其交给院长或管理员。例外******由于大流行要求教师过

渡到虚拟学习，一些师生已经习惯使用手机进行课堂活动和项目。如果特定教

师将电话和/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使用整合到课堂学习中，则学生只能在该特定课

堂时间使用该设备。 

● 第一次犯规 - 电话将在一天结束时被拿走并归还 

● 第二次犯规——电话被拿走，家长被叫到；家长必须来接电话 



 

● 第三次违规——
手机被拿走，被叫家长接电话，学生不再允许带手机进入大楼；学生将在扫描

时被标记，手机将被没收，家长每次都需要进来取回手机。 

● 
注意：如果学生拒绝，电话将被没收，并会打电话给家长，学生不再允许将电

话带入大楼。学生将在扫描时被标记；手机将被没收，家长每次都需要取回手

机。此外，任何需要给家里打电话的学生都可以到主办公室拨打学校的礼宾电

话。 

● 我们要求需要联系孩子并与他们交谈的家长拨打 212-586-2943 分机 1172 
联系学校的家长协调员（Lopez 先生），他将协助家长联系孩子。 

课程 - 学生课程将在开学第一天分发，并发放地铁卡。 

身份证件 - 将在第一周拍摄身份证件照片。该 ID 
必须每天使用，并通过扫描刷卡以记录建筑物的出勤情况。学生必须向大楼内

任何要求查看身份证的成年人出示他们的身份证。 

学生电子邮件和家长 NYCSA 帐户- 虽然过去我们使用学校域名 @ffhsnyc.org 
作为学生电子邮件帐户，但今后所有学生都将使用他们的 

@nycstudents.net 帐户。这些帐户将与学生一起在 NYCDOE 
度过他们的时光，并提供访问 NYCDOE 
以及食品和金融高中的课程和交流的机会。所有学生将在开学第一天收到他们

的帐户信息。此帐户将用于完成 COVID 健康检查，以及访问 NYCDOE 
计算机和 iPad 以及 NYCDOE 和 FFHS 教学计划。 

在远程学习过程中，NYCDOE 
开发了某些工具来让家长了解他们孩子的进步。这是通过使用 NYCSA 
帐户实现的。如果您过去曾注册过此帐户，则可以访问您的学生信息，以及更

新紧急联系信息（蓝卡）、查看学生出勤记录、成绩单成绩等。 

父母将能够创建一个帐户并通过使用您孩子特定的代码关联他们的帐户。如果

您需要访问此代码，请致电 (212)586-2943 分机 1172 联系我们的家长协调员 
Lopez 先生。 

NYCDOE iPad、学校 Chromebook、学生设备 

如果您的孩子有 NYCDOE 
iPad，他们应该每天带着这个设备去学校。这些设备将连接到学校互联网。目

前，NYCDOE 
正在努力确保所有学生都有可用的设备。学校正在努力为所有人提供 
chromebook 或 NYCDOE 



 

iPad。我们将在开学第一周完成对学生设备的审查。如果学生有自己的设备，

我们鼓励他们将该设备带到学校。请注意，为了完成学业，学生应该能够使用 
iPad 或 chromebook 而不是智能手机。 

家长参观学校 

学校能够与学生和家长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我们鼓励家长向学校提出任何问题

或疑虑。如果家长希望访问学校，我们要求您尽一切努力在到达学校之前安排

您的会议。在您访问之前安排您的会议将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您在建筑

物中的时间，并确保您能够与您需要谈论您的孩子及其在学校的进步的每个人

会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家长协调员 Lopez 
先生，致电学校并安排与老师的约会。(212)586-2943 转 1172。 

如果您想就安全或纪律相关事宜安排预约，请致电 (212) 586-2943 分机 1732 
联系我们的院长西蒙斯先生。 

欢迎您随时联系 Hurtado-Valentino 女士分机 1662 或 Bollati 先生 6171 
分机，了解您可能有的任何顾虑或希望访问学校。 

如果您没有预约就到达学校，您将被要求在主办公室等候，而我们将竭尽所能

满足您的要求。请注意，如果我们在您抵达前未收到通知，您可能需要等待更

长的时间，同时我们会确保您能够与满足您需求的所有员工会面。 

大楼的每位访客都必须在抵达时向学校安全部门登记，然后您将被护送到主办

公室，在我们解决您的需求/疑虑时，您将在那里登记。家长不得在无人看管的

情况下步行。参观结束后，您将被步行至正门。 

贝尔时间表- 

期间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1 上午 7:45 上午 8:27 

2 上午 8:30 上午 9:13 

3 上午 9:16 上午 9:59 

4 上午 10:02 上午 10:45 

5 上午 10:48 上午 11:31 

6 上午 11:38（学生午餐） 下午 12:17（学生午餐） 

7 下午 12:20 下午 1:03 

8 下午 1:06 下午 1:49 

9 下午 1:52 下午 2:35 



 

10 下午 2:38 下午 3:20 

家长/教师会议 

希望与老师交谈的家长可以通过与 

Lopez 先生，家长协调员，他将在双方都方便的时间为会议提供便利。 

再次，我们渴望欢迎学生回来并期待我们最好的一年！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

或疑虑，请随时致电 (212)586-2943 与我们联系。 

学生用品清单/学生课堂合同 

在课程的前几天，学生将收到他们课程中每个课程的课程大纲和课堂合同。学

生应在开学第一天携带笔记本和笔，如果开学第一周后学校未提供，学生应准

备购买额外的用品。 

真挚地 

食品与金融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