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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Herricks Road 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欢迎来到赫里克斯UFSD

亲爱的父母/亲子关系人士：

随附的是一包用于注册您的孩子所需的材料。

如果您有预约，请致电516-305-8987致电注册部Pat Lewis。
有关注册的任何问题。登记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9:00
到下午3:30

谢谢您的合作。

第2页 表格1000-在房主或房东重新登记自己的孩子时使用。

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根据要求，您的孩子应入学并在下一个上学日开始上学（除非在请求之日确定无住所）。的
必须尽快填写此数据包的内容，但不得晚于孩子入学后的三个工作日。学区将为您提供
在您的孩子入学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确定居住权。但是，如果您在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提交此数据包的内容
孩子的入学申请，学区将在第四个工作日提供居住权决定。

请致电516 305-8987讨论对孩子报名的兴趣。

业主 承租人

房主必须提供房主证明。
（契据/税单/抵押声明）

第三方关于父母关系中的父母或个人的声明
在该地区的存在。

注意：学区保留区分每件衣服重量的权利。
确定需要提交的文档。作为申请人，您应该
提交最有可能证明您在学区居住的文件。

和
学生的出生证明原件（加盖印章）或洗礼记录。
如果找不到任何一个，学生可以提供他或她的护照（包括
外国护照）。如果上述所有文档均不可用，则
学区可能会要求其他文件证据。

父母/人在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中的誓章。
（父母/具有亲子关系的人可以提交替代文件，因为
认为必要）。

包括免疫在内的医疗记录

以前学校的成绩单

由业主和房客签署的租约或房东/房客表格。

注意：学区保留区分每个人的权重的权利
确定必要时提交的文件。作为一个
申请人，您应该提交最有可能证明您的文件
居住在学区内。

和

学生的出生证明原件（加盖印章）或洗礼记录。如果
两者都不可用，则学生可以提供他或她的护照（包括
外国护照）。如果上述所有文档均不可用，
然后学区可能会要求提供其他文件证据。

父母/人在与父母的关系中的证词，证明与
儿童。（父母/有父母关系的人可以提交替代文件
认为必要）。

包括免疫在内的医疗记录

以前学校的成绩单

替代证明的非排他性清单 替代证明的非排他性清单

当前电话账单上显示姓名和地址
（不接受手机对帐单）

当前电话账单上显示姓名和地址
（不接受手机对帐单）

当前的PSEG或国家电网声明以及您的姓名和地址 当前的PSEG或国家电网声明以及您的姓名和地址
驾驶执照和汽车保险身份证 驾驶执照和汽车保险身份证
取消银行支票，并附上姓名和地址 取消银行支票，并附上姓名和地址
工资存根–显示区域内的打印姓名和地址 工资单-显示区域内的打印地址
商业搬家公司的搬家票据 商业搬家公司的搬家票据
律师声明–声明他证明个人居住在特定的地方
Herricks学区内的地址

律师声明–声明他证明个人居住在
赫里克斯学区内的特定地址

国税局开具的当期纳税申报表或W-2
（打印的姓名和地址）

由国税局开具的当期纳税申报表或W-2
（打印的姓名和地址）

邮局确认书，说明地址变更 邮局确认书，说明地址变更
法院签发的文件（现名和地址） 法院签发的文件（现名和地址）
其他适当的证明。接受其他证明应在
区的自由裁量权。

其他适当的证明。接受其他证明
由学区酌情决定。

在本申请中向学区提交虚假信息或虚假陈述违反了《纽约刑法》第175.30条，应由
处以罚款和最高一年的监禁。
此外，学区将对任何因虚假信息导致学生入学的人追究学费，
不是该地区的合法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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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父母声明居住证

进入赫里克斯联盟免费学校区教育委员会

这是为了证明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我了解此声明是根据“伪证罪”作出的，因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可以被Herricks公立学校的学校录取。
（孩子的名字）

2。 我住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主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主地址）

作为我的合法住所。我进一步证明，我不会在城市范围之外维护其他居所
赫里克斯学区。

我了解如果发现上述孩子不是Herricks Union的合法居民

免费的学区，我将依法负责并支付学校费用



◆Herricks路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自入学第一天起，学区每年的学费率，以及与侵害孩子有关的任何费用”。我也意识到盗窃

政府服务是一种根据《国家刑法》应受惩处的罪行，并且在陈述中做出虚假陈述

使用此应用程序将使我受到刑事起诉。我被告知学区将

进行未经通知的家访，以进行居留身份验证。

我进一步了解，如果我搬出上述房屋，我会立即通知学区。

我被告知，学区可能出于居住目的进行暗访。

验证。我已阅读并理解以上内容。[]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关系中父母/人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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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院长办公室

菲诺·塞拉诺（Fino M.
学校主管
fcelano@herricks.org

回复： 关于居住权的问题

尊敬的居民：

有关居住权的问题时有发生。这是一个困难但极为重要的问题。

“当某人/父母要求入学时，该儿童应入学并在下一个上学日或当日开始入学。

尽快（除非在申请入学之日确定无居住权）。父母必须

尽快（但不迟于三个工作日）提交所需的文档或信息以支持

孩子的居住地。董事会将在您孩子的三个工作日内为您提供居住权确定

注册。但是，如果您在孩子报名后的第三个工作日提交此包裹的内容，

学区将在第四个工作日提供其居住权决定。”

在注册过程中，我们强调关键因素是家庭中成年人和儿童的位置

实际居住，而不仅仅是他们在该地区拥有或租赁财产。在流程的最后，他们签署了一份表格，

包含以下语句：

我保证上述声明是正确的，但会受到法律制裁。我进一步证明，我不维护

居住在Herricks学区范围之外。我了解如果上述
发现孩子不是Herricks Union Free学区的合法居民，“
在法律上负责并将支付学校地区的年度学费

入学第一天的费用（含所有费用）

迷住了我的孩子。”

我还意识到，盗窃政府服务是根据《国家刑法》应予惩处的罪行，

与此申请相关的虚假陈述将使我受到刑事起诉。一世

进一步了解，如果我变更住所，有责任通知学区。

我被告知，学区可能出于居住目的进行暗访。

验证。

（请首先输入）我已阅读并理解以上内容。

如果登记孩子的家庭不是房主，则登记孩子的家庭和房屋所有人都必须填写

适当的居住权誓章，表明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您知道某人不是居民，但正在将其子女送到我们的学校，我们请您向我们提供
该信息。我们将调查并确定实际上是否有人在非法参加。提示可能

通过电话（516-305-8901）或电子邮件（enapolitano@herricks.org）匿名。我们是否应该发现有人非法参加；
我们将把孩子排除在学校之外，并通过一切适当的方式争取学费。

mailto:enapolitano@herricks.org
mailto:enapolitano@herricks.org
mailto:enapolitano@herricks.org


赫里克斯路999-B号•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P：516-305-8901•F：516-248-3108

真诚的

菲诺·塞拉诺（Fino M.
学校主管

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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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状态表 开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仅限办公用途

居住证明

搬入地区 
与地区一起移动

和...一起生活 _____________

住宅

新家 

租用

一般信息

出生证明
护照
其他
免疫接种
医疗类

运输

沃克

骑士

上学

中心街
登顿大道
Searingtown
初中
中学

小号TUDENT我载文信息：（请输入或用圆珠笔清晰打印。）
姓： 名字： 中间名/姓名首字母：

地址： 镇： 压缩：

出生日期： 性别： 年级：

出生地： 电话号码：

以前的地址： 镇： 州： 压缩：

d OES您的孩子有残疾？  ÿ ES O N O

^ h当您的孩子收到牛逼书名IS ERVICES于过去？  ÿ ES O N O

1.学生当前是否居住在永久性住房中？  ÿ ES O N O

如果您回答“是”，请转到第2页。
如果您回答“否”，请继续进行问题2。

2.如果该学生当前不在永久性住房中，那么该学生目前在哪里居住？

在庇护所
由于非自愿住房损失而暂时与另一个家庭或其他人
或由于经济困难
在酒店/汽车旅馆
在汽车，公园，公共汽车，火车或露营地中
其他暂时的生活状况（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意，如果学生住在临时住所中，学区可以选择进行家访。
但是，也请注意，学区不能联系房东或建筑物负责人来核实学生的身份。
住房状况。

您在上面给出的答案将帮助学区确定您或您的孩子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获得哪些服务：
麦金尼-芬托法案。受《麦金尼-文托法案》保护的学生有权立即报名参加
即使他们没有通常所需的文件，例如居住证明，学校记录，免疫接种等
记录或出生证明。受《麦金尼-芬托法案》保护的学生也可能有资格获得免费
运输和其他服务。

该区无家可归的联络人是社会工作者Jaclyn Mirabile，电话516-305-8332。



6页 P AGE 2

P ARENT（小号）/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ř贺喜
P ARENT 1：
Ç HECK所有适用：F粥 中号OTHER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R贺喜

ç USTODIAL P ARENT ˚F OSTER P ARENT

ñ 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号AST ˚F IRST MI

乙IRTHPLA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USINESS Ť 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Ç ELL Ť 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 AIL一个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 ARENT 2：
Ç HECK所有适用：F粥 中号OTHER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R贺喜

ç USTODIAL P ARENT ˚F OSTER P ARENT

ñ 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号AST ˚F IRST MI

乙IRTHPLA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USINESS Ť 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Ç ELL Ť 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 AIL一个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 ARENT（小号）/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ř贺喜与谁STUDENT DOES NOT RESIDE：

P ARENT 1：
Ç HECK所有适用：F粥 中号OTHER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R贺喜

ç USTODIAL P ARENT ˚F OSTER P ARENT

ñ 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号AST ˚F IRST MI

乙IRTHPLA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USINESS Ť 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Ç ELL Ť 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 AIL一个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 ARENT 2：
Ç HECK所有适用：F粥 中号OTHER P ERSON（小号）IN P ARENTAL

[R贺喜

ç USTODIAL P ARENT ˚F OSTER P ARENT

ñ 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号AST ˚F IRST MI

乙IRTHPLAC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USINESS Ť ELE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Ç ELL Ť ELE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 AIL一个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Ë MERGENCY Ç防尘带 （P ERSON被称为如果parent不能达到）
名称： 电话： （ ）

Ø THER ç承运家庭：

ñ AME

男/
女 [R ELATIONSHIP

d ATE作者乙IRTH

（I ˚F中号INOR） 摹RADE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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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GE 3

Ø THER ˚F AMILIES住在该地址：

ñ AME 男/女 [R ELATIONSHIP
d ATE作者乙IRTH

（I ˚F中号INOR）
摹RADE



我保证上述声明是正确的，但会受到法律制裁。我进一步证明，我没有在

Herricks学区的边界。我了解如果发现上述孩子不是合法孩子
Herricks Union Free学区的居民：“我将依法负责并支付
自入学第一天起，学校地区的年平均学费率

伴随着侵害我的孩子的任何成本。”

我还意识到，盗窃政府服务是根据《国家刑法》应予惩处的罪行，并且作出虚假陈述

与该申请相关的信息将使我受到刑事起诉。我进一步了解，我有责任

如果我变更住所，请通知学区。

我被告知，学区可能出于居住目的进行暗访。

验证。

（请首先输入）我已阅读并理解以上内容。

父母关系中父母/人的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注册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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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学生人事服务

PPS总监Lois Jankeloff
ljankeloff@herricks.org

PPS助理总监Susan Saban
ssaban@herricks.org

亲爱的父母/亲子关系人士：

请注意，学区必须告知所有进入我们学校的孩子的父母
子女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权利。

根据联邦和州法规，Herricks学区提供适当的
为有教育障碍的学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务。任何怀疑的父母
他们的孩子可能有教育障碍，可以书面推荐学校的校长
或致谢纽约州11040新海德公园市Herricks路999-B号学生服务总监Lois Jankeloff。

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被称为《残疾人教育法》
（理念）。纽约州教育部关于特殊教育的手册可以是



赫里克斯路999-B号•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P：516-305-8904•F：516-248-3131

在以下链接中找到：
http://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policy/parentsguide.pdf

在转介当前未入学Herricks学区的学生之前，
家长/监护人必须通过（516）305-8900与中央注册办公室联系，以安排
约定。表格和其他详细信息可在学区网站上找到：
www.herricks.org

怀疑自己3岁以下的孩子可能需要特殊教育服务的父母应该
请致电（516）227-8661与拿骚县卫生部早期干预计划联系。

真诚的

路易斯·扬克洛夫（Lois Jankeloff）
小学生人事服务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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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K.Elizabeth Elizabeth Guercin女士
课程与教学助理总监

上次参加的学生的姓名和地址。

回覆： 小孩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意，上述字幕的孩子是您学校的前学生。该学生已进入________年级
在Herricks学区。

请将以下信息转发给以下所示的学校：

一种。 转账卡

B． 报告卡）

C。 学术记录

D． 标准化测试记录
E． 健康记录

F。 CSE记录（如果适用）

中心街
学校

中心街240号
纽约州威利斯顿公园11596

登顿大道
学校

丹顿大街1050号
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瑟宁镇
学校

比佛利山庄106
纽约州艾伯森11507

赫里克斯
中学

7希尔代尔大道
纽约州艾伯森11507

赫里克斯
中学

庇护岩石路100号
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收件人：

凯西·柯纳（Kathy Koellner）
收件人：

希拉·康德隆（Sheila Condron）
收件人：

朱迪·鲁菲诺（Judy Ruffino）
参加者：指导

部门

参加者：指导

部门

电话：516-305-8333 电话：516-305-8433 电话：516-305-8533 电话：516-305-8657 电话：516-305-8757

传真：516-739-4739 传真：516-739-4754 传真：516-248-3277 传真：516-739-4738 传真：516-739-4741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p12.nysed.gov/specialed/publications/policy/parentsguide.pdf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www.herricks.org/


Herricks Road 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将不胜感激。

K.Elizabeth Elizabeth Guercin女士
课程与教学助理总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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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有特殊需要的儿童问卷

孩子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校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有残障条件吗？ □是的 □否

您的孩子接受过特殊教育服务吗？□是的 □否

如果是，您的孩子得到了什么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有现行的IEP（个性化教育计划）吗？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母亲/父母关系中的人

（请打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父母关系中的人

（请打印）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号码：______

商家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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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 英语

亲爱的父母或监护人：

为了给您的孩子提供

最好的教育，我们需要

确定他或她的状况

理解，说，读，写

英语，以及以前的学校和

个人历史。请完成

以下标题为“语言”的部分
背景和教育史。

您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的协助

问题深表感谢。

谢谢。

州教育厅纽约/纽约州奥尔巴尼12234州/大学
P-12办公室

LissetteColón-Collins，助理专员

双语教育与世界语言办公室

55汉森广场594室 华盛顿大街89号528EB室
纽约布鲁克林11217 纽约奥尔巴尼12234
电话：（718）722-2445 /传真：（718）722-2459 （518）474-8775 /传真：（518）474-7948

家庭语言问卷（HLQ）

ħ OME大号ANGUAGE Ç ODE

语言背景
（请检查所有适用项。）

1.在学生家里说什么语言
或居住地？

❑英语 ❑其他
指明

2.您的孩子学习的第一门语言是什么？ ❑英语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明

3.每个父母/监护人的母语是什么？ ❑母亲 ❑父亲
指明 指明

❑监护人
指明

4.您的孩子懂什么语言？ ❑英语 ❑其他
指明

5.您的孩子说什么语言？ ❑英语 ❑其他 ❑不说话
指明

6.您的孩子会读什么语言？ ❑英语 ❑其他 ❑不读
指明

7.您的孩子用什么语言书写？ ❑英语 ❑其他 ❑不写
指明

本节将在注册学生的地区完成：

完成本节时，请写清楚。
小号TUDENT Ñ AME：

第一 中间 持续

d ATE作者乙IRTH： 摹ENDER：

❑男
❑女性月 天 年

P ARENT / P ERSON IN P ARENTAL ř贺喜我NFO：

姓 名字 关系到

学生

小号CHOOL d ISTRICT我载文信息： 小号TUDENT IDN赭IN NYS小号TUDENT

我载文信息小号YSTEM：

地区名称（编号）和学校 地址

第12章

母语调查表（HLQ）-第二页

教育史

8.指出您的孩子已经入学的总年数_____________

9.您认为您的孩子可能有任何困难或状况会影响他或她的听，说，读或写能力
英语或其他语言？如果是，请描述它们。

是*否不确定
❑❑❑*如果是，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英语

与学生的关系： ❑母亲 ❑父亲 ❑其他：

您认为这些困难有多严重？❑中度❑严重❑非常严重

10a。您的孩子过去是否曾被转介接受特殊教育评估？ ❑否 ❑是* *请完成以下10b

10b。*如果被推荐进行评估，您的孩子过去是否接受过特殊教育服务？
❑否 ❑是–收到的服务类型： 。

获得服务的年龄（请选中所有适用项）：

❑出生至3岁（早期干预） ❑3-5岁（特殊教育） ❑6岁以上（特殊教育）

10分。您的孩子有个性化教育计划（IEP）吗？ ❑否❑是

11.您认为学校对您的孩子有什么重要的认识吗？（例如，特殊才能，健康问题等）

12.您想以哪种语言从学校接收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月： 天： 年：

父母或有亲戚关系的人的签名 日期

ø FFICIAL ENTRY ö NLY - N的AME / P的OSITION P ERSONNEL甲DMINISTERING HLQ

N AME： P OSITION：

如果提供翻译，则提供清单名称，位置和凭证：

Ñ AME / P的OSITION Q UALIFIED P ERSONNEL ř EVIEWING HLQ AND Ç ONDUCTING我NDIVIDUAL我NTERVIEW

N AME： P OSITION：

Ø RAL我NTERVIEW ñ具完整：❑ ñ Ø ❑ ÿ ES

** d吃了我NDIVIDUAL

我查看：

Ø UTCOME的

我的个人
我查看：

❑一个DMINISTER NYSITELL
❑ è简体中文P ROFICIENT

❑ř EFER TO大号ANGUAGE P ROFICIENCY Ť EAM
中号Ø d AY YR 。

Ñ AME / P的OSITION Q UALIFIED P ERSONNEL甲DMINISTERING NYSITELL
N AME： P OSITION：

d吃了NYSITELL
一个DMINISTRATION：

P ROFICIENCY大号埃维尔
一个CHIEVED ON

纽约证券交易所：
❑ Ë NTERING ❑电子融合 ❑ Ť RANSITIONING ❑电子随身携带 ❑ Ç OMMANDING

中号Ø。 d AY YR 。

对于残障学生，根据CSE建议，根据IEP进行管理（如果有的话）列出的住宿：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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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编号 学生的姓氏，中间名 年级 学校

关系到孩子

居室
（仅限初级）

种族/民族

家庭语言

学生的实际住址 性别 出生日期

学生电邮
（仅限高中）

家庭电话出生地（城市，州）

家庭信息

第一责任成人

地址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您是否想接收短信？电子邮件

学生/家长监护人信息表

学生资料



DOB等级

电子邮件 您是否想接收短信？
紧急吗 （第一个圆圈）是否

第二责任成人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关系到孩子

地址

紧急吗 （第一个圆圈）是否

紧急联系信息（在无法联系父母/监护人的情况下打电话给谁）

名称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关系到孩子

名称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关系到孩子

名称 家庭电话 手机 工作电话 关系到孩子

关系名称
家里的其他孩子 法律监护信息

请填写并签名，然后将此表格退还给您孩子所在的学校。
父母/监护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

14页

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下的权利通知

亲爱的家长或符合条件的学生：

这是为了告知您您对与（您的儿子）（您的女儿）（您）有关的学校记录的权利
根据《 1974年联邦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

未满18周岁的学生或未满18周岁的学生的父母有权检查和审查任何正式官员
与孩子直接相关的记录，文件和数据，包括纳入每个学生的孩子的所有材料
累积记录文件夹，供学校使用或可供学校或学校系统外的各方使用；以及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识别数据，完成的学术工作，成就水平
（等级，标准化的成就测验分数），出勤数据，标准化智力，才能和得分
心理测试，兴趣清单结果，健康数据，家庭背景信息，老师或顾问的评分以及
观察，以及关于严重或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的经过验证的报告。

未满18岁的学生的父母或未满18岁的学生的父母应提出访问请求
写给孩子（他/她自己）的学校记录，并写给该学生所在的建筑物的校长

或中学的指导顾问。收到请求后，应作出安排
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访问此类记录的权限，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后四十五（45）天
该请求已收到。

如果认为学生记录中包含的信息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则父母或合格

学生应写校长，明确指出他们想要更改的记录部分，并说明为什么不准确
或误导。如果学区决定不按要求修改记录，则将通知家长或符合条件的学生
决定，并告知他们关于修正要求的听证权
通知听证权后，将向父母或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听证程序。

学生记录和其中包含的任何可个人识别的材料都是机密的，可能不会
未经父母或学生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其发布或提供给父母或学生以外的其他人。
此规则有很多例外，例如其他学校雇员和官员，以及某些州和联邦
官员，他们在受雇期间有合法的教育需要访问此类记录，
根据要求，学区将向学生寻求或学习的另一个学区的官员披露教育记录。



Herricks Road 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打算报名。

此外，学校可以将目录信息发布给任何需要它的人，除非家长或合格的学生
对象（请选中“请勿释放”，并将此信退还给校长）以释放任何或所有此信息
在发出这封信的十个教学日内。目录信息包括学生的姓名，父母的姓名，

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地点，主要学习课程，参加学校活动或体育运动，体重
身高和身高（如果是运动队成员），出勤日期，学位和奖项，最近参加过的学校，
课程表，照片电子邮件地址和课程表。

您忠诚的，

菲诺·塞拉诺（Fino M.
学校主管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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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Herricks公立学校的学生使用计算机

政策

Herricks Union Free学区（Board）的教育委员会认为，
计算机是当代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设备，计算机和计算机
网络将提供给学生。

当学生访问由Herricks拥有或运营的计算机，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时
联盟自由学区，他或她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此类型的访问权限为主题
遵守学校政策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法律。董事会希望学生使用计算机符合道德规范
并将反映出学术诚信。学生必须表现出对财产，数据所有权，系统安全性的尊重
机制和隐私权。

教育委员会认为任何违反适当使用原则或准则的行为都是严重罪行，
保留复制和检查可能暗示学生正在使用学校计算机的任何文件或信息的权利
系统不当。违规者将受到学校官员的纪律处分。罪犯也可能是
根据法律起诉，包括但不限于1974年《隐私保护法》，《计算机欺诈》和
1986年的《滥用法》，1989年的《计算机病毒清除法》和《电子通信隐私法》。

主管将制定适当使用该地区计算机资源的准则。

学生协议书

该表格必须每年完成并保存在校长办公室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姓名 年级 建造

我已阅读并理解Herricks Union Free学区的计算机使用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政策4526。我同意在使用计算机提供的计算机或计算机资源时始终遵守此政策。
赫里克斯联盟自由学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签名 父母/父母关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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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Herricks Road 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d ISCLOSURE ü硒小号TUDENT我法师和小号TUDENT W¯¯兽人

Ñ OTWITHSTANDING您的权利下的˚F爱米莉Ë DUCATIONAL ř IGHTS AND P RIVACY甲CT（“FERPA”），请

被告知该ħ ERRICKS ù NION ˚F REE小号CHOOL d ISTRICT FREQUENTLY有机会宣传

学生和/或他们的奖项，荣誉，图稿，活动， ETC 。我ÑADDITION ， MEDIA OUTLETS有时
要求学生包括新闻和创意作品在内的新闻信息

关于本d ISTRICT或学生。乙ASED前述内容， THE d ISTRICT有权在DISPLAY ，
披露本， PUBLISH ， DISTRIBUTE ， POST ，共享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公众，某些
信息。牛逼HIS信息包括“目录信息”所定义的FERPA，以及
学生“的相片，创作的作品，及类似材料，无论是在有形的电子，数字，或任何
其他格式。

如果您选择禁止披露此类信息，请填写以下表格。

请注意，您优先考虑学生图像和
关于该区域的披露，您的工作与您的偏好不同
随附的FERPA通知表中已确定的目录信息。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下述签署学生至少18岁期间的/ THE

父母和/或个人的父母关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个学生正在参加一个学校IN THE ħ ERRICKS ù NION ˚F REE小号CHOOL d ISTRICT ，

拒绝权限F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HAVE公布任何信息。

____________ N AME _______________Ç REATIVE W¯¯ ORK

____________ PHOTO _______________ V IDEO

____________Ø THER：

上面公开。

P租赁SIGN只有当你d埃宁格准许有任何的信息公布。

S IG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P ARENT / P ERSON IN P ARENTAL ř贺喜

IS ü的nDer 18个ÿ耳甲GE

如果学生年龄在18岁以上：

S IG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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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教育永远的知识

Herricks Road 999-B•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反对发布目录信息指定

赫里克斯大学UFSD教育委员会指定了某些类别的学生
信息称为“目录信息”。目录信息包括学生的姓名，地址，
电话号码和照片。

家长/监护人或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有14天的时间将他们的任何异议通知学区
必须具有任何“目录信息”名称。为了方便起见，您可能会注意到
反对发布此表格上的目录信息，并将其退回大楼
主要。

[]未经我事先同意，请勿发布目录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名字 父母关系中父母/人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家长关系或合格学生的签名

____________
日期

09/19

第18页

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今日教育
永远的知识

院长办公室

菲诺·塞拉诺（Fino M.
学校主管
fcelano@herricks.org

亲爱的父母/亲子关系人士：

纽约州卫生局已通知纽约州学区，
上学的免疫要求的变化。要求基于
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



赫里克斯路999-B号•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P：516-305-8901•F：516-248-3108

“如果没有儿童的免疫记录，则学生应在学校上课期间被录取。
确定孩子的免疫状况，与孩子有亲子关系的人安排
必要时进行免疫接种。但是，没有任何学生的上课时间不得超过14天
适当的免疫证明，除非学生是从另一个国家转移过来的。这样
如果有真诚的证据，则该学生最多可允许上学30天
努力获得免疫接种。”

我们建议您请您的孩子的医生进行完整的免疫检查，以
确保符合ACIP建议的每种疫苗的间隔间隔
免疫系列。随函附上免疫图，以协助您
免疫审查。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

真诚的

菲诺·塞拉诺（Fino M. D．
学校主管

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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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克公立学校
HERRICKS路999号

纽约州新海德公园11040

免疫证明书

儿童/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OB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疫苗 给出每个剂量的日期

1日 2次 3次 4号 5日 6日 7日
DTAP / DT / Td
Tdap
HIB
脊髓灰质炎
Prevnar
乙肝
MMR
水痘
HEA
梅纳特拉
乙型脑膜炎
人乳头瘤病毒
其他
其他

水痘疾病日期：___________



医生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医生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阳性滴度类型：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

第20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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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纽约州学校健康检查表
由私人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学校医疗总监完整填写

注意： NYSED要求新入学的学生和学前K或K，1、3、5、7、9和11年级的学生进行身体检查；每年
校际运动；和所需的工作文件；或根据特殊教育委员会（CSE）的要求，或

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CPSE）。
学生资料

名称： 性别：□M□F DOB：

学校： 年级： 考试日期：

健康历史

过敏 ☐否
☐是，请注明类型

☐附上药物/治疗令 ☐过敏护理计划附
☐食物☐昆虫☐乳胶☐药物☐环境

哮喘 ☐否
☐是，请注明类型

☐附上药物/治疗令 ☐附有哮喘护理计划
☐间歇☐持续☐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癫痫发作 ☐否 ☐附上药物/治疗令 ☐附有癫痫发作护理计划
☐是，请注明类型☐类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次扣押的日期：______________

糖尿病 ☐否☐附上药物/治疗令 ☐糖尿病医学管理。附计划

☐是，表示类型☐类型1☐类型2☐HbA1c结果：____________绘制日期：_____________
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的危险因素：
如果BMI％> 85％且具有2个或更多危险因素，请考虑筛查T2DM：家庭Hx T2DM，种族，Sx胰岛素抵抗，
母亲的怀孕期 和/或糖尿病前期。

高脂血症： ☐否☐是 高血压： ☐否☐是

体格检查/评估

高度： 重量： 血压： 脉冲： 呼吸：

测试 正负 日期 其他相关医疗问题
PPD / PRN ☐ ☐ 一种功能：☐眼睛☐肾脏☐睾丸
镰状细胞筛/ PRN ☐ ☐ ☐脑震荡–上一次发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铅水平要求的等级Pre-K和K 日期 ☐心理健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完成测试☐铅含量升高> 10 µg / dL

☐系统审查和考试完全正常

选中任何超出正常范围的评估框，并在异常下注意以下内容

☐这里 ☐淋巴结 ☐腹部 ☐四肢 ☐演讲

☐牙科 ☐心血管 ☐背部/脊椎 ☐皮肤 ☐社交情感

☐脖子 ☐肺 ☐泌尿生殖科 ☐神经病学 ☐肌肉骨骼

☐评估/异常记录/建议： 诊断/问题（列表） ICD-10代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附加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第21话

名称： DOB：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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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力 对 剩下 转介 笔记
距离敏锐度 20 / 20 / ☐是☐否

镜片的远距视力 20 / 20 /

视觉–近视 20 / 20 /

视觉–颜色☐通过☐失败
听力 右分贝 左 dB 转介

纯音筛选 ☐是☐否

9年级男孩需要脊柱侧弯 负 正 转介
和5年级和7年级的女孩 ☐ ☐ ☐是☐否

偏差度： 行李箱旋转角度：

建议：

参与体育/运动/运动场/工作的建议
☐全面活动，不受任何限制，包括体育和田径运动。
☐限制/适应 使用校际运动类别（如下）进行限制或修改

☐没有联系体育 包括：棒球，篮球，竞技啦啦队，曲棍球，足球，冰
曲棍球，曲棍球，足球，垒球，排球和摔跤

☐禁止非接触运动 包括：射箭，羽毛球，保龄球，越野，击剑，高尔夫，体操，步枪，
滑雪，游泳和潜水，网球和田径

☐其他限制：
☐仅用于体育安置过程的开发阶段

7年级和8年级可在高中阶段参加比赛，或9-12年级可进行初中级别的体育比赛
学生处于Tanner阶段： ☐I☐II☐III☐IV☐V

☐ 住宿：在下面使用额外的空格进行说明

☐大括号* /矫正 ☐结肠造口术* ☐助听器
☐胰岛素泵/胰岛素传感器* ☐医疗/修复设备* ☐起搏器/去纤颤器*
☐防护装备 ☐运动护目镜 ☐其他：

*如果在体育比赛中使用设备需要事先批准/填写表格，请与体育管理  机构核对。

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物治疗

☐附在学校的药物订购单

列出在家服用的药物：

免疫
☐附记录 ☐在NYSIIS中报告 今天收到：☐是☐否

医疗服务提供方
医疗提供者签名： 日期：
提供商名称：（请打印） 邮票：

提供商地址：

电话：

传真：

完全填写后，请将此表退还给您孩子的学校。

第22话

赫里克斯公立学校
学生健康史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年级：________ DOB：_______

请注意：仅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才会与员工共享健康信息。



1.发展历史–…..期间是否有任何问题
检查一下 是否 如果“是”的说明
一种。怀孕
b。人工和分娩
C。婴儿早期
d。孩子的早年

2.您的孩子有没有…
检查一下 是否 如果“是”的说明
一种。严重的医疗条件
b。严重疾病
C。重伤
d。住院治疗
e。手术/手术

3.您的孩子有…
检查一下 是否 如果“是”的说明
一种。水痘
b。肝炎
C。脑膜炎
d。单核细胞增多症
e。肺炎
F。风湿热
G。结核
H。链球菌
一世。莱姆病
j。任何其他可沟通的
疾病

疾病： 日期：

第23话

学生健康历史仍在继续。 第2页…

4.您的孩子有……的任何病史吗？

检查一个： 是 没有
一种。过敏（对药物，食物，昆虫叮咬，蜂e等）
b。哮喘
C。出血障碍
d。排便困难
e。心脏（心脏）状况
F。先天性（出生）缺陷
G。抽搐，癫痫或癫痫发作
H。耳朵状况或感染，耳朵中积水三（3）次或更多
一世。湿疹，牛皮癣或任何其他皮肤状况
j。生殖器缺陷/状况
k。听力问题
l。肾脏或泌尿问题
米 肌肉问题或疾病
。神经系统问题或疾病
o。骨科问题或疾病
p。言语问题
q。视力问题或戴眼镜，接触（给出原因和佩戴时）
河 目前在医生的照顾下的任何状况
s。医生建议学生不要完全参加体育锻炼的任何情况

教育
t。需要每天服用药物
你 需要服用紧急药物

如果对第4个问题的回答为“是”，请提供解释。

如果需要更多空间，请在此表格上另附一张纸。



问题字母_____：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字母_____：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题字母_____：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24话

学生健康历史仍在继续。 第3页…

5.您的孩子是否接受过任何医学或其他评估，其发现可以帮助学校
人员满足他/她的健康或教育需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是否对孩子的发育行为或情绪健康有任何担忧？
学校应该知道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于健康和教育目的，可以与适当的人员共享此表上的信息。

父母/父母关系签名中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3/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