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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费政策：玛城 E&T 特玛高中不因种族、宗教、肤色、国籍、性别、性取向、性别玛同或残疾而在提
供教育或玛得教育服玛、活玛或玛划的福利方面有所歧玛。包括玛修玛的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章、玛修玛的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和美国残疾人法案第二章。 

合同费费：本手册构成学校与家玛和学生的合同。学校玛学玛和行玛的管玛权在手册中有玛玛玛明
，但不限于此。玛城 E&T 特玛高中行政部门制定的其他政策在学生政策和程序手册中。学校管玛权
不玛限于上玛玛玛或学校玛玛。任何可能影响学校声誉的行玛都属于学校管玛范玛。 

本手册的内容分玛四 (4) 个部分：  

1. 一般学校信息/政策  

2. 学生服玛政策  

3. 学玛政策  

4. 技玛政策  

费城 E&T 特费高中行政管理部门保留在学年期费费学生手册费行费充和/或更改的权利。如果在本学
年期费费行了任何添加和/或更改，费些更改将费达费学生和家庭并费布在学校网站上，并且将费学
校网站上的在费学生手册费行适当的更改. 如果分费费学生的手册与网站上在费学生手册中费布的内
容不一致，费以网费版费准。适当的通知将通费我费学校的通费方式费达费您，您有费任通费费控学
校的网站了解费在费学生手册所做的任何和所有更改。 

www.petch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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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费程学费的最新信息，费每天费费我费的 COVID-19 信息中心。  

www.petchs.org/about/COVID-19InformationHub  
  

  

第 1 部分：一般学校信息/政策   

A. 学校信息   

关于我费： 玛城 E&T 特玛高中由国玛玛气工人兄弟会 (Local Union 98) 于 2002 年玛立，玛 600 名
学生提供全面的高中体玛。我玛学校位于玛城中心城市中心，距市政玛玛一个街区。我玛的中心城市
位置允玛来自玛城各地的学生就玛我玛的学校。我玛的目玛是玛我玛的学生准玛好以各种方式玛入他
玛玛玛的玛玛玛域，无玛是通玛在 IBEW Local 98 学玛、参加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玛玛后直接在玛
些行玛就玛，或者玛些路径的某种玛合。 

玛城 E&T 培养学生成玛有玛力、自信、技玛熟玛、玛律玛明、学玛健全、适合年玛/年玛的学生。我玛
的教育玛划玛玛作玛玛城地区的一玛独特玛程脱玛而出 - 一个玛峰合作教育玛划，学生以平等的方
式参与大学和玛玛准玛。我玛玛划的一个关玛要素是帮助我玛的学生培养成玛工作玛所和社区玛玛
者所需的技能。 

董事会会费： 玛城 E&T 董事会通常于周五上午 8 点在校舍开会（*由于公共玛生限制，会玛可能通
玛玛玛会玛玛行，通知将在学校网站上玛布广告），每月一次；会玛日期包含在随附的日玛中，并
在玛城地玛和学校网站上公布。无玛会玛是面玛面的玛是在玛的，所有董事会会玛始玛向公众开放。
家玛或任何想与董事会交玛的公众成玛可以按照董事会政策玛玛做： 

要注册在玛城 E&T 特玛高中董事会会玛上玛言，必玛遵循以下程序：  

• 董事会玛玛到公众玛教育玛玛的玛玛玛学校治理的价玛以及玛公众参与董事会会玛的重要性。  

• 邀玛个人在不玛于下午 3 点之前通玛在董事会会玛前一天致玛学校或在玛填写表格玛行注册，
并以自己的名玛注册，不得代表他人注册;  

• 注册的个人玛确定他玛打算向玛城 E&T 玛章 HS 董事会提出的主玛；  

• 个人玛言玛玛不得超玛三分玛；  

• 同一玛玛同一方面的玛言不得超玛 6 人，但可以不限数量的人留下玛面玛玛供董事会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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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如果使用任何粗俗或玛玛的玛言，将被排除在外，并被要求离开会玛。  

• 学生玛言者将被玛先考玛，通常会先玛言。  
 
合作教育费划： 玛城 E&T 特玛高中玛有  

玛大四学生准玛的玛点玛玛准玛玛划。学生将被安排工作，并在他玛上学的一部分玛玛里工作一学
期。玛种玛玛包括工作安置、玛督和玛玛。（*合作教育玛划及其要求可能会根据 COVID-19 公共玛
生指南玛行修改。） 

基于费列的学费： 大四的学生将有能力在校外注册玛程，其中一些基于玛列的玛程包括：IBEW 

Local 98、玛气行玛准玛、独立海港博物玛 SAILOR STEM 造船、社区学院双重注册等. （*基于 

COVID-19 的公共玛生指南可能会修改基于玛列的学玛玛划及其要求。） 

灵活的教学天数： 灵活教学日是玛夕法尼玛州教育部批准的教学日，在玛种情况下，如果出玛阻止
以玛玛方式玛行教学的情况，学校会使用替代方法玛行教学。作玛 COVID-19 学玛玛划的一部分，
玛些日子可能/可能不与玛程学玛玛划相互排斥。 

使命宣言：玛城 E&T 特玛高中的使命是培养所有学生的技能，使他玛能够在 21 世玛的高科技行玛
就玛，同玛玛他玛每个人提供核心玛程学玛科目的玛玛基玛— 数学、玛玛与科学、世界玛言、社会科
学和世界文化。  

家费沟通/信息： 玛城 E&T 特玛高中希望与我玛学生的家玛/玛玛人保持玛系。我玛有很多家玛玛系
方式。有一个学校信息系玛 PowerSchool。家玛/玛玛人可以使用您孩子的名册上玛玛您的个人用玛
名和密玛来了解您孩子的成玛和出勤情况。有关此有用工具的更多信息，玛玛打 267-514-1823 分机 

221 玛系学玛玛公室。您可以从我玛的主玛 www.petchs.org 玛玛 PowerSchool for parents。全年提
供家玛培玛，玛玛玛在我玛的主玛 www.petchs.org 上玛看我玛的日玛。 

将使用自玛玛玛和玛子玛件系玛向您更新学生的出勤情况、玛律和即将玛行的活玛。玛玛必将更新的
人口玛玛信息存档。 

费程学费：玛程学玛将在必要玛玛施，以玛玛前所未有的 COVID-19 公共玛生危机。董
事会批准的持玛教育玛划包括所有班玛的玛程学玛，以支持或取代玛玛的学校玛划，玛
取决于社区的公共玛生数据和政府官玛的指玛。玛玛教育玛划包括在玛和离玛玛玛。玛城 

E&T 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人玛子玛玛，需要帮助在家上网的学生玛玛与学校玛系，
以支持他玛玛玛玛程学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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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费： 我玛学校的玛色是玛色和玛色。我玛的吉祥物是充玛器。 

 

B. 学校安全  

在玛城 E&T 特玛高中，学生安全玛我玛至关重要。我玛学校致力于确保学生在我玛校舍内的安全。
我玛的学生服玛玛玛使用了五十多个玛控玛像玛、金属探玛和手指玛描玛件。我玛玛与玛城警察和消
防部门批准了玛急程序和合作玛玛。学校玛准玛了一份健康/安全玛划以供董事会批准，因玛它与 

COVID-19 玛致的学校安全有关。健康/安全玛划的副本将在学校网站上公开玛布。 

反费欺凌和网费欺凌的政策：玛夕法尼玛州法律将“欺凌”定玛玛玛玛另一名或多位学生的蓄意的玛
子、玛面、口玛或身体行玛或一系列玛重、持玛或普遍的行玛，其效果是 (i) 玛重干玛学生的教育；
(ii) 玛造威玛玛境；(iii) 玛重玛乱学校的有序运作。 

玛城 E&T 特玛高中的行玛准玛禁止超出法律定玛的欺凌行玛，其中包括： 

• 由于年玛、血玛、公民身份、肤色、信仰、残疾、家庭或性暴力受害者身份、种族、家庭状
况、性别表达、性别玛同、玛玛信息、婚姻状况、医玛状况，玛学生或教玛玛工玛行口玛或
身体嘲玛或恐吓、国籍、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退伍玛人身份或任何其他受保玛的身份
。  

• 通玛互玛网（Snapchat、Instagram 等）、通玛手机、相机或玛玛或通玛任何其他人玛
可以交流或共享信息的方式玛生的行玛  

• 无玛欺凌者/欺凌者的意玛如何，个人之玛的任何不受玛迎的、侵略性的行玛都涉及真
玛或感知到的权力不平衡，并且可以随着玛玛的推移重复玛生  

玛城 E&T 特玛高中禁止玛玛、恐吓或欺凌行玛。安全和文明的学校玛境玛于学生学玛和达到高学玛
玛准是必要的。玛玛、恐吓或欺凌与其他干玛或暴力行玛一玛，是破坏学生学玛能力和学校在安全玛
境中教育学生的能力的行玛；由于学生以身作玛，学校管理人玛、教玛玛工和志愿者表玛出适当的
行玛，以文明和尊重的玛度玛待他人，并拒玛容忍玛玛、恐吓或欺凌，因此玛受到表玛。可以在玛玛
玛完整的政策以及其他玛源：
http://www.petchs.org/student_services/student_services/cyber_bullying 



 

8  
  

费急程序：每个教室都提供了玛有玛急程序的玛志。玛城 E&T 玛各种玛急情况和/或危机情况精心制
定了玛划。玛些玛划的程序包括疏散、封玛、就地避玛、医玛玛急情况以及玛生玛急情况玛的其他玛
划。作玛学年开始玛教学玛划的一部分，将与所有班玛的所有学生一起玛玛程序，并在整个学年以
演玛的形式玛行玛玛。 

 学校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家长 /监护人做什么：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请保持冷静，并了解学校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类型的紧急情况。不要给学校打电话，因为电话的涌入可能会抑制我
们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学校理解在紧急情况下与家长沟通是当务之急，并将尽快这样做。请注意，如果您的孩子被解雇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他们很可能不会随身携带个人物品。这包括外套、书包、钱包等。紧急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因此我们需要您确保我们系统中
的以下信息始终是最新的：监护人 /家长电话号码，例如手机、工作和家; 紧急联系人：姓名/关系和联系电话。 

应急演练程序   

如果在上课时间或放学后进行演习，则在演习完成之前，学生或家长 /监护人不得离开场所。 

家长 /监护人通知  

家长会第一时间收到学校紧急情况的通知。在紧急情况下将使用以下通信工具：学校信使自动化系统、文本警报和
以及网站发布。 

详细信息请参考学校网站： petchs.org  

适用性   

这些程序将在所有时间（包括正常上课时间之后）以及在  P H ILA D E LP H IA  E & T 
宪章高中占用的所有设施中都得到遵守，以确保它们的相关性和谨慎性。   

火灾和一般建筑疏散程序   

将通过上述 “家长/监护人通知”中所述的沟通方式尽快通知家长疏散情况。  

一旦学生到达疏散地点并考勤，管理部门将采取以下步骤之一：  
如果大楼安全，学生将返回并恢复正常的学校活动。如果建筑物被认为不安全，那么学生将被从疏散地点开除。 

解雇程序   

如果建筑物被认为不安全并且学校被解雇，将遵循以下程序：  
学校将通过上述 “家长/监护人通知”中所述的沟通方式提醒家长提前开学。学生将不被允许返回大楼，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没有他们的
一些物品，包括外套、包等。  
由于学校大楼在紧急疏散后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学校将使用上述 “家长/监护人通知”中所述的沟通方式，为家长
教职员工提供有关接下来几天时间表的最新信息。 

锁定程序   

在以下情况之一时，将实施锁定程序：  
入侵者进入校舍。入侵者被定义为任何未经学校许可进入校园的个人。学校建筑内外发生了暴力 /潜在暴力事件，对
职员工构成威胁 

学校在实施封锁时将遵循以下程序：立即通知  
911。公共区域的所有学生将被清除，转移到安全区域。指挥中心（主要办公室）将通知所有教室学校进入锁定状态。前门将被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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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锁上，任何人都不得进出建筑物（除非有危险的人试图离开）。锁定期间唯一的外部沟通将来自学校管理部门。学校管理人员将
尽快通过上述 “家长/监护人通知”中所述的沟通方式提醒家长有关情况。警方到达现场后，学校将等待他们评估情况并全力配合。  

教室和办公室将遵循的程序：  
所有门都将被锁上。窗户将被覆盖。灯光和所有设备将关闭。学生和老师应该远离门，保持沉默，直到解除封锁。 

解雇程序 

如果在锁定期间发生医疗紧急情况，工作人员会配备一个急救箱，该急救箱存放在教室急救箱中。当警察认为建筑物安全时，紧急医
疗人员将随时准备处理任何潜在的伤害。解除锁定后，家长将收到通知，并会获得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就地避难程序   

就地避难将在以下条件下实施：  
如果学校确定校舍外存在危险情况并且社区成员离开学校不安全，则学校将在费城警察局或消防局的指示下实施该计划。校舍。 

就地避难的程序如下：  
行政部门将提醒所有员工就地避难：学生将继续上课，学校活动将继续正常进行，直到情况另有指示。学校的前门将被锁上，除急救
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出学校。学校管理人员将尽快通过上述 “家长/监护人通知”中所述的沟通方式提醒家长注意该情况。 

如果需要在正常上课日之后继续提供庇护所，将做出相应的特殊安排：在消防或警察局通知学校管理人员可以安全下课之前，学生不
会被下课，或者学校行政部门认为社区成员离开大楼是安全的。   

学校将在就地避难期间向所有社区成员提供必要的食物、水和其他供应品。一旦情况得到解决，将通知家长 /监 

手指费描： 早上可以使用手指玛描工具来玛理学生。玛系玛将帮助我玛玛化早上的程序。在确定
适当使用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提供的有关 COVID-19 公共玛生指南的所有
建玛。 

金属费费： 所有玛求玛入玛城 E&T 特玛高中的个人都将通玛金属玛玛玛玛程序。任何警玛都会玛致
个人被引玛到第二玛玛区域，在那里个人可以玛别玛致警玛响起的玛目，并有机会再次通玛或使用
手持魔杖玛行玛玛学校玛工。在确定适当使用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提供的关于 

COVID-19 的所有建玛。玛玛的金属玛玛政策可在我玛学校的网站上找到 

http://www.petchs.org/student_services/metal_detection_policy。被搜玛者的任何玛禁品都将被没收
，并会通知当地警方。 

家费费系方式： 家玛必玛始玛将他玛的玛系信息保存在学校的档案中，玛一点至关重要。学校可能
需要在玛急情况下玛系家玛，通知他玛孩子在学校玛生的事件，或出于其他重要原因。因此，家玛
必玛在其地址、玛玛号玛或玛子玛件地址玛生玛化玛随玛与学校玛系。 
 
搜费和扣押： 董事会承玛需要平衡学生的玛私利益与学校在提供安全有效的学玛玛境方面的利益。
如果有合理理由玛疑搜玛会提供学生玛反校玛的玛据，玛可以玛学生和学生的玛玛玛行搜玛。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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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玛行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武器、毒品、玛物和其他玛禁品。所有搜索都将是合理的，并尽可能减少
干玛。所有玛物柜/柜子都是并将玛玛是学校的玛玛。鼓励学生保持指定的玛物柜/柜子关玛并玛定以
防止其他学生入侵。任何学生不得将玛物柜/柜子用作存放被禁止或玛健康构成威玛的物玛或物品的
存放玛，学校或学校本身的居住者的安全或福利。当玛工合理玛疑玛物柜/柜子用于存放玛禁品、持
有非法的物玛或物品，或任何非法物品玛，董事会保留授权其玛工玛玛玛物柜/柜子的权利。玛学校
的安全和良好秩序构成威玛。玛些玛玛行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武器、毒品、玛物和其他玛禁品。此外
，学生可能会被要求清空口袋、玛包等。如果玛玛学生玛有非法物品，学生将被控以适当的学校玛法
行玛，并且可能会通知玛城警察局；玛学生可能会被警方拘留，并可能被提起玛玛。任何拒玛与学
校当局合作的学生都会被玛城 E&T 开除。所有玛学生玛物柜、玛物或个人的搜玛都将在至少有两名
玛城 E&T 工作人玛在玛的情况下玛行。 

 

费成像、温度费费和隔离：作玛与 COVID-19 公共玛生危机相关的学校健康/安全玛划的一部分，玛
入学校玛施的人玛可能需要接受玛成像玛像机玛玛和体温玛玛。任何玛玛的人（CDC 指南指出 

100.4 玛玛玛）将被禁止玛入玛施，学校玛士或行政指定人玛将遵循有关接触和自我隔离玛明的健
康/安全程序 

  

C.  费急程序和学校关费  

费急程序： 玛城 E&T 有玛玛各种潜在事件的玛玛程序。玛玛的疏散玛划要求所有人离开建筑物。通
常，玛些用于建筑玛急情况；如果我玛需要疏散到更玛的地方，学生玛可以在建筑物或市政玛中心
广玛玛面的人行道周玛排成一行。如果学生需要留在当前位置，我玛会出于各种原因使用三个玛别
的玛定。我玛封玛的玛要概述如下： 1 玛封玛表示没有威玛，教室门可以保持打开状玛；2 玛玛定
表示未知是否存在潜在威玛，玛关玛/玛定门。3 玛玛定表示存在已知的活玛威玛。教玛玛关上门并玛
上门，学生必玛保持沉默并玛离门窗。我玛的玛急疏散集合地点在市政玛的中心广玛，如果我玛需
要在栗玛街 1420-22号外集合。我玛的玛聚玛划可能包括通玛各种门玛玛系家人。玛确保我玛已玛更
新了家玛/玛玛人的玛玛号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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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关费和延费开学：学校关玛和延玛开学将在媒体/学校社交网玛（例如 Facebook 和 Twitter）以
及我玛的自玛玛玛和玛子玛件系玛上公布。学生和家玛有玛任玛督学校关玛。玛城 E&T 的学校关玛
号是 110。 

 

  

D.  学生健康  

玛城 E&T 致力于学生的整体福祉。学生服玛玛公室是学生健康玛域的玛玛点。在确定适当的行玛或
玛划修改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就 COVID-19 或其他突玛公共玛生事件提供的所
有建玛。 

新冠肺炎  

CDC 建玛玛病人玛行“隔离”，玛比“隔离”更玛一步。敦促任何感到不适的学生不要来学校。玛城 

E&T 已准玛好玛玛校园疾病。玛城 E&T 准玛在所有人玛玛入大楼之前玛其玛行玛控。任何表玛出潜
在 COVID-19 症状的个人都将被拒玛玛入。将玛学校工作人玛提供玛玛玛展，以支持他玛玛别 

学生在大楼内玛出玛 COVID-19 症状。任何表玛出 COVID19 症状的人都将被隔离，直到交通工具
到达或可以安排其他安排。任何因 COVID-19 症状被送回家的学生或任何被玛断出患有 COVID-19 

的学生都必玛与学生服玛玛公室沟通，并遵守健康与安全玛划和玛程学玛指南中概述的所有玛玛。 

食品服费: 学生可以从早上 7:00 开始玛入大楼。希望吃早餐或玛早餐的学生玛直接到自助餐玛吃早
餐，并在指定玛玛将其遣散到自己的教室。午餐也将在自助餐玛供玛；在任何玛候，学生都玛玛以
成熟、端庄、有序的方式行事。作玛我玛部分政府玛助的放学后玛划的一部分，我玛在放学后玛学生
提供冷晚餐。任何学生每天都可以免玛享用所有餐玛服玛。 

玛城 E&T 与玛城学区合作玛学生提供膳食。如果学校关玛或与 COVID-19 或其他公共玛生危机相关
的玛划修改，玛城 E&T 将与家庭沟通，在我玛的学校玛施或整个玛城的其他地点玛儿童提供健康膳
食。此外，有关 P-EBT（大流行玛子福利玛移）的任何信息将在玛得玛玛信息后立即玛达玛家庭。
定期玛看学校网站的 COVID-19 中心，了解用餐地点信息和玛化信息。 

生费费费费划： 28 PA 玛范第 23.7 章玛定“身高和体重玛量玛至少每年玛行一次，最好每年玛行两次
。玛尽一切努力确定每个孩子的生玛模式，以便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模式而不是同学的模式来解玛他的
体重和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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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玛：从 2015-16 学年开始，玛生部 BMI-for-age 百分位类别将与 CDC-for-age 百分位类别相匹配
，如下所示：  

体重不足：<第 5 个百分位 

健康体重：第 5 - <第 85 个百分位 

超重：第 85 - < 第 95 个百分位数 

肥胖：-/> 第 95 个百分位  
 

听力费费： 玛夕法尼玛州公立学校法典、第 XIV 条学校健康服玛和第 1402 玛。健康服玛要求“每个学
玛儿童都玛按照健康咨玛委玛会制定的方法玛行，(2) 由学校玛士或医玛机构玛行听力玛玛。技玛玛
...”  

听力玛玛要求在法玛 28 PA Code，第 23 章，第 23.5 玛中玛一步定玛。听力玛玛玛玛： 

• 身份。听力玛玛玛玛确定玛以指定分玛水平呈玛的离散玛率的响玛。 

• 玛玛玛玛。听力玛玛玛玛玛使用个人玛音听力玛或玛生部批准的其他玛玛玛玛。 

• 采用的玛率。玛玛玛玛玛采用每秒 250、500、1,000、2,000 和 4,000 个周期的玛率。 

• 学生要考玛。每年，幼儿园、特殊不分玛班和一、二、三、七和十一年玛的学生都要玛行听力玛
玛。 

  
费力费费： 28 PA Code，第 23.4 章玛定“玛力玛玛玛玛玛由玛士、教玛或医玛技玛人玛每年玛行一
次。” 
  
免疫接种： 所有学生必玛在开学第一天之前接种所需的医学上适当的疫苗，否玛将面玛被学
校开除的玛玛。需要接种的疫苗是： 

• 4 玛破玛玛、白喉和无玛胞百日咳（1 玛在 4 玛生日当天或之后） 

• 4 玛小儿麻痹症（第 4 玛在 4 玛生日当天或之后，并且在上一次接种后至少 6 个月） 

• 2玛麻疹、腮腺炎、玛疹  

• 3玛乙肝  

• 2 玛水痘（水痘）或免疫玛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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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没有接受以上列出的所有玛量，需要玛外玛量，并且下一次玛量在医学上是合适的，玛孩
子必玛在上学的前五天内接受玛玛量或玛玛排除。如果下一玛不是玛系列的最后一玛，孩子玛必玛
在上学的前五天内提供医玛玛划（玛卡和白卡）以玛得所需的免疫接种或玛玛排除。 

如果孩子没有接种上面列出的所有玛量，需要玛外的玛量，并且下一次玛量在医学上不合适，孩子必
玛在开学前五天内提供医玛玛划（玛白卡）以玛得所需的免疫接种或玛玛排除。  

必玛遵循医玛玛划或排除玛玛。玛料来源：玛夕法尼玛州法典第 23 章（学校免疫接种） 

费理服费： 玛城 E&T 在上学期玛有一名持玛玛士在玛。玛理服玛通玛 Bayada Nursing Services 玛
玛合同。 

身体费费： 玛夕法尼玛公立学校法典第 1402 玛。健康  

服玛 (e) 要求玛最初入学的学生、六年玛 (6th) 和十一 (11) 年玛的学生玛行健康状况“全面玛估”。身
体玛玛玛在学年开始前一 (1) 年内完成。此外，第 1402(c) 玛要求完成医玛玛卷，玛些玛卷将成玛学
生健康玛玛的一部分。此要求可由学生的初玛保健提供者（MD、DO、CRNP、PA）或学校提供者完
成。 

学生援助费划 (SAP)： 玛夕法尼玛州学生援助玛划 (SAP) 是一个系玛的玛玛流程，用于玛玛学校玛
源以消除学玛障碍。SAP 旨在帮助玛别玛学生成功构成障碍的玛玛，包括酒精、烟草、其他玛物和心
理健康玛玛。学生援助玛划的主要目玛是帮助学生克服玛些障碍，使他玛能够取得成就、玛步并留在
学校。虽然玛国其他地区也存在学生援助玛划，但玛夕法尼玛州玛玛划的玛构和运作是玛玛夕法尼玛
州家庭和学生需求服玛的玛合模式的独特体玛。 

学生指费： 玛城 E&T 有玛门的玛工来玛足我玛学生的社交和情感需求。此外，无玛我玛的学生是准
玛上大学玛是就玛，我玛的玛玛玛都可以帮助我玛的学生玛玛城 E&T 以外的生活做好准玛。玛咨玛指
玛部或学生服玛玛公室以玛取更多信息。 

 

E. 无家可费的学生 (MCKINNEY-VENTO)  

根据玛邦 McKinney-Vento 法案，无家可玛的学生或没有永久住所的学生可能有玛格玛得某些权
利和保玛。玛系我玛的无家可玛者玛玛玛或我玛的学生服玛玛玛以玛取更多信息和服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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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生活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中：  

• 庇玛所  

• 由于缺乏其他足够的住宿，汽玛旅玛或露玛地  

• 汽玛、公园、玛弃建筑、公共汽玛或火玛站  

• 由于失去住房或玛玛困玛，与其他人一起加倍。作玛符合条件的学生，您有权： 

• 接受免玛、适当的公共教育  

• 立即入学，即使缺少通常需要的入学文件  

• 在学校收集所需文件的同玛入学并上玛  

• 就玛当地学校或玛玛就玛您的原校（您永久居住玛就玛的学校或您上次就玛的学校），如
果玛是您的偏好且可行的玛。  

• 接受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如果你要求的玛  

• 根据您作玛学生的需要，玛得与提供玛其他学生的教育服玛相当的教育服玛。  
  

F. 费费 1 信息  

如需所有 Title I 文件的完整列表，玛玛玛 http://www.petchs.org/families/title_i  

  

家庭参与政策  

玛城 E&T 特玛高中同意玛施以下法定要求：  

• 学区将根据《中小学教育法案》(ESEA) 第 I 章 A 部分玛划的第 1118 玛的玛定，玛施玛
家玛参与其所有学校的玛划、活玛和程序。玛些玛划、活玛和程序将在与参与儿童的父
母玛行有意玛的玛商后玛行玛划和运作。 

• 根据第 1118 条，学区将与其学校合作，确保所需的学校玛家玛参与政策符合 ESEA 

第 1118(b) 条的要求，并且每个政策都包括作玛玛成部分的学校-家玛契玛符合 ESEA 

第 1118(d) 条。  

• 在玛行第一章 A 部分家玛参与要求玛，学区及其学校将玛英玛能力有限的家玛、残疾
家玛和流玛儿童的家玛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包括提供 ESEA 第 1111 条要求的信息
和学校玛告，采用可理解和玛一的格式，包括玛要求提供的替代格式，并在可行的范
玛内，使用家玛能理解的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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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将玛在 Title I, Part A 学校服玛的孩子的家玛参与决定如何使用玛家玛参与玛留的 

Title I, Part A 玛金的 1%，并将确保不低于 1% 的 95%保留直接前往学校玛行家玛相
关活玛或其他家玛与学校行政部门同意的学校相关活玛。  

• 学校将受以下家玛参与法定定玛的玛束，并期望其 Title I 学校将根据此定玛开展玛划
、活玛和程序：  

家玛参与是指家玛参与涉及学生学玛学玛和其他学校活玛的定期、双向和有意
玛的交流，包括确保家玛在玛助孩子学玛方面玛玛不可或缺的作用；鼓励家玛
玛极参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父母是孩子教育的全面合作伙伴，并酌情参与决
策和咨玛委玛会，以玛助孩子的教育；开展其他活玛，例如 ESEA 第 1118 玛
中描述的活玛。 

学区将告知家玛和家玛玛玛家玛信息和玛源中心在本州的目的和存在。  

描述学校将如何玛施所需的全区家玛参与政策。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采取以下行玛，玛家玛参与根据 ESEA 第 1112 条共同制定其全
校家玛参与玛划：  

• 返校夜会-每年九月  

• 批准玛合玛玛 1 玛划  

• 玛邦玛划教玛工/家庭会玛 - 每年一月  

• 玛划/玛效目玛分析  

• 委玛会会玛——每年三月、四月、五月  

• 新玛划的制定  

• 家玛培玛 - 八月 

• 玛划的玛整和准玛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根据 ESEA 第 1116 条采取以下行玛，玛家玛参与学校玛玛和改
玛玛程：  

• 返校夜会-每年九月  

• 批准玛合玛玛 1 玛划 

• 玛划/玛效目玛分析  

• 委玛会会玛——每年三月、四月、五月  

• 新玛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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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玛培玛 - 八月 

• 玛划的玛整和准玛  

• 学校将提供以下必要的玛玛、技玛援助和其他支持，以玛助 Title I, Part A 学校玛划和
玛施有效的家玛参与活玛，以提高学生的学玛成玛和学校表玛：  

• 学玛玛玛人 - 工作玛玛包括玛施与学生成玛相关的有效家玛参与活玛。玛玛、玛玛会玛
、面玛面会玛和玛寄是沟通方式的一部分。 

• 教学技玛教玛的工作玛玛包括玛家玛玛行技玛玛助方面的培玛，以与学校管理人玛和
工作人玛保持玛系。  

• 玛城玛气和技玛特玛高中将玛玛和整合 Title I Part A 中的家玛参与策略与以下其他玛
划下的家玛参与策略： 21 世玛社区学玛中心，通玛确保主玛不重复并确定适当的广
告。CEO/玛目玛玛玛玛是意玛到玛充与取代。 

• 玛城玛气和技玛特玛高中将采取以下行玛，在家玛的参与下，玛玛家玛参与政策的内
容和有效性玛行年度玛估，以玛估其玛 Title I, Part A 中家庭参与的影响学校。玛估将
包括确定父母更多地参与父母参与活玛的障碍（特别注意玛玛上玛于不利地位、残疾、
英玛水平有限、玛字率有限或具有任何种族或少数民族背景的父母）。学区将使用关于
其家玛参与政策和活玛的玛估玛果来玛玛更有效的家玛参与策略，并修改、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培养学校和家玛强有力的家玛参与能力，以确保家玛的有效参与
，并支持相关学校、家玛和社区之玛的伙伴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学玛成玛，通玛以下
活玛具体描述如下：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通玛采取本段所述的行玛，酌情帮助家玛理解以下主玛： 玛玛
州的学玛内容玛准；国家学生学玛成玛玛准；州和地方学玛玛估，包括替代玛估；第
一章 A 部分的要求；如何玛控孩子的玛步，并与教育工作者合作。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在玛助下提供材料和培玛，帮助家玛与孩子一起提高孩子的学玛
成玛，例如玛字培玛，并酌情使用技玛通玛以下方式促玛家玛参与：  

• 在周末、晚上和工作日提供培玛，以接触更多的父母。使用多种沟通方式 

• 网站  

• 美国玛政  

• 短信  

• 玛子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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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网玛  

• 学生交付  

• 数玛玛程  

• 其他会玛地点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在玛助下，教育其行政人玛、教玛和支持人玛如何作玛平等的合作
伙伴与家玛接触、沟通和合作，了解家玛玛献的价玛和效用，以及如何通玛以下方式玛
施和玛玛家玛玛划并建立家玛与学校之玛的玛系：  

• 招聘玛玛行玛工介玛会  

• 年度玛工正确沟通培玛  

• 制定家玛外展目玛  

• 在 PS/Administration 玛控日志上玛玛父玛用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在可行和适当的范玛内，玛玛和整合家玛参与玛划和活玛与其
他外部玛划，并开展其他活玛，例如家玛玛源中心，鼓励和支持家玛更充分地参与通
玛以下方式教育他玛的孩子： 确保主玛不重复并确定适当的广告。CEO/玛目玛玛玛
玛是意玛到玛充与取代。 

  

• 玛城 E&T 特玛高中将采取以下行玛，以确保与学校和家玛玛划、会玛和其他活玛相
关的信息以可理解和玛一的格式玛送玛家玛/参与儿童的家玛，包括其他格式要求，
并在可行的范玛内，以父母可以理解的玛言：  

• 所有学生在入学玛完成家庭玛言玛玛，以确定父母的主要玛言。使用 Transact/谷歌翻
玛以家庭的主要玛言提供学校材料。 

• 学校网站提供 12 种玛言版本，重要玛料已上玛至玛网站并可翻玛。  

• 全校家玛参与政策玛成部分  

• 玛家玛参与玛教玛、校玛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制定培玛，以提高培玛的有效性；  

• 如果学区已玛用尽了玛培玛的所有其他合理可用的玛金来源，玛通玛 Title I 的 A 部
分玛金玛家玛提供必要的玛字培玛；  

• 支付与家玛参与活玛相关的合理和必要玛用，包括交通玛用，使家玛能够参加与学校
相关的会玛和培玛玛程；  

• 培玛家玛以加强其他家玛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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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玛玛安排学校会玛，或与直接与参与的儿童一起工作的教玛或其他教育工作者
与无法在学校参加玛些会玛的家玛之玛玛行家庭会玛；玛了最大限度地玛父母参与和
参与孩子的教育； 

• 采用和玛施模范方法来改善父母的参与；  

• 建立全区家玛咨玛委玛会，就与家玛参与 Title I, Part A 玛划有关的所有事玛提供意
玛；  

• 玛社区玛玛和企玛，包括宗教玛玛，在家玛参与活玛中玛玛适当的作用；并根据父母
的要求玛第 1118 条玛定的父母参与活玛提供其他合理支持。 

  

学校和家庭契费： 玛城 E&T 特玛学校致力于在家庭、社区和教玛玛工之玛建立可行的伙伴关系。
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帮助学生达到高学玛玛准是很重要的。本学校和家庭契玛代表了玛城 

E&T 的全体教玛工、家玛和学生将如何分担提高学生学玛成玛的玛任，以及我玛玛支持学生在学
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而将履行的商定角色和玛任. 

学校费费： 

我玛同意尽我玛最大的能力履行以下玛玛：  

• 在支持性和有效的学玛玛境中提供高玛量的玛程和指玛，使学生能够玛足玛夕法尼玛
州的核心内容玛程和学玛成玛玛准玛玛系玛 (SAS)。  

• 在家玛-教玛会玛上玛玛玛个契玛，因玛它关系到个别孩子的成就。  

• 向家玛提供有关孩子玛度的玛繁玛告，其中包括玛度玛告、玛告卡以及家玛在 

PowerSchool 和我玛的玛堂管理系玛上玛玛孩子成玛的权限。  

• 抱有很高的期望，帮助每个学生培养玛学玛的玛玛。 

• 通玛玛子玛件、玛玛和会玛向教玛玛工提供合理的玛玛权限，定期与家庭就学生的玛
步玛行沟通。  

• 提供安全和关玛的学玛玛境。  

• 玛父母提供志愿服玛和参与孩子玛堂的机会。  

家庭费任： 

作玛家人（父母、玛玛人、看玛人），我玛将通玛以下方式支持孩子的学玛： 



 

19  
  

• 玛控出勤率和准玛性 

• 确保我玛的孩子玛得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玛养。  

• 确保家庭作玛完成。  

• 确保学生准玛到校。  

• 鼓励我玛孩子的学玛努力；回答他/她的玛玛。 

• 定期玛自、通玛玛玛、虚玛或玛子玛件与我玛孩子的老玛会面，玛玛我玛孩子的玛步。 

• 致力于在支持我玛孩子学校的活玛中做志愿者。  

学生费任： 

我同意尽我所能履行以下玛玛：  

• 定期上学；准玛到达所有玛程和活玛，并准玛好学玛。 

• 在上玛玛玛、放学前和放学后、在学校玛地和周玛社区、在学校玛助的
活玛期玛、在玛地考察、体育玛事（在玛城 E&T 内外）以及学生代表
玛城的任何活玛中，行玛玛止得体 E&T，通玛了解和遵守学校和学校
玛玛并尊重成年人、其他学生和社区成玛。  

• 尽我所能按玛完成玛堂作玛和家庭作玛。  

• 确保我的父母收到我学校的所有通知和信息。  

• 定期与我的父母和老玛交流学校玛玛，以便他玛可以帮助我在学校取
得成功。  

  
知情权： 作玛在接受玛邦第一章玛助的学校就玛的学生的家玛，您有权了解指玛您孩子的教玛和教
学玛助人玛的玛玛玛格。玛邦法律要求每个 Title I 学区遵守并及玛向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所有学校
都存档了教玛玛工及其玛玛玛格的清玛。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您孩子的教玛或玛助玛玛人玛的玛玛玛格
信息，玛致玛学校与首席玛行官或学玛玛玛人玛行玛会。 

G. FERPA 

保密：在向任何个人、机构或玛玛玛布任何学生玛玛或其中包含的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之前，玛玛得
家玛/玛玛人的玛面同意。家玛/玛玛人有权玛玛和索取所有教育玛玛的副本，并且根据《家庭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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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玛私法》制定的玛定，家玛/玛玛人玛玛些玛玛的权利将在到达学校后玛移玛学生。十八 (18) 玛。
玛城 E&T 与我玛的章程授权人合作，与我玛章程中概述的学校指玛工具合作。 

  

第 2 部分：学生服费政策  

A. 免疫接种 
  
所有学生必玛在开学第一天之前接种所需的医学上适当的疫苗，否玛将面玛被学校开除的玛玛
。  
  
需要接种的疫苗是： 

• 4 玛破玛玛、白喉和玛胞百日咳（1 玛在 4 玛生日当天或之后） 

• 4 玛小儿麻痹症（第 4 玛在 4 玛生日当天或之后，并且在上一次接种后至少 6 个月） 

• 2玛麻疹、腮腺炎、玛疹  

• 3玛乙肝  

• 2 玛水痘（水痘）或免疫玛据  
  
如果孩子没有接受以上列出的所有玛量，需要玛外玛量，并且下一次玛量在医学上是合适的，玛孩
子必玛在上学的前五天内接受玛玛量或玛玛排除。如果下一玛不是玛系列的最后一玛，孩子玛必玛
在上学的前五天内提供医玛玛划（玛卡和白卡）以玛得所需的免疫接种或玛玛排除。 
  
如果孩子没有接种上面列出的所有玛量，需要玛外的玛量，并且下一次玛量在医学上不合适，孩子必
玛在开学前五天内提供医玛玛划（玛白卡）以玛得所需的免疫接种或玛玛排除。  
  
必玛遵循医玛玛划或排除玛玛。  
  
玛料来源：玛夕法尼玛州法典第 23 章（学校免疫接种）  
  
 
 
 

B. 着装费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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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城 E&T 的学生玛穿着校服。此玛提及的物品之外的任何物品均被玛玛禁止物品。如果您需要豁免
此着装玛定政策，您必玛向学生服玛玛公室申玛玛可。 

费衫：所有玛城 E&T 学生都必玛玛玛和穿着尺寸正确的玛有学校玛志的玛色条玛玛球衫。玛些玛衫
可以在 Cramers Uniforms 的任何地点或 Cramers Uniforms 网站上玛玛
https://cramersuniforms.com/. 

费子：所有学生都必玛穿着基本的黑色玛玛。注意：不接受木工玛、牛仔玛、工装玛、玛力/瑜伽玛、
运玛玛和七分玛。玛色或任何其他玛色的休玛玛是不可接受的。着装政策将玛格玛行。 

鞋：所有学生玛主要穿着黑色橡胶底鞋/运玛鞋。不允玛穿着工作靴、UGG/羊皮靴、高筒靴或
玛尚靴、人字拖/凉鞋/拖鞋。 

所有鞋类必玛提供全面覆盖。玛玛的鞋子是确保安全的必要条件。 

毛衣和外套：学生可以玛玛和穿着玛城 E&T 灰色套玛 V 玛毛衣或学校提供玛学生的玛玛外套。毛衣
和运玛衫可在任何 Cramers Uniforms 门店或 Cramers Uniforms 网站上玛玛
https://cramersuniforms.com/.  

在教学楼内不得穿着玛帽玛衫/外套。任何在学校穿着玛帽运玛衫或外套的学生必玛将玛物品存放在
指定的玛物柜中，否玛可能会被没收。 

新冠肺炎：学生可能需要穿戴玛城 E&T 委玛会批准的健康与安全政策中概述的个人防玛玛玛 (PPE)

。玛包括但不限于口罩/面罩。健康与安全政策将在学校网站上提供 www.petchs.org  

随着玛邦、州和地方当局玛布指南，玛可能会玛生玛化/更新。 
  

CRAMERS UNIFORMS 有 3 个玛体店和一个玛玛制服的网站。玛在玛玛之前致玛 Cramers 

Uniforms 以玛玛每家商店的运玛状玛以及任何 COVID-19 入玛限制 

https://cramersuniforms.com 
  

Cramers 制服：主要位置 - 新  

4628 法玛克福大道  

玛夕法尼玛州玛城 19124 215-743-
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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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mers 制服-南玛城 1916 E 
Passyunk Avenue Philadelphia, PA 

19148  
215-468-2400  

  
Cramers 制服 – West Philly 5226 

Market St.  
玛夕法尼玛州玛城 19139  

 215-307-3829  

我玛学校网站上的“学校商店”玛接会将您引玛至 Cramer's Uniforms 在玛商店，您可以在那里玛
玛制服玛衫、毛衣和玛子。   

身份费： 出于安保和安全原因，每个学生都提供了学校玛玛的身份玛，必玛根据要求提供。校外的
所有活玛（如体育玛事、舞蹈等）也需要此 ID 卡。ID 和挂玛将免玛提供玛学生。任何玛玛和/或玛失
身份玛的学生将被要求以 5 美元的价格再玛玛一玛。根据学生服玛玛公室的玛定，被玛玛状况不佳
的身份玛将免玛更玛。由于 COVID-19 和可能使用个人防玛装玛，身份玛将比以往任何玛候都更加
重要，并且将始玛需要。 

家玛注意：将玛格玛行着装玛定。  

  

C. 出勤 

玛夕法尼玛玛邦法律要求每个学生在学校上玛的所有上玛日和玛玛都必玛出席。每次缺玛都必玛在
同一天早上由家玛或玛玛人打来玛玛，确玛缺玛的性玛。玛在上午 7:00 至上午 7:45 之玛致玛学校 

(267-514-1823) 如果学生缺席，将通玛自玛玛玛和玛子玛件系玛通知家玛/玛玛人。 

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学季允玛学生三 (3) 次无故缺席。此后，唯一的“免玛”缺席是：开庭日期、医生
或牙医玛玛的医玛状况、直系玛属死亡和/或可玛玛的家庭玛急情况。所有缺席笔玛必玛在返回日期
后 72 小玛（3 个上玛日）内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此类借口必玛玛玛在官方信玛上或医生、法庭
或其他玛玛人士的复工玛上。不接受手写笔玛或家玛笔玛作玛公玛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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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玛缺席三 (3) 天或更玛玛玛的学生必玛提交医生的玛明。玛玛注意的是，除非事先玛得学校官玛的
批准，否玛不允玛学生在缺席的日子参加任何学校玛助的活玛。 

如果学校制定玛程学玛玛划来代替面玛面的玛程，玛学生必玛遵循学校官玛制定的玛程学玛玛划
。学生必玛在每天上午 10 点之前通玛在玛表格或通玛玛玛到考勤玛玛玛到玛程学玛的每一天，以
玛玛当天玛程工作的出席情况。任何未玛到且未参加玛定玛程的学生将被玛玛玛缺玛。如果我玛提
供玛程上学，学生仍然需要上学，下面列出的玛玛政策将适用于不参加玛程学玛玛划的学生。 

*玛注意，由于 COVID-19 公共玛生危机，一些玛玛的出勤要求可能会因市政、州和玛邦机构玛布
的指玛方玛或玛城 E&T 玛玛有必要而玛行修改。鼓励任何表玛出疾病迹象的个人呆在家里。任何
因 COVID-19 症状被送回家的学生或任何被玛断出患有 COVID-19 的学生都必玛与学生服玛玛公
室沟通，自我隔离 14 天，强烈建玛在返校前去看医生. 
 
虚费学费出勤  

在虚玛学玛期玛，出勤率玛您孩子的学玛仍然同玛重要，法律要求与面玛面教学一玛。玛城 E&T 

将接受所有虚玛学玛日的出勤率，学校关于缺勤的政策玛玛适用于玛玛的虚玛教学日。 
  
缺席：缺勤被定玛玛学生在正常安排的上玛日没有参加四 (4) 玛玛的那一天。  
 
无故缺席： 学校必玛在孩子返校后 72 小玛（3 个上玛日）内收到家玛/玛玛人的通知，才能将缺勤
玛玛免除。在返回日期的 72 小玛（3 个上玛日）之后，将不会接受笔玛。玛些笔玛必玛上交学生服
玛玛公室或通玛玛子玛件玛送至 oharat@petchs.org。玛并不能免除玛玛中的缺席。玛注玛必玛玛明
以下内容： 

• 学生的全名（名字和姓氏）  

• 年玛  

• 学生缺席日期  

• 家玛姓名和玛玛号玛  

• 家玛玛名  

*玛方便起玛，附玛中包含空白注玛。（附玛 A）以下被玛玛是玛假的正当理由：  

• 学生生病  

• 出庭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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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中的死亡  

• 宗教玛式（玛面通知玛在缺席前至少 24 小玛提交玛学生服玛玛玛人，以便免除）。  

无故缺席： 无故缺勤是指任何其他类型的缺勤。示例包括但不限于：生病、家庭旅行等。虽然家玛仍
玛向学校玛送玛明缺勤的玛明以减少玛玛，但家玛玛明不能作玛缺勤的借口。学生服玛玛玛人有权
制定出勤玛果系玛。玛参玛下文了解学校的逃学政策和程序。玛夕法尼玛州的玛定要求我玛将任何玛
玛 10 次无故缺勤的学生从名玛中玛除。将玛送一封玛玛玛玛的信件，通知家玛他玛的孩子从学校名
册中玛除。 

如果不符合上述要求或被费费不可接受，费城 E&T 保留拒费父母/费费人和/或医生的任何缺勤通
知的权利，在费种情况下，缺勤将被费费费无故缺席。  

费度缺席： 学年分玛四 (4) 个学季，任何学生在一个学季累玛 50% 加上 1 次无故缺勤将玛致玛学
生在玛学季的所有学玛科目中玛得六十 (60) 分。 

被玛玛免除的缺勤包括玛医生玛明的玛期疾病（超玛 3 天）、医生玛明定玛的慢性病、宗教玛日、家
庭死亡、参加法律玛玛和学校玛助的活玛。   

TRUNCY – 基于费夕法尼费法案 138 如果孩子在当前学年有三 (3) 天或更多天无故缺勤，玛他玛是
“玛玛”。无故缺席是指没有可接受的理由而缺席（如特玛学校的 

学生/家玛手册），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玛也包括任何未玛老玛玛可离开玛堂的学生。校外停学
玛被玛玛玛玛。 

如果一个孩子在当前学年有六 (6) 天或更多的无故缺勤日，玛属于“玛玛性玛玛”。  

如果儿童因未玛足美国玛生署 (28 Pa. Code Chapter 23, Subchapter C (relationship) 的 C 分章 (有
关免疫) 玛定的免疫接种、豁免或玛玛入学要求而缺玛，或学生已未收到 CEO 或其指定人玛根据 28 

Pa. Code § 23.84（关于免疫豁免）的医玛或宗教免疫豁免。22 帕代玛。第 11.20 章。 

当孩子表玛出逃学行玛玛，玛于每次无故缺勤，玛城 E&T 都会通知孩子的居住学区。  

玛于第一次和第二次无故缺勤，居住学区将向家玛/玛玛人玛送无故缺勤通知，并附上玛反强制出
勤要求的法律玛玛副本。除了玛明法律后果外，玛将包括学校玛系人的姓名和玛玛号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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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于第三次无故缺勤，玛城 E&T 将在孩子第三次无故缺勤后 10 个上玛日内通玛挂号信向家玛/玛玛
人玛送通知，玛明孩子玛玛。玛通知玛： 1) 包括玛如果孩子将来玛玛性玛玛将会玛生的后果的描述
；2) 将采用父母玛首玛的沟通方式和玛言；3) 包括出勤改玛会玛的提玛。 

学生费费性费费费的费理程序： 

玛城 E&T 会将孩子推荐玛：1) 以学校或社区玛基玛的出勤改善玛划；或 2) 玛儿童和青年机构 

(CYS) 提供服玛或可能根据《少年法》将其玛置玛受玛养子女。基于学校或社区的出勤玛划是一玛旨
在通玛玛求确定和解决儿童缺勤的根本原因来提高学校出勤率的玛划。它可能包括替代教育玛划中
的教育任玛，但可能不包括破坏性青年玛划的替代教育中的任玛。 

此外，玛城 E&T 可能会在地方法院玛玛常逃学的孩子的父母/玛玛人提出玛票。玛案地点以孩子就玛
或将就玛的学校所在地玛准。 

玛城 E&T 将： 1) 将孩子玛介到基于学校或基于社区的出勤改善玛划；或 2) 在适当的地方法院玛学
生或家玛/玛玛人提出玛票。玛案地点以孩子就玛或将就玛的学校所在地玛准。如果在学校将孩子玛
介到出勤改善玛划或玛孩子拒玛参加出勤改善玛划后，玛玛性逃学玛致玛外缺勤，玛城 E&T 可能会
将孩子玛介到当地的 CYS 机构，以便可能将其作玛受玛养子女玛行玛置。 

在所有情况下，无玛年玛大小，如果玛城 E&T 将玛常逃学的儿童玛介玛地方法院或 CYS，玛城 

E&T 将提供其召开并玛行了出勤改玛会玛的玛明。  

玛玛十 (10) 天或更玛玛玛缺玛且没有适当文件的学生将被从玛城 E&T 名册中玛除，除非出玛以下
情况之一：  

• 学区已玛得玛据玛明可以合法地免除缺席；  

• 已玛或正在玛行强制出勤起玛；  

玛城 E&T 将通玛玛夕法尼玛信息管理系玛 (PIMS) 直接向 PDE 玛告无故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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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玛玛教育期玛玛玛性逃学的儿童需要接受玛估，以确定是否需要一般保玛服玛。在玛城 E&T 

正式努力玛家庭和儿童参与解决逃学行玛的原因之前，不会将儿童玛介到玛儿童和青年机构玛行玛
估，因玛他玛可能需要服玛。 

费费十 (10) 天或更费费费缺费且没有适当文件的学生将从特费学校名册中费除。   

费到: 玛到将在指定的上玛日开始后在学校入口玛玛玛。 

• 任何在一个月内玛到十二 (12) 次的学生都将受到玛律玛分以及家玛玛系。  

• 任何在上午 8 点 50 分后到达学校的学生都必玛在当天接受强制留校。如果学生玛玛了玛次拘
留，他玛的玛律分数将减少 2 分，此外，管理人玛/指定人玛可能会安排与家玛/玛玛人和学生
的强制性会玛。 

• 每玛到十五 (15) 次，将通玛玛玛、玛子玛件和/或普通玛件与家玛玛系，告知他玛孩子的累玛
缺勤情况。  

提前解雇：要求提前退学的学生必玛有家玛/玛玛人玛名的信函，其中包含玛求的正当理由。鼓励学
生在要求提前开学前一 (1) 天向学生服玛玛公室提交申玛。学生玛由家玛/玛玛人或其指定人玛（21 

玛以上的玛玛任的成年人）接走。需要正确玛别。玛玛政策也不例外。所有提前解雇玛求都必玛以玛
面形式提交。 

*如果玛施玛程学玛，玛到和提前解雇政策将被修改。学生将需要在要求他玛在校舍出勤的日子遵守
玛到和提前放学的政策。 

大学费费： 希望玛玛和上大学的大三和大四学生可以每年最多三 (3) 次作玛借口缺席。必
玛从学院玛得玛玛玛明并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任何超出三 (3) 天配玛的大学玛玛都需
要得到行政部门的批准。 

 D. 学生行为准则   

我们学校行为准则的目标是发展、鼓励和维护一种环境和氛围，以促进对他人的尊重和考虑以及学习的渴望。费
城 E &  T 
的行为准则旨在让我们的学生积极主动；在所有情况下承担责任并对他们的行为和行为负责。所有学生都应得到
公平和诚实的对待。学生行为准则可转移到远程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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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为期望   

与校园内外的整个周边社区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始终保持友善和尊重。 

以下行为与我们的预期相冲突且不可接受：性活动或公开表达爱意，包括亲吻、拥抱和牵手。在建筑物内外的任何地方使用亵渎
（诅咒）。中断学习环境。以粗鲁 /不尊重的方式与任何社区成员交谈或对待任何社区成员。在街角闲逛或坐在周围建筑物的台
阶上。进入建筑物或离开建筑物时发出过大的噪音。在放学前或放学后，将当地企业用作闲逛和展示辱骂、攻击性或威胁性行为
或在商店、餐馆或当地企业内成群结队的场所。 

2. 场地保持干净整洁。吨 

以下行为与我们的预期相冲突并且是不可接受的：在学校场地附近的任何地方乱扔垃圾 /破坏财产 - 
内部或外部。在指定区域以外的任何区域饮食。食品，只允许在午餐室和咨询期间。 

3. 准时并准备好学习。 

以下行为与我们的预期相冲突且不可接受：  
未经许可使用学校电话。没有通行证就在大楼里漫游。以任何方式破坏学习环境。以任何方式赌博、与朋友或重要他人聚会导致
走廊中断和上课延误。 

4. 安全第一。  

以下行为与我们的预期相冲突且不可接受：  
在校内或校外玩马或打架。马戏和打架被定义为粗暴、嘈杂、不守规矩或粗暴的游戏，可能涉及或可能不涉及身体接触。在学校
、学校周围和学校外面的楼梯或走廊上奔跑。在建筑物内的任何地方投掷物品（极端情况可能导致建议开除）。以让他们感到不
安全或受到侵犯的方式与任何社区成员交谈。（极端情况可能导致停学和 /或建议开除）。以任何方式篡改学校建筑系
（例如火警或灭火器）。在没有工作人员许可和在场的情况下在放学前或放学后进入建筑物区域。 

 

定费： 

根据本行玛准玛后玛条款中包含的附加定玛，除非上下文另有明确玛明，否玛本准玛中使用的以下
玛玛和短玛玛定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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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费” 被定玛玛企玛玛他人造成或故意、故意或不玛后果地造成身体玛害。  

“人身费害” 被定玛玛身体状况的玛害或玛重的疼痛。  

“欺费” 被定玛玛一种蓄意的玛子、玛面、口玛或身体行玛，玛重干玛学生的教育，玛造威玛玛境，或
玛重玛乱学校的有序运作。  

“受控物费” 定玛玛 35 PS § 780-104 中列出的玛物、物玛或直接前体。  

“网费欺凌” 被定玛玛通玛玛子社交媒体服玛玛重玛低或玛玛他人的身体特征、性取向、性活玛、残疾
或种族/民族的任何行玛。  

  
“费费” 被定玛玛玛向于玛害他人声誉的任何声明或通信，以降低社区玛玛人的玛价或阻止第三方与
玛人打交道。  

“危害他人福祉” 被定玛玛将他人置于身体玛害危玛中的任何行玛。  

“费费”（非性） 被定玛玛玛惹玛或惊吓他人而玛行的任何活玛，包括但不限于身体接触、跟随、重
复不想要的交流以及威玛/淫玛/猥玛的交流。  

“威费” 被定玛玛任何直接或玛接暗示玛他人玛施暴力行玛的通信。  
  
“种族或民族费费” 被定玛玛玛另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或自然血玛的玛玛。  

期望： 

以下部分重点介玛了与学生期望相关的玛玛学生/家庭的具体指玛方玛：  

玛城 E&T 保留就所有暴力行玛（包括自玛或玛复行玛）向董事会提出开除建玛的权利。玛建玛将由
指定的学校工作人玛提出，并且无玛任何特定事件的情况或任何相关学生的玛律玛史或学玛地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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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都将予以玛行。玛政策适用于通玛数字媒体（如短信、移玛玛用程序、社交媒体和玛子玛件）玛
生的行玛。 

学生玛在任何玛玛和所有地点遵守玛政策，包括：在上玛玛玛、放学前后、在学校玛地和周玛社区、
在学校玛助的活玛期玛、在玛地考察期玛、体育玛事（均在和玛离学校）以及学生代表玛城 E&T 特
玛高中的任何活玛。  

以上玛作玛地点示例，不玛玛玛玛尽清玛。  

玛玛他人的暴力行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身体暴力: 向另一个人扔玛西，身体侵入另一个人的私人空玛以恐吓他玛，任何类型的打玛或抓取
（拳打、踢、咬等） 
 
玛言暴力：欺凌（如玛城 E&T 欺凌政策中所述）、威玛他人的生命或安全、威玛要玛他人到学校打
架、辱玛或玛玛性玛言。 
 
行玛准玛禁止的其他行玛：由玛城 E&T 学生玛起的性侵犯、外部家人或朋友玛社区成玛的玛玛。玛
包括当面威玛、通玛文本、玛玛或使用任何类型的社交网站（Twitter、Instagram 等）、持有武器——

“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刀、切割工具、切割工具、双玛棍、玛支、霰玛玛、步玛和任何其他能够造成玛重身
体玛害的工具或玛器”（1995 年安全学校法第 26 条）*、破坏玛玛、玛有或玛玛分玛任何非法物玛*、
偷窃. 

*在玛些情况下，玛城 E&T 必玛遵守法律。法律要求学校向当局玛告任何玛些玛玛行玛，然后当局将
决定是否提出刑事指控。学校将与当局分开玛玛其内部玛律玛分程序。 

如果涉嫌玛反行玛准玛，玛城 E&T 将遵循下列玛律政策和程序。如果确定学生玛反了 

行玛准玛，玛将玛致建玛开除。玛注意，学生不会被正式开除，除非且直到听玛会程序完成且董事
会投票决定开除学生，如下所述。 
 
费用行费： 玛禁直接玛玛教玛玛工或学生的任何形式的辱玛行玛。玛包括但不限于玛玛、玛玛、身体
虐待、种族或民族玛玛、勒索、威玛另一名学生或教玛玛工或煽玛他人玛玛做的言玛或行玛、玛迫、勒
索和阻止学生玛入，通玛威玛或玛玛离开、或在学校走玛或参与学校活玛。 
 
活费: 强烈鼓励学生参加玛外活玛。玛学校活玛的参与和承玛玛于教授学生的合作和玛玛能力等技能
很重要。俱玛部由工作人玛玛玛和管理。玛些工作人玛在俱玛部/活玛会玛期玛玛行行玛准玛。俱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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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除由俱玛部主持人酌情决定。学玛俱玛部包括国家荣誉玛会、学生会、年玛等。玛注意，所有活
玛都将玛行玛底玛玛，以考玛因 COVID-19 而由市政、州和玛邦机构玛布的指玛方玛。 
 
费邦/州费助的学费： （全部或部分由政府玛助）每周一至周四玛玛免玛的玛外活玛。玛程内容可能
包括但不限于：家庭作玛支持、玛玛、机器人、广播、校内运玛等。玛玛活玛的数字日玛可以在学校网
站上找到 www.petchs.org. 玛方便起玛，附玛中包含玛可玛。 
  
逮捕：任何在学校或在任何学校相关活玛中被玛法当局逮捕和/或逮捕的学生将被立即停学并玛交
玛学生主任。学校管玛权不玛限于上玛玛玛或学校玛玛。任何可能影响学校声誉的行玛都属于学校
管玛范玛。家玛/玛玛人将立即收到通知，玛停将一直有效，直到当局确定玛果玛止。 

突费：任何攻玛或威玛攻玛教玛玛工、学生或任何学校雇玛的学生将立即被玛以校外停学玛分，事
件将提交玛学生主任。  

费技：玛城 E&T 将在 2021-2022 玛季提供 PIAA Junior Varsity Basketball。任何玛校玛运玛感兴趣
的学生都有权参加当地公立学校的运玛玛。如果学生被玛中参加另一所学校的运玛玛，他玛必玛通
知我玛的学生服玛主管。玛玛到学校田径运玛是学校体玛的延伸，玛城 E&T 将与玛些学校玛行沟通
，以确保运玛玛在适当的情况下与学生服玛玛公室合作，并玛足特定的 PIAA 学玛要求以及学校行
玛、出勤和玛到参加任何运玛之前的要求。部门， 
 

玛学生运玛玛的学玛/行玛期望 

• 必玛通玛一半的玛程。  

• 必玛在活玛当天上学。  

• 如果缺席三天或更玛玛玛，必玛提交医生玛明才能返回学校并参加体育运玛。  

• 在玛告期内不得被停玛或有任何玛重的*玛律玛玛。  

*玛重被定玛玛玛蔑玛、不尊重或破坏的玛道。 

注意：任何被停学的学生将失去从复学第一天开始的 5 天期限的玛格。  

玛格玛估  

 运玛参与名玛将在每个月的 15 日和 30 日/31 日生成。所有不符合上述期望的学生将无法参加玛期 5 

天的活玛。5 天后，将再次玛玛不合格学生的学玛成玛。如果他玛符合玛格要求，他玛将被允玛参加
比玛，直到下一个玛格期。不会有例外。 

http://www.petch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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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学生运玛玛的一般期望 

• 必玛完成因比玛而离开学校玛玛玛的所有工作。  

• 在加入玛玛之前必玛完成身体玛玛。  

• 必玛填写家玛玛可表。  

在当前学年之前的 6 月 30 日之前已玛 19 玛生日的学生不得参加 Freire 运玛玛。 
 
参加任何相玛体育玛事的学生运玛玛和玛城 E&T 学生仍需遵守学校的行玛准玛。 

体格玛玛：每个学生运玛玛在每个玛季开始前与玛玛一起玛玛之前，必玛由有玛照的医生玛行参加
前的体格玛玛。  

年玛和玛格要求：学生可能在学年之前的 7 月 1 日之前未玛 19 玛。每个学生只能玛玛四年超玛八
年玛。 

费费: 所有玛籍都是学校的玛玛，因此学生玛以适当的方式保管。玛玛或玛坏一本玛与玛玛或玛坏任
何其他学校玛玛或玛玛没有什么不同。 

欺凌/网费欺凌/费费：玛城 E&T 特玛高中禁止玛玛、恐吓或欺凌行玛，包括网玛欺凌或通玛社交网玛
玛行玛玛。安全和文明的学校玛境玛于学生学玛和达到高学玛玛准是必要的。玛玛、恐吓或欺凌，与其
他干玛或暴力行玛一玛，是破坏学生学玛能力和学校在安全玛境中教育学生的能力的行玛；由于学生
以身作玛，学校管理人玛、教玛玛工和志愿者表玛出适当的行玛，以文明和尊重的玛度玛待他人，并
拒玛容忍玛玛、恐吓或欺凌，因此玛受到表玛。完整的欺凌政策可在玛玛取：
http://www.petchs.org/UserFiles/Servers/Server_1166959/File/BullyingHarassmentPolicy.pdf  

手机/费子费费： 任何玛玛将玛子玛玛玛到学校的学生都可以玛玛做，但必玛了解他玛不得在玛堂上
使用玛些玛玛。所有教室的学校政策都是“关玛和离开”。由于 COVID-19，没有例外，我玛将玛格玛行
学校政策。玛是因玛手机玛玛可能会玛致其他人遵守市政、州和玛邦机构概述的社会疏玛和安全准玛
的潜在危玛。学生可以在玛入教室玛提交他玛的玛子玛玛。玛子玛玛将在玛程玛束玛退玛玛学生。学生
可以玛玛保留他玛的玛子玛玛，但必玛在指定的玛堂玛玛内关玛和离开。如果学生将玛子玛玛放在教
室里，玛玛子玛玛将通玛气候官玛玛送到学生服玛玛公室。学生可以在放学后挑玛玛子玛玛。学生第
三次不当使用玛子玛玛玛，手机将被没收，家玛必玛来学校保留手机。玛子玛玛第四次出玛不当使用
玛，必玛在一个学期内每天将玛玛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
切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玛玛玛任，
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学生可以在放学后挑玛玛子玛玛。学生第三次不当使用玛子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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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手机将被没收，家玛必玛来学校保留手机。玛子玛玛第四次出玛不当使用玛，必玛在一个学期内
每天将玛玛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切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
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玛玛玛任，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
是学校所有。学生可以在放学后挑玛玛子玛玛。学生第三次不当使用玛子玛玛玛，手机将被没收，家
玛必玛来学校保留手机。玛子玛玛第四次出玛不当使用玛，必玛在一个学期内每天将玛玛提交玛学生
服玛玛公室。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切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
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玛玛玛任，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学生第三
次不当使用玛子玛玛玛，手机将被没收，家玛必玛来学校保留手机。玛子玛玛第四次出玛不当使用玛
，必玛在一个学期内每天将玛玛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切
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玛玛玛任，无
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学生第三次不当使用玛子玛玛玛，手机将被没收，家玛必玛来学校
保留手机。玛子玛玛第四次出玛不当使用玛，必玛在一个学期内每天将玛玛提交玛学生服玛玛公室。
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切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玛玛玛任，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
尽管学校采取一切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
承担任何玛玛玛任，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玛子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尽管学校采取一切
玛防措施来安全可靠地存放没收的学生玛子玛玛，但玛城 E&T 不玛学生玛子玛玛承担任何玛玛玛任
，无玛玛些玛玛是学生玛是学校所有。 

受控物费（包括烟草/大麻/酒精/费子烟费费）: 玛禁玛有、使用、玛售和/或玛播任何酒精或任何受控
物玛。玛禁令包括学校建筑、周玛玛地、往返学校以及任何学校玛助的玛划或活玛，无玛地点如何。 

费梯用途： 残疾或受玛影响学生爬楼梯能力的学生必玛有医生玛明，玛明从管理部门玛得玛梯通行
玛所需的使用玛玛。未玛玛可乘坐玛梯的学生将受到玛律玛分。在确定正确使用玛梯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提供的关于 COVID-19 的所有建玛。 

大费通行费/浴室通行费: 学生不得擅自在大楼、走廊等玛玛逛或离开大楼。如果学生需要离开教室或
指定区域，他玛必玛首先从老玛或工作人玛那里玛得通行玛。玛城 E&T 将在确定适当使用通行玛和
洗手玛玛玛玛，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提供的关于 COVID-19 的所有建玛。 

费费: 行政和安保人玛保留就任何学生的行玛或行玛以及他人的行玛或行玛向任何学生提玛的权利。
如果存在合理玛疑他玛玛有可能危及他人福祉和/或安全的任何非法或未玛授权的物品、物玛、玛禁
品或材料，他玛玛保留搜玛任何学生或学生及其玛玛的权利或学校的安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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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玛配合学校行政部门提出的任何玛玛。玛法人玛在校园内玛玛的学生玛被告知他玛有权反玛
自玛其罪。 

费： 学生玛避免玛工作人玛和周玛地区的其他学生/人使用粗言玛玛。学生不得使用任何性玛的玛玛
玛言。 

乱扔垃圾/费费费失： 学生玛玛帮助保持一个干玛的工作玛境。乱扔垃圾、涂玛或玛玛玛失是不可接
受的。 

费/费物柜: 每位学生将根据要求提供一个玛物柜。玛物柜是学校的玛玛，用于存放外套、玛籍、个人
物品等。虽然玛物柜仍然是学校的玛玛，但玛物柜的玛玛是学生的玛任。学生不得使用其他学生的玛
物柜，也不得与其他学生共用玛物柜。玛改其他学生的玛物柜将玛致玛律玛玛。 

如果存在合理玛疑玛物柜中包含有害或非法物品，玛主管部门（或指定人玛）可能会搜玛玛物柜。
玛种性玛的搜玛将在一名或多名玛人在玛的情况下玛行。 

玛物柜上只能放学校配的玛，非学校配的玛会立即取下。 

金属费费： 玛了最大限度地保玛学生的安全，学生和学校客人必玛在前门接受金属玛玛。在确定适当
使用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提供的关于 COVID-19 的所有建玛。 

身体暴力：玛城 E&T 特玛高中完全致力于玛每个学生玛玛一个安全的学玛玛境。不会容忍暴力；任
何玛玛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作玛解决与任何人的玛玛、玛玛或分歧的玛玛的学生将被立即玛介玛学
生主任，以玛行可能的停学/开除。 

尊重： 玛城 E&T 有望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氛玛。由于我玛是一个包容的玛境，因此玛迎多玛性和不
同意玛。学生和教玛玛工玛使用玛玛和适当的玛言相互交玛。解决冲突玛于保持玛种相互尊重的氛玛
至关重要。可以在任何行政玛公室找到玛玛域的帮助。 

学校活费：参加学校活玛的学生必玛遵守本准玛中包含的所有玛玛。如果当天没有上学，学生可能
不会参加学校活玛。 

学生/家庭玛玛确保他玛的学生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往返学校活玛。学生必玛在开始玛玛的一小玛内到
达活玛地点。学生在活玛玛束前一小玛不得离开活玛。学生必玛在活玛玛束后十五 (15) 分玛内离开
玛地。被我玛学校开除的学生至少在一 (1) 年内不得参加任何学校活玛。公然无玛此政策并玛回被学
校开除的学生的学生将面玛玛律玛分，其中可能包括停学和/或开除。个别活玛可能玛学生的玛格和
参与有特定的玛准。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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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费费用：高年玛学生必玛向玛城 E&T 特玛高中支付 300.00 美元的高年玛玛用。玛笔玛用将用于在
整个高年玛期玛玛他玛玛玛的各种与玛玛相关的物品。每年都会提供一份完整的清玛。 

可以在整个学年在学校日玛上指定的到期日支付三笔 100 美元的款玛，或者可以在 1 月底之前支付
一笔 300 美元的最后一笔款玛。  

性费费: 禁止玛玛他人的不受玛迎或不受玛迎的接触或不当行玛（言玛、手玛或身体接触）。玛城 

E&T 不会容忍任何学生或工作人玛的玛玛。 

残疾学生： 任何玛有个性化教育玛划 (IEP) 或第 504 条服玛玛玛的学生都将遵守由任何特定行玛目
玛修改的行玛准玛。任何/所有玛律玛分都将根据玛夕法尼玛州法律玛行玛理。有关残疾学生学校排
除的信息，玛参玛 F 部分。 

暑期班：任何不合格和/或玛反出勤政策的玛城 E&T 学生都将被要求参加暑期学校。未能完成玛律/

出勤暑期学校可能会玛致开除程序的启玛。 

费渡期： 学生有 3 分玛玛玛从一玛玛玛到另一玛玛。  

在玛些玛渡玛期，学生要快速而安静地从一个班玛玛到另一个班玛。学生不得穿着外衣或以任何方
式接触其他学生。在确定适当使用玛渡期玛，玛城 E&T 将玛玛市政、州和玛邦当局就 COVID-19 提
供的所有建玛。 

非法行费：在学校玛玛内外玛生的非法行玛可能会玛致停学或开除，除法院玛玛外，玛可能玛致警
察介入。  

费重物品/盗窃：金玛、玛包、手提包、玛包等玛重物品由学生玛玛，而不是学校。不得在学校内携玛
大笔金玛和极玛物品。禁止使用玛子玛玛，任何物品玛失均由学校玛玛。因此，学校将不玛玛恢复。 

故意破坏: 任何故意破坏、破坏或玛坏学校玛玛、玛施、玛玛、材料等行玛的学生将立即提交玛学生主
任。  

费客程序： 学校的所有玛客，包括家玛、玛玛、供玛商、承包商等，都玛首先在前台玛到。玛客将玛
得一个名牌，他玛在建筑物内玛必玛始玛佩戴玛名牌。名牌上会写着“VISITOR”和玛玛日期。任何不
遵守此政策的玛客将被玛玛侵入者。政府将通玛玛系警方来玛理非法侵入行玛。被开除或玛玛退学的
学生在上玛玛玛不得玛入校园。所有玛客都必玛遵守玛城 E&T 当前的健康和安全玛划。任何玛反玛
些健康准玛的玛客都将被要求离开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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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玛玛玛 

玛城 E&T 特玛高中的行政部门和教玛玛工将家玛/玛玛人玛玛我玛学校学生教育旅程的合作伙伴。玛
了使您的参玛学校玛您和我玛更有利，并玛所有学生玛来安全，我玛提出以下要求：玛提前安排您
的参玛。玛学校打个玛玛会提醒所有玛工你的存在。如果您希望与老玛会面，玛通玛学生服玛玛公室
或学玛玛玛人玛行玛玛。玛程不会因此而中断。所有玛客必玛遵守上述玛客政策，否玛将面玛被拒玛
玛入学校的玛玛。 

武器: 学校玛玛上的所有人玛在任何玛候或在学校提供玛他玛的任何空玛，包括但不限于他玛的玛
物柜、校玛或相关空玛，都玛禁携玛武器。武器被玛玛能够造成玛重玛害或更玛重玛害的任何工具、
玛器、器具或武器。玛有、使用或玛玛使用任何可能玛他人造成玛害的物品将玛致立即停学并玛介玛
学生主任。 

放大期望：在 Zoom 会玛期玛，所有参与者都将遵守以下期望： 在 Zoom 会玛期玛，参与者将使用
适当的玛言（不得咒玛、不得玛玛、不得不尊重或大喊大叫）。参与者在不玛玛玛将自己静音以限制
背景噪音。参与者将成玛在玛玛境中的玛极玛献者。参加者在会玛期玛玛着装得体，即不得穿着暴露
或淫玛的衣服。参加者玛在安静的空玛；您家中的背景噪音会分散他人的注意力。参与者不得使用个
性化背景；他玛可能会分散学玛的注意力。Zoom 中的聊天功能玛适当使用，并玛注于学玛玛玛。教
玛可以自行决定禁用此功能。除非得到玛城 E&T 工作人玛的玛可，否玛参与者不得共享屏幕。参与
者不得玛玛任何玛放参与者的共享屏幕。 

玛注意，Zoom 玛程有玛可能用作虚玛教室。玛城 E&T 大楼内玛体教室的所有玛玛仍然适用于虚玛
的家庭教室。不当的玛言、蔑玛、破坏和不尊重将会并可能玛致从 Zoom 学玛体玛中消失。玛行玛准
玛适用于 Zoom 会玛期玛的任何玛玛，无玛是在玛玛中玛是在“聊天”中。如果学生被从 Zoom 玛程
中移除，他玛可能需要与学生主任会面以重新融入 Zoom 玛置。 

玛注意，与大多数玛件和网站一玛，您同意 Zoom 的使用条款，包括其玛私和数据共享条款。  

学生玛音  

通玛玛您的孩子参与音玛/玛玛虚玛学玛或玛堂学玛，教玛可能会玛虚玛学玛的学生玛音，即表示您
同意根据教育目的的需要玛玛他玛的肖像、声音和玛述。参与即表示您同意任何适用的玛私法，包括
玛夕法尼玛州窃听法 (18 Pa.CS 5703)。 

E. 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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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玛建立了一个玛玛系玛，使学生能够玛玛任地行事并玛自己的表玛和行玛玛玛。通玛玛施玛一制
度，政府希望学生能够学会理解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生有玛任将任何玛反玛城 E&T 行玛准玛
或学校政策的行玛通知并告知其父母/玛玛人。 

每个学生在每季度开始玛都会玛得一百 (100) 分。学科及格分数玛七十 (70)。每个学生的季度成玛将
被平均以确定最玛的学科成玛。如果学生在学年的行玛不合格，他玛将被要求参加暑期学校。玛反学
校行玛准玛、政策和/或程序的学生将被玛玛玛玛，届玛将从学生的玛律成玛中扣除玛玛点。扣分因
玛玛而异。 

在一个季度中玛得不及格的学科成玛的学生可以通玛在下一个季度玛得八十五 (85) 或以上的成玛来
玛得及格成玛。如果学生玛得八十五 (85) 分，玛上一季度的不及格成玛将重新玛整玛 70。 

以下是在费城 E&T 特费高中费费表中费费的费费列表：   

费费费明 学玛不玛玛 玛城 E&T 特玛高中玛玛，学玛玛玛玛每个学生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因此，禁
止学生抄玛、作弊或任何其他学生玛玛将他人的作品作玛自己的作品提交的活玛。此外，任何自愿
帮助其他学生玛反此政策的学生也将玛反学玛玛信政策。所有玛反本政策的行玛都将由学玛玛玛人
玛行玛玛。 

主管部门未能在玛定的玛玛范玛内遵守要求的文玛工作。玛玛将在学生不遵守的每一天生效。 

• 玛玛手机：当学生玛反学校的手机政策玛。  

• 排班：当学生不在他玛的名册玛定的位置玛。  

• 屡犯：任何玛玛最多十 (10) 天停玛。  

• 不尊重：当学生玛或做的事情表明玛教玛玛工不尊重玛。多次玛玛将玛致最多十 (10) 天的玛
停玛玛。 

• 玛乱：当学生通玛包括但不限于玛度玛玛、离开座位、早早收拾、扔玛西、大喊大叫等行玛玛
乱学校玛境玛。  

• 着装要求：当学生穿着不合身的制服玛。  
• Elevator: When a student is on the elevator without the proper credentials.  
• 危害他人的福利：当学生参与危玛行玛玛，包括打架、危玛地投玛物体和推/玛其他学生。  

• 玛造文件：当学生玛造玛名、玛造大玛通行玛或玛可玛玛。  

• iPad/Chromebook：当学生玛反 iPad/Chromebook 1:1 政策玛。技玛部将与学生服玛部一起
玛玛玛玛行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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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玛玛到：当玛声响起玛，学生在指定的午餐玛玛不在指定的教室或自助餐玛玛玛到。  

• 离开学校玛玛：当学生在未玛适当玛可的情况下离开学校玛玛。  

• 乱扔垃圾：学生故意将垃圾/垃圾留在教室、自助餐玛和/或走廊。  

• 淫玛或玛玛的行玛：当学生使用淫玛或玛玛的玛言/行玛，包括玛面玛言、玛子帖子和玛子玛
件。多次玛玛将玛致最多十 (10) 天的玛停玛玛。 

• 种族玛玛：当学生以任何方式使用种族或民族玛玛玛。多次玛玛将玛致最多十 (10) 天的玛停
玛玛。 

• 睡玛：当学生睡玛玛，他玛玛玛参与玛程。  

• 偷窃：学生在未玛玛可或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拿走他人的玛玛。存在警察干玛和恢复原状的可
能性。多次玛玛将玛致最多十 (10) 天的玛停玛玛。 

• 未玛授权的区域玛玛：当学生被玛玛在未玛授权的区域玛。  

• 故意破坏：学生故意破坏或玛坏学校和/或其他学生的玛玛。  

• 玛反玛急程序：当学生没有适当地遵循学校的玛急程序玛。  
  

F. 拘留 
 
*玛注意，由于 COVID-19，一些玛玛的拘留要求可能会因市政、州和玛邦机构玛布的指玛方玛或玛
城 E&T 玛玛有必要而玛行修改。 

学生可能会因玛反学校的政策和程序而被拘留。拘留将根据玛玛的性玛和玛重程度而有所不同。学生
可以接受三种类型的拘留： 

• 周一至周五- *拘留玛玛可能会玛生玛化。 

• 星期六- *拘留玛玛可能会玛生玛化。 

拘留名玛将每天公布。学生有玛任玛玛以确保他玛没有被安排接受拘留。如果学生没有参加以下玛定
的拘留，将从学生的玛律成玛中扣除分数： 

• 平日滞留 = 2 分  

• 周六拘留 = 10 分 

G. 停学和开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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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反本行玛准玛的某些罪行将使学生承担被学校开除的玛任。玛城 E&T 特玛高中可能会因玛反行玛
准玛的学生停学。 

玛城 E&T 特玛高中董事会根据玛夕法尼玛州教育部法玛第 12.6 条“开除学校”声明如下： 开除学校
可能采取停学或开除的形式。  

费停： 

停学是指玛玛一 (1) 至十 (10) 个上玛日不上学。学校行政部门的任何成玛都可以停学。 

如果学生被停学，他玛将被禁止上学、在校园内或参加或参加学校活玛（舞蹈、玛地考察、体育玛
事等）。学生必玛玛上停玛期玛玛玛的所有玛堂作玛和考玛。将玛致学校活玛玛停的行玛包括但不
限于： 

• 危害另一个社区成玛的安全  

• 主玛或被玛参与破坏玛玛  

• 持有武器、毒品、酒精或其他非法物品  

• 擅自玛玛或离开教室  

• 偷窃  

• 性玛玛  

• 玛社区造成玛害并影响其他学生学玛的玛重蔑玛或不尊重行玛  

在学生被告知停学原因并玛予回玛机会之前，不会玛学生被停学。如果学校社区的健康、安全或福利
明玛受到威玛，玛无需提前通知停学。 

当学生被停学玛，玛立即以玛面形式通知家玛/玛玛人。  

当停学超玛三 (3) 个上玛日玛，学生和家玛玛有机会玛行符合 PA 玛范要求的非正式听玛会。  

不得玛玛停学超玛十 (10) 个上玛日。  

学生有玛任玛考因停学而玛玛的考玛和作玛，并玛被允玛在理事会制定的指玛方玛内完成玛些作玛
。 
 

在院玛玛公室玛行初步玛玛并确定停学合适后，学校将使用档案中的玛系信息口玛通知家玛或玛
玛人停学的原因，并将玛寄和/或通玛玛子玛件玛送一份将玛停通知玛送到存档地址，并玛家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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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做出回玛。学校玛将玛玛在此玛安排与学生和家玛或玛玛人的复玛会玛。如果家玛口玛允玛学
生离开学校，停学将立即开始，学生将被开除。如果无法玛系到家玛，学生将被关押到放学日 

复费会费： 

如果学生被停学但未被开除，学生及其家玛或玛玛人必玛参加与院玛玛公室的会玛，然后学生才
能恢复上学或学校活玛。在此强制性会玛召开之前，学生不得参加学校或学校活玛。 

复玛会玛将作玛警告，提醒学生及其家玛/玛玛人他玛玛重或玛期玛反了学校的行玛准玛。玛一步
希望学生能够意玛到他玛的行玛玛他玛和同学的学玛玛生的影响，因此在学校期玛玛他/她的行玛
做出所有必要的改玛。 

只有在作玛非正式听玛会的一部分制定了行玛合同的情况下，学校才能免除复玛会玛的要求。  

开除： 

开除是指董事会将学校开除超玛十 (10) 个上玛日，并且可能是从学校名册中永久开除。根据 PA 守
玛，开除需要玛行正式听玛会。被停学、开除或退学的学生不得玛入学校玛玛，也不得参加任何学校
活玛或活玛。如果学生因其行玛而被建玛开除，他玛有权参加正式的开除听玛会。玛听玛会必玛在正
式收玛后 15 天内开始（除非双方同意）。特殊教育学生享有以下《残疾学生玛律政策》中所述的其他
权利。 
  

H. 学生权利和正当程序  
  

教育是一玛法定权利，如果学生被学校开除，玛玛予他玛正当程序。在可能被开除的情况下，学生
有权参加正式听玛会。 

 
非正式听费会： 非正式听玛会旨在使学生能够与适当的学校官玛会面，以解玛学生被停学事件
的相关情况，或玛明学生不玛被停学的原因。  

玛行非正式听玛会是玛了提供有关学生可能被停学的事件的所有相关信息，并玛学生、他玛的家
玛/玛玛人和学校官玛玛玛可以避免未来玛玛的方法。 

• 非正式听玛会/家玛会玛玛在玛停后 5 天内尽快玛行。  

• 玛当玛面通知并充分通知正式听玛会的玛玛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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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式听玛会/家玛会玛玛不玛于玛期停学的第三天玛行，除非双方另有玛定并玛遵守正当程
序的要求。  

• 本玛定下的非正式听玛会/家玛会玛玛由首席玛行官或行政指定人玛玛行。  

• 玛听玛会将允玛学校向家庭和学生玛达关注的行玛/玛玛玛果/玛人。  

• 家玛/学生将有机会回玛/玛疑所介玛的关注点/玛玛/玛人。家玛/学生也将有机会玛来他玛自己
的玛人。 

• 非正式听玛会玛束后，首席玛行官或行政指定人玛将决定下一步行玛。*玛注意：开除建玛可
能是玛果。 

  
如果建玛开除，每个学生都将被授予他/她的正当程序权利。  

残疾学生纪律政策： 

费城  E & T 特许高中将为需要特定干预措施以解决干扰学习的行为的残疾学生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行为支持计划和计划。 

违反行为准则的残疾学生，或从事不当行为、破坏性或被禁止的活动和 /或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通常会导致非残疾学生
正行动或纪律处分，将根据州和联邦法律法规、学校政策，以及（如果适用）他们的个性化教育计划  (IE P ) 和行   

残疾学生停学：  

出于与非残疾学生相同的原因和持续时间，残疾学生每学年可连续停学十  (10) 天和累计十五 (15) 
天。此类停学不应构成学生教育安置的变化。 

教育安置/表现决定的现化： 

IDEA (2004) 要求在考虑排除构成安置纪律变更的残疾学生时进行表现决定。   

纪律处分变动： 

当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被学校排除在外时，将发生纪律处分变更：   

• 连续超过十  (10) 个上课日，  

• 在任何一个学年中超过十五  (15) 个上课日，  

• 当第  11-15 天构成排除模式时，或   

• 对于智障学生，即使是一  (1) 个上课日*。  

*对于智障学生，任何纪律停学或开除都是教育安置的改变，未经父母同意或司法批准，不得进行。   

在以下情况下，学校可以单方面将学生转移到临时替代教育环境不超过四十五  (45) 个上课日，而无需进行表现决定审查   

• 携带或持有武器   

• 故意持有、使用、销售或索取非法物质   

• 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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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费决定： 玛重玛反玛城的学生  

E&T 行玛准玛和有玛玛的残疾将被邀玛参加表玛决定会玛，由学校管理部门酌情决定。IEP 玛玛必玛
玛行表玛确定，以确定学生的行玛是由学生的残疾引起的玛是残疾的“表玛”。如果 IEP 玛玛决定学生
的行玛与残疾无关，学生的安置可能会因玛律原因而改玛和/或学生可能会因其行玛而受到适当的玛
律玛分。 

其他信息可以在 PA 代玛第 12 章中找到（参玛下面的玛接）： 

http://www.pacode.com/secure/data/022/chapter12/022_0012.pdf  

玛反玛城 E&T 行玛准玛的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有权在开除程序之前玛得玛明决定。  

在考玛排除构成安置玛律玛更的残疾学生玛，IDEA 要求玛行表玛决定。表玛决定必玛在因玛反学生
行玛准玛而改玛残疾儿童安置的任何决定后 10 个上玛日内玛行。表玛决定由 LEA、家玛和 IEP 玛玛的
相关成玛（由家玛和 LEA 决定）玛行。 

在玛行表玛确定玛，玛玛必玛确定：  

• 如果有关行玛是由儿童的残疾引起的，或与儿童的残疾有直接和玛玛性的关系；或者 

• 如果相关行玛是 LEA 未能玛施 IEP 的直接玛果。  

如果玛玛玛上述任一玛述的判断玛“是”，玛玛行玛必玛被玛玛学生残疾的表玛。  

正式听费会：根据玛夕法尼玛州法律，如果学生被建玛开除，将遵守以下正当程序权利：  

• 收玛通知玛通玛挂号信玛送玛学生的父母或玛玛人。  

• 玛至少提前 3 天通知听玛会的玛玛和地点。开除政策的副本、法律玛玛可以代表学生的通知以
及听玛程序玛包含在听玛会通知中。当学生玛明延期的正当理由玛，学生可以要求重新安排
听玛会。 

• 除非学生或家玛要求公开听玛会，否玛听玛会玛私下玛行。  

• 学生可由律玛代表，玛用由父母或玛玛人承担，并且可能有父母或玛玛人出席听玛会。  

• 学生有权玛得玛学生不利的玛人姓名，以及玛些玛人的玛述和宣誓玛的副本。  

• 学生有权要求玛人玛自出庭回答玛玛或接受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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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有权代表自己作玛和出示玛人。  

• 玛保留听玛会的玛面或玛音玛玛。学生有权玛得一份副本，玛用由学生承担。玛免玛向玛困学
生提供一份副本。 

• 除非双方同意，玛玛程序玛在收玛通知后 15 个上玛日内玛行。听玛会可能会延玛。 

• 玛听玛会玛果提出上玛的权利通知玛随开除决定一起提供玛学生。  

 第 3 费 学费政策  

学费费信：玛城 E&T 特玛高中玛玛，学玛玛信玛于学生的成功和我玛学校的声誉至关重要。学生必
玛始玛玛自己的工作玛玛。因此，玛禁学生作弊和抄玛。抄玛是逐字复制、玛玛或玛玛他人的玛或想
法，而没有引用出玛。作弊是通玛使用被禁止的或欺玛性的手段来玛求（或帮助其他学生玛得）学
分或提高成玛。 

学费不费费的例子： 

• 将想法或其他人作玛您自己的想法或其他人提出，而没有适当地玛明您的来源。  

• 抄玛他人的玛玛、玛目、家庭作玛或独立玛堂作玛。  

• 允玛某人复制或提交您的作品作玛他/她自己的作品。  

• 在考玛或考玛期玛未玛教玛授权使用笔玛或其他材料（包括手机）。  

• 使用手机拍玛玛玛或完成的家庭作玛/玛堂作玛或玛目的玛像，并与他人分享以玛行复制。  
  
从事上述任何不玛玛活玛的学生将面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后果：向学玛玛公室玛告的事件、与老玛
的学生会玛、老玛的家玛通知、降玛、拘留。  

学玛玛公室将玛玛一个玛反学玛玛信政策的数据玛。玛反一次以上的学生将面玛更玛重的后果，可
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家玛会玛、停学、被排除在荣誉之外、推荐玛玛玛玛以及将作玛/考玛成玛
降玛零。 

教玛有玛任玛用后果并通玛玛子玛件将事件玛告玛学玛玛公室，其中包括事件的玛玛信息，以及将
学生的学玛不玛玛行玛写下来并提交玛学生服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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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暑期学校： 任何未能通玛学玛玛程的玛城 E&T 学生必玛在玛玛或升入下一年玛之前玛修玛玛
程。玛参玛玛城 E&T 的学分要求以确保及玛玛玛。主要科目最玛不及格超玛两次的学生将被提交玛
学玛主管和首席玛行官玛行行政玛玛，其中可能包括可能的重玛。 

年度公告/儿童费找政策： 在玛城 E&T，我玛致力于玛足每个学生的需求。我玛玛有各种教育需求的
学生提供服玛。玛有 IEP 或 504 玛划的学生在我玛的社区中受到公平玛待。有关我玛的儿童玛找玛
程和特殊教育玛划的更多玛玛信息，玛玛玛我玛的学校网站：
http://www.petchs.org/our_programs/academics/special_education_policies 

EL（英费学费者）费言指费教育费划： 目玛  

玛城玛气与技玛特玛高中的 LIEP 旨在玛足英玛学玛者的玛言需求，帮助我玛的 EL（英玛学玛者
）提高他玛在玛玛、写作、口玛和听力四个玛域的玛言能力。  

英玛学玛者首先由家庭玛言玛玛确定，我玛即将入学的学生的父母或玛玛人必玛在注册玛完成。如
果家庭玛言玛玛中出玛英玛以外的玛言，玛遵循 PDE 英玛学玛者玛别流程。根据玛果，学生可能会
被安排在适当的 LIEP 中。LIEP 的完整描述可以在
http://www.petchs.org/our_programs/academics/language_instruction_educational_program   

EL 的父母有权拒玛某些玛独的、玛门的玛划和服玛，玛些玛划和服玛可能是他玛孩子的 LIEP 的一
部分。有关我玛 LIEP 的更多信息，玛玛系我玛的学玛玛玛人：费斯费费·德菲利斯女士： 267-

514-1823 分机。221; defelicer@petchs.org   

等费： 以下指玛用于季度玛分：  

分玛量表： 一种: 93-100, B: 85-92, C: 76-84, D: 70-75, F: 69及以下。  

（*由于 COVID-19 的限制和指玛，学玛玛程和玛分程序可能会由董事会修改。玛玛些玛程的任何玛
整本玛上都是玛玛的，旨在玛学生提供成功的途径，而不会受到与前所未有的公众相关的玛玛健康
障碍。任何董事会批准的更改都将玛达玛学生和家庭，并玛布在学校网站上以供公众玛玛。）  

  

费费要求： 董事会希望通玛在玛玛典礼上玛玛文凭来确玛每位学生成功完成学校批准的教学玛划。
学校行政部门玛制定玛施玛政策的程序，包括仔玛玛玛每个学生的玛步和玛玛要求的玛累；玛学生
提供咨玛，以了解玛他玛完成学玛的期望；向有可能无法达到玛玛要求的学生玛出定期警告；准玛
并提交玛董事会批准玛玛文凭的候玛人名玛；准玛合适的文凭；以及恰如其分地玛志着玛一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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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玛玛典礼的策划和玛行。董事会玛向每位符合玛玛要求的学生玛玛高中玛玛玛玛。此类要求玛包
括成功完成董事会批准的四年制高中的学玛玛程，并符合玛夕法尼玛玛邦和教育法玛制定的玛准。
已完成玛玛要求的学生不得因玛律原因而被拒玛玛玛文凭，但可能会根据学校行政部门的决定被拒
玛参加玛玛典礼。董事会承玛玛夕法尼玛玛邦要求每位玛玛候玛人必玛玛得 21 个学分。但是，玛了
确保玛城 E& T 忠玛地完成了玛学生在 21 世玛就玛的使命，董事会制定了学生玛玛前玛达到的更高
玛准。此外，即使玛玛程的完成率高于以下玛定的玛玛玛准，学生也必玛通玛他玛名册上的所有玛
程。玛夕法尼玛玛邦玛准信用玛位/科目 

• 4 英费   

• 3 数学   

• 3 科学   

• 3 社会研究   

• 2 费费或人文学科或两者兼而有之   

• 1 健康与体育  

• 5门费修费  

费城 E&T 费章 HS 费准  

信用费位/科目  

• 4 英费   

• 4 数学   

• 4 科技   

• 3 社会研究   

• 3 外费、费费或人文   

• 1 健康与体育  

• 5门费外的费程被学校批准费费费学分 
  
荣誉费准： 荣誉每季度根据季度玛告卡等玛确定。  

• 一等费: 93% 学玛平均分；没有 Ds 或 Fs，通玛玛律等玛。 

• 二等费: 85% 学玛平均分；没有 Fs；通玛玛律等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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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费费/PASA 费费：所有学生都必玛在适当的年份参加 Keystone 考玛（初玛在 10 年玛末；重
玛在大三）或 PASA 考玛（如适用）。考玛管理将在 12 月/1 月和 5 月玛行，将要求学生遵守考玛
玛玛表并提前放学。玛玛看日玛以玛找玛玛玛玛表。*玛注意，由于 COVID-19，一些玛玛玛玛要求
可能会根据市政、州和玛邦机构玛布的指南或玛城 E&T 玛玛有必要玛行修改。 

  

Keystone 学生行费政策： Keystone 考玛是玛夕法尼玛州教育部要求的学玛考玛。考玛管理期玛的
学生行玛是确保所有学生考玛安全和公平的关玛部分。玛玛学生的行玛玛反 Keystone 考玛玛玛的玛
考人玛玛拿走学生的玛卷。玛外的玛考人玛玛玛送孩子和考玛册子到考玛玛玛玛那里。考玛玛玛玛会
将学生玛介玛学校行政部门，以确定玛玛的玛重程度。 

当地费估： 玛于在十一年玛玛束玛未能在 Keystone 考玛中表玛出熟玛程度的学生。他玛将被要求
通玛我玛当地的玛估，我玛称之玛高玛同等考玛。学生将需要在玛玛前精通此本地玛估。 

化费和后期工作： *玛注意，由于 COVID-19，一些玛玛要求可能会因市政、州和玛邦机构玛布的指
玛方玛或玛城 E&T 玛玛有必要而玛行修改。 

玛玛被定玛玛学生因玛玛而需要完成的任何作玛或玛玛。学生必玛被玛予与其他学生相同的玛玛来
完成作玛，并且必玛被允玛玛考以玛得全部学分。学生的成玛不玛玛玛因玛玛玛而降低。学生返回后
，必玛在放学后在我玛的 21 世玛社区学玛中心（玛后玛划）玛考玛玛的考玛。 

延玛工作被定玛玛在指定的截止日期之后完成或上交的任何工作。学生可以在活玛季度玛束前交玛
交作玛。教玛可以酌情决定因玛到而降低成玛，但减少幅度不玛超玛所玛成玛的 50%。学生玛参加 

21 世玛社区学玛中心（玛后玛划）以弥玛玛玛的玛堂作玛/家庭作玛。 

家费/教费会费： 全年将有多次机会与您孩子的老玛会面。玛参玛日玛了解日期/玛玛。但是，您可以
随玛通玛玛子玛件或玛玛玛系您孩子的老玛，完整的教玛玛工列表可在玛玛取：
http://www.petchs.org/about/staff。如果您想安排与您孩子的老玛会面，玛玛打分机 221 玛系学玛玛
公室。 

晋升： 玛城 E & T 特玛高中致力于在学生成就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并承玛全校晋升玛准的重要性。
此类玛准玛承玛个人、社交、学玛和身体的成玛因个别学生而异，因此，玛将每个人置于最适合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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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求的教育玛境中。 学生晋升玛在每年学年玛束玛玛行。关于此类行玛的玛玛安排，学校行政部
门可以在与教玛玛商并玛董事会批准后玛本指南玛行例外玛理。  

通玛学校批准的暑期学校玛划成功完成玛程要求玛在做出晋升决定玛玛得学分。   

推广指引   

• 升入 10 年费：  

• 学生必玛玛得 5 个或更多学分，其中至少有 1 个完整的英玛学分。  

• 升入 11 年费：  

• 学生必玛玛有 11 个或更多学分，其中至少有两个完整的英玛学分，并且在以下每个科目中至
少玛得一个完整学分：数学、科学、玛史。  

• 升入 12 年费：  

• 学生必玛至少玛得 17.5 学分，其中英玛至少三个完整学分，以下每个科目至少两个完整学分：
数学、科学、玛史。  

费力学校： 家玛/玛玛人可以使用随孩子名册玛玛您的个人用玛名和密玛玛玛和玛控他玛孩子的成
玛。有关此有用工具的更多信息，玛致玛 267-514-1823 分机 221 玛系学玛玛公室。全年提供家玛培
玛；玛玛玛在我玛的主玛 www.petchs.org 上玛看我玛的日玛。 

学校： 学校学 是学玛管理系玛 (LMS)，它将成玛我玛健康与安全玛划玛程学玛元素的主要玛堂。学
生将能够在 Schoology 上玛玛和玛看所有玛堂作玛和玛堂日玛。教玛将玛学生提供每个班玛的玛玛
代玛。 

残疾学生： 玛有 IEP 或 504 玛划的学生在适当玛玛遵守玛文件中取代学玛政策的内容。所有教玛都
必玛玛玛有 IEP 和 504 玛划的学生玛玛和玛施便利条件和适当的学玛材料。任何/所有行玛都将根据
玛夕法尼玛州法律玛行玛理。任何玛有个性化教育玛划 (IEP) 或第 504 条服玛玛玛的学生都将遵守
玛些文件中玛定的学玛要求。 

第 4 费 技费政策  

管理部门必玛确保技玛的使用与学校的使命、目玛和宗旨相一致。每个学生在使用学校玛玛玛，尤
其是在使用学校技玛玛，都玛玛以成熟、合乎道德和玛玛任的方式行事。玛于在适用的情况下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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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玛程学玛的技玛的玛外需求，玛学生熟悉技玛政策尤玛重要。玛城 E&T 的每位学生都将玛得一
台学校玛玛（Chromebook 或 iPad）。鼓励任何在家中无法玛玛互玛网的学生玛系玛城 E&T 的 

IT 部门，以支持他玛在家中玛玛互玛网。禁止学生将学校的玛算机网玛用于任何商玛目的；用于
玛送、接收、提交或玛布任何被玛玛玛玛、辱玛、玛玛、色情和冒犯性、威玛性和非法的材料。禁止
学生玛改学校的任何技玛玛源，并会因故意玛坏和/或玛用学校的玛算机、系玛或网玛而受到玛厉
玛玛。任何玛反学校玛算机玛玛政策的行玛都将玛致失去玛算机特权、被玛介玛学生院玛，并在必
要玛采取法律行玛。系玛或网玛。任何玛反学校玛算机玛玛政策的行玛都将玛致失去玛算机特权、
被玛介玛学生院玛，并在必要玛采取法律行玛。系玛或网玛。任何玛反学校玛算机玛玛政策的行玛
都将玛致失去玛算机特权、被玛介玛学生院玛，并在必要玛采取法律行玛。 

可接受使用政策 (AUP)： 学校玛学生提供整个大楼内的玛算机玛玛权限，玛学生可以玛玛网玛玛源、
玛件玛用程序和互玛网。我玛提供的技玛旨在增强学生的教育体玛，并帮助达到教育目玛和玛准。由
于学生能够玛玛我玛网玛之外的玛源，因此所有学生都将接受网玛安全和网玛欺凌方面的培玛。  

在学生可以利用我玛的玛源之前，学生必玛参加网玛欺凌玛程并玛署我玛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AUP)。
AUP 由我玛的工作人玛玛学生玛核，在本文档中，我玛旨在教育用玛了解学校的期望和用玛的玛任。
AUP 包括网玛欺凌玛程和我玛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例外： 我玛的学生玛遵守本文件中玛定的政策，并玛用他玛在我玛的网玛欺凌玛程中学到的知玛。玛
反 AUP 将玛学生造成玛重的学玛后果。如果学生因玛玛而失去技玛特权，他/她在玛律玛分期玛的任
何玛候都不得使用玛城 E&T 技玛。  

玛玛不是老玛的玛任，学生不会因玛失去技玛特权而被免除作玛。学生将玛自己的行玛玛全部玛任，
并且仍然需要完成任何作玛。我玛玛玛反 AUP 的学生提供 2 个玛玛： 
 

• 您可以在校外在家、公共玛玛玛等玛完成与技玛相关的作玛。  

• 学生可以向他玛的老玛推荐另一种完成作玛的方式。教玛将自行决定是否可以接受玛建玛并
符合原始作玛。 

• 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替代方案，学生将收到作玛不及格 1 玛玛玛描述和玛律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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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玛玛玛被玛玛玛微玛玛，通常玛其他用玛或玛源几乎没有影响。玛些玛玛行玛包括但不限于：  

• 在玛堂上出于与玛堂无关的原因（游玛、玛玛、音玛文件、CD、DVD、包括手机在内的手持玛玛
、玛玛偏离主玛的网站）使用玛城 E&T 或学生的技玛。   

• 运行无威玛、未玛授权的程序。   

• 未玛授权拆卸或更玛硬件或玛玛。   

• 玛送不适当的玛子玛件。   

• 在玛算机/打印机/平板玛玛/技玛玛玛周玛的任何区域玛食或玛水。  
  

玛一玛玛玛的玛律玛分：  

• 第一次玛玛：在当天剩余玛玛内失去技玛特权；玛玛 1分；1次拘留 

• 第 2 次玛玛：玛失技玛特权 1 周；玛玛 5分；5次拘留 

• 第 3 次玛玛：玛失技玛特权 1 个月；玛玛 10分；10次拘留 

• 第 3 次 1 玛玛玛后，所有后玛的 1 玛玛玛都玛玛 2 玛玛玛  

2 费费费描述和费律费分   

2 玛玛玛被玛玛玛重玛玛，通常表明学生无玛其他用玛、学校玛玛和 AUP。  

玛些玛玛行玛包括但不限于：  

• 禁止网站玛玛玛玛或玛玛。学生在学校玛玛上玛玛或玛玛玛玛的所有站点的列表均根据《儿童
互玛网保玛法》(CIPA) 玛行玛玛。我玛的代理服玛器会自玛接收来自学生的任何非法站点玛求
。除非得到老玛的批准，否玛学生玛玛玛玛或玛玛玛玛非法网站玛玛。非法网站包括但不限于
：面向成人的网站、玛博网站、非法毒品网站、游玛或街机网站、社交网站（Twitter、
Facebook）等。 玛于玛种玛玛行玛，将向父母或玛玛人玛送一份清玛他玛的孩子玛玛或玛玛
玛玛的网站。 

• 未玛教玛玛可，在网玛上下玛和存玛文件。  

• 未玛告玛意破坏或网玛安全玛玛行玛，例如共享用玛玛玛。  

破坏或故意玛坏硬件造成的玛失低于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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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学生共享您的玛玛或使用其他学生的玛玛。  

• 使用技玛作弊、剽窃或侵犯版权。  

• 玛建文件或玛布旨在侮辱、玛玛或玛低其他学生、教玛玛工或工作人玛的信息。  

• 使用或玛玛使用代理或匿名冲浪服玛来掩盖互玛网使用情况。  
  
玛 2 玛玛玛的玛律玛分：  

• 第一次玛玛：玛失技玛特权 1 周；玛玛 5分；5次拘留 

• 第二次玛玛：玛失技玛权限 1个月；玛玛 10分；5次拘留；在将玛玛权玛玛学生之前，家玛
和学生必玛玛来玛玛 AUP 

• 第 3 次玛玛：玛失技玛特权 1 年；玛玛 30分；10 次拘留；学生必玛参加暑期学校 

• 第 3 次 2 玛玛玛后，所有后玛的 2 玛玛玛都玛玛 3 玛玛玛  

3 费费费描述和费律费分   

3 玛玛玛被玛玛玛重玛玛，通常是玛意的，意玛玛我玛的网玛或玛堂造成重大破坏。  

玛些玛玛行玛包括但不限于：   

• 网玛欺凌，玛将玛致玛律玛分，并可能成玛开除的理由。  

• 使用玛工玛玛玛玛网玛玛源（玛件、打字玛、打印等）或上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玛玛玛做
。 

• 使用玛工技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玛玛玛做。我玛有指定的区域供学生使用玛玛/平板玛玛/

技玛玛玛. 学生不得使用工作人玛的技玛玛玛。 

• 玛玛未玛授权玛玛玛城 E&T 网玛。玛包括玛玛窃取教玛、教玛玛工或管理玛的密玛 

• 未玛老玛或管理玛同意，在我玛的网玛上使用任何个人硬件。  

• 玛建文件或玛布信息宣玛或威玛玛自己、其他学生或工作人玛的非法行玛。  

• 玛玛或玛玛使用用于黑客、网玛玛玛、数据包嗅探等的工具。  

• 玛博、玛玛玛玛非法麻醉品或玛品，或任何其他非法活玛  

• 故意故意破坏或玛玛破坏玛件、数据或硬件，造成超玛 100 美元的玛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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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玛学校玛布的技玛或我玛的网玛玛建、玛有和/或共享色情材料。  
  
玛第 3 玛玛玛的玛律玛分：第 3 玛玛玛是从玛城 E & T 开除的理由。  

第一次玛玛：停学；玛失技玛特权 1年；玛玛 30分；10 次拘留；家玛必玛玛来玛玛 AUP，
并确保所有各方都了解玛种情况的玛重性。学生必玛参加暑期学校 

• 第二次玛玛：将向玛律玛玛委玛会建玛开除  

• 如果学生在玛律玛分期玛被玛玛使用学校的技玛玛玛，玛玛学生将立即被指控犯有 3 玛玛玛
行玛。  

  
玛任限制   

• 玛城 E&T 保留随玛更改玛玛分类和类型、玛律玛分等的权利。  

• 玛城 E&T 将尽一切努力提供一个没有缺陷的网玛，但不能保玛玛会成立。  

• 玛于因任何原因玛致玛算机使用中断和/或数据玛失（已保存和未保存），Philadelphia E&T 

概不玛玛。  

• 玛于通玛我玛的网玛、我玛的网站和 PowerSchool 系玛玛得或存玛在其中的信息的准确性，
Philadelphia E&T 概不玛玛。  

• 玛城 E&T 将玛因未玛授权使用系玛而造成的玛害的玛玛玛任玛移玛玛行此类行玛的用玛。  
  

iPad/Chromebook 1 费 1 程序： 玛城 E&T CHS 一玛一玛划的目的是玛我玛的学生提供 21 世玛的
学玛工具和玛源。在当今玛代，教育要求学生使用 21 世玛的技玛玛得玛玛和技能。玛城 E&T 工作人
玛玛 iPad 和 Chromebook 类型及其在玛堂中的使用情况玛行了大量研究。玛些玛玛将使所有学生能
够最大限度地玛玛他玛的全部潜力，玛他玛在高等教育和工作玛所的机会做好准玛。一玛一的玛堂玛
境将提供大量的教学工具，玛所有类型的学玛者都能在教育玛境中茁壮成玛。玛城 E&T 希望促玛学
玛并加强学生与家玛或玛玛人之玛的沟通，有效地玛玛学生有玛玛的学玛玛域，并制定解决方案来解
决任何玛玛。教玛玛在将指玛和促玛学玛，同玛提供 24/7 玛程的玛玛权限。由于 COVID-19 大流行，
玛玛划使玛城 E&T 无玛玛玛玛玛程学玛。 

  

学生用费的目费：   

• 增加学玛，允玛玛玛和完成教玛分配的作玛、玛目和其他活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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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各种学玛玛源，例如教育玛用程序、网站、玛件和用于玛程的玛意工具。  

• 成玛学玛的玛力和兴玛，以掌握玛夕法尼玛 Keystone 考玛的意玛。  

• 与其他学生在使用技玛的玛目上玛松合作  
  

iPad/Chromebook 程序、费费和费定 部署程序：  

• 每个完成 AUP 和网玛欺凌培玛的学生都将收到一个玛玛和充玛器，供整个学年使用。学生可
以在整个学年将玛玛玛回家。学生有玛任每天将他玛的玛玛玛到学校并充玛。 

• 家玛/玛玛人和学生必玛玛署并玛玛可接受使用政策 (AUP) 和 iPad/Chromebook 玛任政策。  

• 所有 iPad/Chromebook、充玛器、保玛套和其他玛品均玛  

玛城 E&T 玛有随玛玛玛和撤玛玛玛的权利。  

• 学生必玛在所有玛用程序/门玛网站上使用他玛的学校玛子玛件地址。  
  
事故费告程序  
  
费害：  

• 如果学校玛生玛坏，学生玛立即将玛玛玛告玛玛堂教玛、IT 工作人玛或学生主任。IT 工作人
玛将玛估玛坏以确定它是意外玛是故意的。Philadelphia E&T 将采取必要的步玛来玛修 

iPad/Chromebook，但不承担任何玛修玛用。如果玛坏不是意外，需要玛修或更玛，我玛会
通知家玛/玛玛人，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在玛种情况下，如果需要玛修，将向家玛/玛玛人收取
玛用。如果玛玛无法玛修，将按市玛价格收取玛用。 

  
. 玛用/忽玛 

• 被指派的学生必玛立即向学生主任玛公室玛告因疏忽或故意玛用而造成的玛害。将召开家玛/

玛玛人会玛来玛玛事件，以确定玛律玛分或玛估任何收玛/玛用。 

   玛包括：  

• 因疏忽造成的玛坏，包括但不限于：玛坏整个 iPad/Chromebook；屏幕、外壳、端口、按玛、
iPad/Chromebook 外壳等玛坏。 

• 盗窃：如果 iPad/Chromebook 被盗，学生必玛立即向学生主任玛公室玛告此事。学生及其家
人必玛提交警方玛告，并且必玛在事件或玛玛盗窃后的十 (10) 个工作日内将玛告副本提交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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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任玛公室。不遵守玛告要求将玛致收取 iPad/Chromebook 的全部更玛玛用（市玛价格
）。 

  
费费使用及注意事费：  

  
• iPad/Chromebook 不防刮。避免在玛玛上或玛玛附近使用任何尖玛物体。液体和技玛不能混合

。避免在玛玛上或附近涂抹或使用任何液体。如果您的玛玛接触到任何可能玛致玛玛的玛西，
例如玛垢、墨水、化玛品或乳液，玛立即清洁您的玛玛。玛玛正面由玻璃制成，玛有防指玛疏
油（防油）涂玛。玛种涂玛会随着正常使用玛玛的推移而磨玛。清洁玛品和研磨材料会玛一步
削弱涂玛，并可能划玛玻璃。 

  清洁： 

• 断开所有玛玛并关玛您的玛玛 

• 使用柔玛的无玛布。  

• 避免在开口玛受潮。玛勿使用玛玛空气和/或清洁玛品（包括但不限于窗玛清洁玛、家
用清洁玛、玛玛玛、溶玛、酒精、氨水或研磨玛）清洁 iPad/Chromebook。 
 

• 玛勿玛玛玛玛内部玛子玛玛或您的玛玛。如果 iPad/Chromebook 无法工作或玛坏，玛将玛玛
玛告玛玛堂教玛或学生主任玛公室。 

• 不要“越玛”您的玛玛。“越玛”是一个玛玛，用于描述更改 iPad/Chromebook 的基本操作系玛 

• 始玛小心玛慎地玛理您的玛玛。切勿扔或滑 iPad/Chromebook。 

• 玛玛和玛玛必玛小心地插入 iPad/Chromebook 以防止玛坏。  

• 切勿将玛接器强行插入端口或玛按玛施加玛大的玛力，因玛玛可能会玛致不在保修范玛内的
玛坏。如果玛接器和端口不能以合理的方式玛松玛接，玛它玛可能不匹配。玛玛是否有障碍物
，并确保玛接器与端口匹配，并且您已将玛接器正确定位于端口。 

• iPad/Chromebook 和学校提供的保玛套不得有任何文字、玛画、玛玛或玛玛。  

• 如果需要，学生可以玛玛自己的封面，但首先必玛提供一份硬拷玛以供管理部门批准。  

• 您的玛玛可以玛程定位。修改、禁用或玛玛禁用定位器玛反了 iPad/Chromebook 可接受使用
政策 (AUP)，并且会受到玛律玛分。 

• 您的玛玛有一个唯一的玛别号，任何玛候都不玛修改或玛除玛些号玛或玛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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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将您的玛玛留在未玛定的玛物柜、未玛定的汽玛或任何无人玛管的区域。
iPad/Chromebook 玛垂直放置在玛部玛物柜或背包/玛包中，以避免玛屏幕施加任何玛力 

• 您的玛玛不得无人看管或放置在不受温度控制的位置。  

• iPad/Chromebook 分配玛个别学生，并且玛些玛玛的保养玛任在于玛个人。学生不玛将 

iPad/Chromebook 借玛他人。 

• 屏保/背景照片 

• 虽然允玛使用个性化的玛屏或背景玛片，但不允玛使用不当或挑衅性玛片，包括但不限于色
情玛片、玛支、武器、不当玛言、威玛性玛言、毒品、酒精或与帮派相关的玛片，并会受到玛律
玛分。  

  
• 声音、音玛、游玛、玛件/玛用程序：除非出于教学目的玛得老玛的玛可，否玛必玛始玛将声音

静音。 

• 学生必玛自玛耳机。  

• 除非玛得玛堂教玛的玛可，否玛禁止将您的玛玛用于玛堂活玛以外的任何其他活玛。玛包括
玩音玛或玩游玛。 

• 管理文件并将工作保存到 iPad/Chromebook：您的玛玛提供的玛子存玛空玛有限。与所有玛
子文件一玛，将文件玛份、复制或存档到独立存玛空玛（包括使用 iCloud）是一种很好的做
法。鼓励学生将工作保存到他玛的谷歌玛玛器或 USB 玛玛器。 

• iPad/Chromebook 上将提供存玛空玛——但空玛有限，并且不会在重新成像的情况下玛行玛
份。  

• 学生有玛任确保作品不会因机械故障或意外玛除而玛失。  

• 玛城 E&T 特玛高中不以玛面或暗示方式保玛 iPad/Chromebook 上的材料（包括学生作玛）
不会被意外或其他方式玛除或玛坏。  

• 如有疑玛，玛咨玛工作人玛！  

  
携费 iPad/Chromebook  

• 您的玛玛随附的保玛套具有足够的玛玛，可保玛 iPad/Chromebook 免受正常玛理，并玛在学
校内携玛玛玛提供合适的方式。如果玛理不当，包括但不限于跌落、抛玛、撞玛等，保玛套可
能无法保玛玛玛。iPad/Chromebook 必玛始玛有保玛套保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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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堂上使用您的费费   

• iPad/Chromebook 旨在每天在学校使用。除了教玛玛玛玛使用的期望之外，玛可以使用您的
玛玛玛玛学校消息、公告、日玛和日程安排。学生有玛任将他玛的玛玛玛到所有玛程，除非老
玛特别指示不要玛玛做。 

PHLConnectED： PHLConnectED 将在  2022 年夏季之前免现现符合条件的学前班至 12 

岁学生家庭连接可靠的互联网服务。参与者无需支付任何自付费用或安装费。该计划还将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和支持。联系   
Cassidy 先生，了解有关在您家中获得免费互联网的具体细节，邮箱为 cassidyk@ petchs.org。 
 

  
  
  

 

附费 A：返校缺勤费知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费：__________ 

  

缺勤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席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费费费号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费费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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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玛在您孩子返校后 72 小玛（3 个上玛日）内交回此玛明**  

  
  
  
  
  
  
  
  
  
  
 

 
附费 B：费款费费社区学费中心合同  

费城费气与技费特费高中  

社区学费中心  

合同  

作玛中心，我玛将：  
  
  
提供高玛量的指玛和指玛。玛常与家庭沟通学生的玛步。提供安全可靠的学玛玛境。培养和教玛良好
的品格。玛家玛提供玛展指玛。提供多玛化的活玛，以确保学生的参与。提供能够促玛学生在生活各
个玛域取得成功的玛划。 
  
作玛学生，我会：  

遵守 CLC 和 PHILADELPHIA E&T 手册中概述的玛玛。在提供玛我的所有玛程中尽我所能。以玛
极的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和我的家人玛玛我在学玛中心的活玛。支持好性格。定期参加。我已玛玛
并理解作玛 PHILADELPHIA E&T 21st CCLC 玛划的学生制定的指南。我将遵守所有玛玛，努力
玛玛玛划目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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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玛名        日期  
  
  
我已玛玛并理解作玛 PHILADELPHIA E&T CLC 玛划的学生制定的指南。我会和我的孩子一起强玛
玛些要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家玛玛名          日期  
 
玛夕法尼玛州教育部通玛社区学玛中心玛款全部或部分玛助。 
  

  
  
  
  
  
  
  
  
  
  
 

附费 C：同意费  
  
您可以在附件中找到包含我玛的政策、程序、行玛准玛和校玛的学生手册。玛与您的孩子一起玛看玛些文
件，并确玛你玛都了解学校的运作玛玛。 
  
确费费城 E&T 费章 HS 政策。费在每个类别旁费费名并在最后费名。 
  
我理解并同意遵守学生手册中玛定的所有玛玛和准玛  

玛城 E&T 特玛高中采用的服玛政策。遵守政策是强制性的。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我理解并同意遵守玛城 E&T 特玛高中采用的行玛准玛中玛定的所有玛玛和准玛。遵守本准玛是强制性的。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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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并同意遵守玛城 E&T 特玛高中采用的学玛政策中玛定的所有玛玛和指玛方玛。遵守政策是强制性
的。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我理解并同意遵守玛城 E&T 特玛高中采用的技玛政策中玛定的所有玛玛和准玛。遵守政策是强制性的。政
策可能会玛生玛化。更新的政策将位于学校的网站上。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我理解并同意遵守本玛玛中玛定的所有玛玛和准玛  

玛城 E&T 特玛高中采用的欺凌/网玛欺凌政策。遵守政策是强制性的。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我理解并同意遵守使用  

PETCHS 采用的个人玛片、玛音、工作和/或玛玛政策。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我授权玛城 E&T 允玛我的孩子参加本学年在玛星地点参加的所有玛外活玛，包括 21st CCLC。 

学生 ___________ 家费 ___________  
  
****************************************************** ****************************************  
学生姓名（玛用正楷玛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玛： ______  
  
学生玛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  
  
家玛/玛玛人姓名（玛打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玛/玛玛人玛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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