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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sdale 高中的使命是让所有学生发挥出他们的最大学术和个人潜能。 
作为由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组成的一个教育社区，我们承诺以下列 几项作为基础，一起来分担这项使命的责任： 

 
公平 
● 强有力的核心课程和高标准 
● 差异化学习 
● 协作和持续职业发展 
● 理解、尊重和欣赏多样性 
● 为所有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满足 他们的个人和学业需求 

 
个性化 
● 社区/家长联系 
● 社区意识 
● 正直、诚实、有责任感 
● 辅导 

 
严格 
● 共同的核心州立标准 
● Hillsdale 的毕业生能力：沟通、阅读、思考、尊重自己、您的社区和您的世界、理解和应用知识 
● 真实学习（例如，基于项目的学习、展示、作品分享、掌握证明） 

 
共同决策 
● 民主结构 
● 分布式领导 
● 建立共识 
● 自主 

该使命声明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 Hillsdale 现在的样子，而且能够看到她将来的样子。 

HILLSDALE 使命声明 
 



2 

 
HILLSDALE 必备手册 

2019-2020 
   标题            页码    
 
HILLSDALE 高中资料       

● HHS 使命声明   ……………………………………………………… 1 
● 目录 …………………………………………………………………… 2 
● 来自管理层的一封信 ………………………………………………… 3 
● 重要电话号码 ………………………………………………………… 4 
● HHS“需要返回的文件”清单 ……………………………………… 6 
● “欢迎 2019-20 届新生”开学资料 ………………………………… 7 
● 指导方案和咨询服务………………………………………………… 8 
● 其他学校服务 …………………………………………………… 10 
● 停车…………………………………………………………………… 11 
● 学生行为标准………………………………………………………… 12 
● 整体校园环境 …………………………………………………… 14 
● 考勤 …………………………………………………………………… 16 
● SMUHSD 干预  ……………………………………………………… 17 
● 体育教育 ……………………………………………………………… 20 
● 卫生教育 ………………………………………………………………    20 
● 在线工具（Aeries 和 Canvas）  …………………………………… 21 
● 暑假阅读清单 ………………………………………………………… 21 
● 口译和笔译服务 ……………………………………………………… 25 

 
校园地图、作息时间表和日历 …………………………………………… 小册子最后 3 页 
 
 
 



3 

 
来自 Hillsdale 管理层的一封信 

 
 
 
 

2019 年 7 月 1 日 
 
亲爱的 Hillsdale 家长， 
 
15 年来，Hillsdale 高中一直都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小社群 (SLC) 式的教育体验，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教育体验。自从实施 SLC 以来，AP 和高级学术课的上课学

生人数不只翻了一番，并且从四年制大学毕业的学生比例也在过去两年里增加了 72%。去年毕业班的学生现在已经做好准备，正要赶赴国内最严格的大学，在那里继续

深造，同时我们热烈欢迎新一批的家庭来到我们学校。 
 
Hillsdale 的教学模式已得到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和科罗拉多大学“机会学院”认可，是一所模范高中。SLC 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下列众多好处： 
 

● 减少了 9 年级和 10 年级的班级人数 
● 老师个性化教学/指导员在整个四年期间为学生提供指导 
● 健康中心帮助满足学生和家长的社会情感需求 
● 严格的综合课程，包括每个年级全面的作品分享项目，以及 12 年级的论文答辩 
● 与当地社区大学合作，在 Hillsdale 校园开设课程 

 
由于结构独特，因此我们目前的示范 SLC 模式需要比传统学校具有更多的职员。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又一次准备提高必要的资金投入，从而可以继续发展我们严格而

又个性化的 SLC 模式，并为必要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 
 
为此，我们请大家，即 Hillsdale 高中的家长和家庭社群，通过家庭合作计划 (FPP) 项目向基金会捐款，从而缩小资金缺口。  请查看信息包中的信息和表格进行参与。

尽管要求大家捐款，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需要每个家庭力所能及地支持孩子的教育。 
 
管理层借此机会感谢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过去 10 年来的无私支持。没有你们，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感谢大家对 Hillsdale 的支持！此致， 
 
Jeff Gilbert   Ashley Milton    Adrian Kirk   Brett Steve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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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话号码 
 
职位             姓名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行政助理  Lucy White   558-2601  lwhite@smuhsd.org   
 
体育指导员  James Madison  558-2681  jmadison@smuhsd.org  
 
考勤办公室  Dawnette Tello   558-2608 & 09  hhsattendance@smuhsd.org 

dtello@smuhsd.org   
 
校园安全专家 Oscar Gonzalez  558-2699   ogonzalez@smuhsd.org  
 
大学和财务助理 Laura Burtness   558-2613  lburtness@smuhsd.org 
 
活动主任  Sabrina Braccini  558-2623  sbraccini@smuhsd.org  
 
课外活动主任  Ed Canda    558-2614  ecanda@smuhsd.org 
 

  EL 协调员  Ana Rubio-Mascaraque 558-2639 armascaraque@smuhsd.org 
 

英语学习辅导员 Ed Canda   558-2614  ecanda@smuhsd.org  
 
（学校）财务助理 Nicole Donegan  558-2620   ndonegan@smuhsd.org   
   
佛罗伦萨辅导员 Janice Kelly   558-2612  jkelly@smuhsd.org 
 
佛罗伦萨负责人 Ashley Milton    558-2602  amilton@smuhsd.org  
 
指导秘书  Shelly Kirk    558-2605  skirk@smuhsd.org   
 
卫生处  Sheryl Taylor   558-2622  staylor@smuhsd.org  

mailto:lwhite@smuhsd.org
mailto:jmadison@smuhsd.org
mailto:hhsattendance@smuhsd.org
mailto:dtello@smuhsd.org
mailto:ogonzalez@smuhsd.org
mailto:lburtness@smuhsd.org
mailto:sbraccini@smuhsd.org
mailto:ecanda@smuhsd.org
mailto:armascaraque@smuhsd.org
mailto:ecanda@smuhsd.org
mailto:ndonegan@smuhsd.org
mailto:jkelly@smuhsd.org
mailto:amilton@smuhsd.org
mailto:skirk@smuhsd.org
mailto:jmadison@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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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辅导员  Jenny Rienzo  558-2611  jrienzo@smuhsd.org  
 
京都负责人  Adrian Kirk  558-2603  akirk@smuhsd.org     
 
图书馆媒体技术员 Harjinder Dutta  558-3660  hdutta@smuhsd.org  
 
瓦哈卡辅导员  Jessi Havel  558-2610  jhavel@smuhsd.org  
 
马拉喀什负责人 Jeff Gilbert  558-2600  jgilbert@smuhsd.org   
 
马拉喀什辅导员 Ed Canda  558-2614  ecanda@smuhsd.org 
 
瓦哈卡负责人  Ashley Milton  558-2602  amilton@smuhsd.org 
 
家长参与协调员  Vilma Olivera  558-2677  volivera@smuhsd.org 
 
工厂厂长  Giuseppe Bregoli 558-2625  gbregoli@smuhsd.org  
 
心理医生  待定   558-2640   
 
驻校治疗师  Alexis Becerra  558-2676  abecerra@smushd.org 
 
驻校治疗师  Sarah Pizer-Bush 558-2615  spizerbush@smuhsd.org 
 
驻校治疗师  Seth Wright  558-2629  swright@smuhsd.org 
 
学生数据分析师 Kelly Scibetta  558-2619  kscibetta@smuhsd.org  
 
 
  

mailto:jrienzo@smuhsd.org
mailto:akirk@smuhsd.org
mailto:hdutta@smuhsd.org
mailto:jhavel@smuhsd.org
mailto:jgilbert@smuhsd.org
mailto:ecanda@smuhsd.org
mailto:amilton@smuhsd.org
about:blank
mailto:gbergola@smuhsd.org
mailto:abecerra@smushd.org
mailto:spizerbush@smuhsd.org
mailto:swright@smuhsd.org
mailto:kscibetta@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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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LLSDALE 和 SMUHSD 2019-2020 学年“需要返回的文件”包 
 
SMUHSD 学生调查数据确认文件和注册文件已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和 2019 年 7 月 15 日寄出。  这些文件应该于 2019 年 8 月 2 日
通过 Aeries 门户以电子方式填写完成，地址为： http://www.smuhsd.org/data-confirmation。  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 SMUHSD 学生服务

办公室（地址为 650 N. Delaware Ave., San Mateo）、拨打 (650) 558-2251 致电学生服务办公室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nrollment@smuhsd.org 获取指导。 
 
下面列出的 Hillsdale 高中表格和材料可以在开学第一天，即 8 月 15 日（星期三）或之后返回给指导员。  每一份文件都应该填写完整并署

上姓名。  （即将步入 9 年级的新生以及所有其他新 Hillsdale 家庭也可以在以下日期返回文件：迷宫日上午 9:30 - 中午 12:30，新生介绍

会：下午 6:30-8:30，8 月 8 日星期四。） 
 

 ______2019-2020 Foundation, PTSO & Boosters Donation Form 
 
 ______HHS Athletics Booster Sports Participation Form 
 
 ______Hillsdale High School PTSO Volunteer Form 
 
 ______Hillsdale High School Career Discovery Program & HHSF Volunteer Form 

 
 ______Hillsdale High School Dance Policy (Student / Parent Contracts) 

 
 ______Yearbook, PAL Sticker  

 
  

http://www.smuhsd.org/data-confirmation
mailto:enrollment@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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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2019-2020 学年！ 
 
我们满怀期待地进入激动人心的新学年。  我们认真准备了以下信息，希望能够帮助您适应 Hillsdale 的高中生活，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您在 Hillsdale 
取得的成绩与您在学业上投入的时间和努力成正比。  除了 Hillsdale 的学业，我们还鼓励您多多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联谊和课外活动。 
 
您的老师和辅导员将为您提供可能需要的任何帮助。  请查看接下来几页上列出的服务信息和时间表。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拨打 558-2699 或访问 
www.smuhsd.org/hillsdalehigh。我们的职员将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夏季报名登记 辅导员将在 8 月 5 日这一周帮助新生报到。请查看我们的网站了解最新事件。 
 
新生介绍会 该介绍会，即迷宫日面向新加入的各年级 Hillsdale 新生，将于 2019 年 8 月 8 日星期四举行。  我们欢迎并鼓励所有新生

参加介绍会。 
 
第一天上课   2019 年 8 月 14 日星期三（第 1 - 7 节课）上午 7:45 – 下午 3:15 
 所有学生都应该在星期三早上 7:45 向自己的指导员报到，接收自己的课程表和其他重要信息。  整个校园内都张贴着指导员名

单和他们所在地点。  如果有学生没有收到课程表，或在其在校日有课时没有安排，则应该仅在该课时内向辅导员

办公室报告。  可以在放学后预约辅导员处理其他要求。 
 
The Shield HHS 年鉴，The Shield；可于开学前购买。  单独的“需要返回的文件”包提供“HHS 年鉴，The Shield”的在线订购信息。  

现在可以按照最低价格 85 美元购买年鉴，九月底之后价格将会大幅上涨。 
 
PAL（折扣计划）贴纸 单独的“需要返回的文件”包中包含一份半岛体育联盟 (PAL) 贴纸订购单。请注意，除季后赛以外，Hillsdale 和所有 SMUHSD 

学校均不会收取任何有关足球或篮球比赛的费用。  P.A.L. 贴纸可以享受学校赛事、活动和由 Armory 生产的印有文字的衣服的

折扣价格。 
  

照片和学生证 最高年级肖像日：  8 月 16 日星期五、8 月 17 日星期六和 8 月 18 日星期日（需预约），在 HHS 校园。  Still Light Studios 
工作室 (www.stilllightstudios.com) 的摄影师将就详细信息联系学生/家庭。   
 
我们将于 2019 年 8 月 8 日为 9 至 11 年级的所有学生拍摄一年一度的学校照。  新生和新学生将在“迷宫日”拍摄自己的照

片。  指导员将下发学生证。  高二的学生将于 8 月 16 日在体育课期间拍摄学校照。  将于 2019 年 9 月 3 日补拍照片和学生

证。  将在秋季学期期间公布所有其他的补拍和重拍事项。  将向每名学生收取 5 美元以更换学生证。 
 

http://www.stilllightstudi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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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医疗弃权 如果学生因为任何可证实的医学理由而无法上体育课，必须在健康档案办公室留存一份医生证明。请在学年开始前获得此类文

件，以便我们进行合适的课程调整。 
 
免疫 1986 年生效的立法规定，强制严格遵守免疫法。  加利福尼亚州不允许“宽限期”，我们有义务拒绝不遵守规定的学生入学。  这

主要适用于新入学的 9 年级学生以及初次来到本校/本社区/美国的其他学生。  如果现有的返校学生在免疫记录上存在问题，那么

他们会在夏季期间将收到通知。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卫生处。（Sheryl Taylor，558-2622） 
 
重要日期和事件  请参考手册结尾处的学年日历。  另外，请访问 Hillsdale 网站了解学校和活动日历的最新信息，因为全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指导方案和咨询服务 
 
辅导员的任务   
辅导员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发挥他们的最大能力。  如果您想和辅导员谈谈，辅导中心可提供预约申请表格。  我们也鼓励家长咨询学生辅导员并配合他们工作。  
学生分配如下所列： 

● 佛罗伦萨宿舍 - Janice Kelly 女士 
● 京都宿舍 - Jenny Rienzo 女士 
● 瓦哈卡宿舍 - Jessi Havel 女士 
● 马拉喀什宿舍 – Ed Canda 先生 
● 英语能力拓展 (ELD) – Ed Canda 先生 

 
在 11 年级和 12 年级搬入库斯科、雅加达和廷巴克图宿舍后，所有辅导员将继续为原有学生提供服务。 
 
进度报告 
进度报告卡每六周发一次，按照档案中的地址直接邮寄到家长那里。  在第三份（秋季学期末）和第六份（春季学期末）报告中会包含已经得到的学分数和累积

学期成绩（不是每六周的平均成绩）。  学期信息将成为学生成绩单的一部分，并且会永久记录。  如果希望更频繁地进行监视，我们建议学生和家庭使用学校

的在线工具。   

https://www.smuhsd.org/hillsdale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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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体系  
以下成绩获得 5 个学分（咨询 2.5）： 以下成绩获得 0 个学分*： 

A - 成绩优异 F - 不及格/成绩不符合要求 

B - 成绩良好 FNA - 因为不出勤（缺勤）而不及格 

C - 成绩符合要求 NM - 无分数 

D - 最低成绩* IF – 未完成/未能完成要求的学业** 

P - 通过 DF - 放弃/不及格*** 
*不满足大学预科要求  **如果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导致缺勤而造成未完成学业，将给予成绩“I”（未完成）。  学业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否则成绩将被评为“IF”。  ***成绩符号“DF”表示放弃了某一门功

课，该课程的最终成绩为“F”，此最终成绩将显示在成绩单和 GPA 中。   
 
家庭作业政策 
Hillsdale 高中执行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的家庭作业政策。  有关此政策的行政法规可在 SMUHSD Homework Policy AR 或学区网站的教育政策委员会下

找到。 
 
课程表变更/退出课程 
学生和家长必须与辅导员见面才能做出任何课程表变更。  所有课程变化都需要得到老师和辅导员的批准。  在发出正式变更表之前，学生必须参加已经分配的所有

课程。  放弃某一门功课而不被惩罚的截止日期为第一次收到六周报告卡。在 12 周评分期后，绝对不能做出任何改变。所有 AP 课程以及在 Hillsdale 校园讲授的

社区大学课程需要签署 AP 合同才能登记参加。  如果学生在 6 周后放弃某一门功课，那么他/她的成绩单上将留下“放弃/不及格”成绩。 （请参见上面的进度报

告。） 
 
成绩单 
在申请大学和/或奖学金时，学生将会发现必须要求提供高中时期的成绩单。  所有成绩单请求均应提交至辅导员办公室的学生数据分析员。  现有学生的前十 
(10) 份成绩单免费提供。  超过十份后，每份成绩单 5 美元，且可能会增加。 
 
毕业要求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的学生必须圆满完成学业，必修课至少获得 180 个学分，另外在选修课上需要修满 40 个学分，总计获得 220 个学分才能获得高中

文凭*。  每个学期，每通过一门课程可获得 5 个学分。  每个学期，咨询可获得 2.5 个学分。  为了获得 Hillsdale 高中文凭，12 年级的学生还必须通过他们的

离校考试 Exit Portfolio Defenses 和 Capstones。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zUiECddiYAPgJyEb6ZHoHSv-ta5Ry5n/view?usp=sharing
https://www.smuhsd.org/domain/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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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毕业典礼 
学生只有在修满要求的所有学分、课程和学业后才能参加 HHS 毕业典礼。  如果学生未修满学分，或毕业典礼前之前未通过 Exit Portfolio Defenses & 
Capstones，则无法参加 HHS 毕业典礼，但是，如果在毕业后的夏季获得通过，在得到主管或指定人员的同意后可以允许学生参加毕业典礼。学生还可能会因

为行为不当受到纪律处分而无法参加毕业典礼。  
 
运动和学术资格 
为了能够参加学校的运动、合作课程和课外活动，学生必须已经获得至少 25 个学分（5 门课程），在上一个评分期内获得 2.0 或更好的平均成绩且不得超过一

个“F”，并且出勤记录良好。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面的“考勤”部分。）  另外，运动员必须有最新的许可证和紧急信息卡片才能参加学校主办的

任何运动。 
 
就业/工作许可 
州法律要求，不满 18 岁的所有学生在以下所有就业情况下均可工作：  放学后、晚上、周末和/或假期。  可以从大学和职业指导中心的职员那里申请工作许可

证。  必须在“雇佣未成年人意向声明”上签名，并且返回时必须附带年龄证明以及父母和雇主的签名。  为了确保获得工作许可，学生的 GPA 分数必须达到 
2.0 或更高分，且出勤状况良好。  工作机会和信息张贴在大学和职业指导中心的公告栏上以及 Hillsdale 网站上。 
 
大学和职业指导中心 
本中心旨在帮助学生获得大学入学要求、大学学习课程、助学金、实习和就业机会的相关信息。  这些信息会持续更新，用于帮助学生规划自己的未来教育和职

业。  如果希望调查大学、职业兴趣或就业选择的相关信息，学生可以前往职业指导中心了解更多信息或预约前往。  我们欢迎您访问我们的网站，转至 
Counseling & Career Center（咨询与职业指导中心）链接。 
 
其他学校服务 
 
储物柜 
学校的所有储物柜均属于学校的财产，配备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便于储存上学所必需的物品。  每一名学生都会得到一个储物柜，供其在 Hillsdale 的四年期间使

用。  储物柜应始终保持整洁。  如果在其中丢失学校书籍，学生需自己承担经济责任。  体育储物柜在每个学期开始时由体育部发放。  具体使用指南将在体育

课上进行阐述。 
 
学校发放的专用密码锁系在进入 Hillsdale 时租借给学生。  不允许在学校储物柜上使用其他锁。  在学生离开 Hillsdale 时，他/她必须归还密码锁，否则将收取 10 美
元的费用。  我们不鼓励学生与其他学生分享自己的储物柜或密码，也不要使用储物柜存放贵重物品。  这些储物柜用于存放书籍；对于放在储物柜中的个人物品的

安全，学校概不负责。  学校的所有储物柜均属于学校的财产，可能会不经警告随时进行搜查。 

https://www.smuhsd.org/domain/1161
https://www.smuhsd.org/domain/1161
https://www.smuhsd.org/site/handlers/filedownload.ashx?moduleinstanceid=15810&dataid=26179&FileName=SMUHSD%20Athletic%20Manual%20-%202018-19%20-%20FINAL.pdf
http://hhscollegeandcareercenter.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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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对所有学生开放并供其使用，学生可在不上课时间使用，开放时间为早上 7:45 到大约下午 3:30。  在上课期间，老师可以将学生派往图书馆，前提是图

书馆工作人员已经向他们预先发放通行证。  学生在使用图书馆时，需遵守已经发布的所有政策和流程。 
 
教科书 
在每个学期，都会将所有必修课程的教科书借给学生使用。学生应该在书签（在封面内）上写下他/她的姓名和年级，以防书本丢失或忘记放到哪里。  教科书应

包上书皮并保持干净。  发放后，学生应对书本、图书馆/学校设备的丢失、损坏、写入内容或异常磨损负经济责任。计数器也可以借出。 
 
学生的访客 
学生访客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作为 Hillsdale 高中在校学生的客人来访。  来访的学生必须提供居住在距离 Hillsdale 100 英里或以上处的证明。  必须与学校管理

人员以及接待学生的老师和家长在访问日之前的至少 24 小时做出安排。  可以到主办公室领取申请表。 
 
学生证/学生社团卡/PAL 贴纸 
在拍照之后，在每个秋天发放学生证。  学生需要随身携带学生证。  学生证不仅可以向教职员工证明自己的学生身份，而且可以快速识别参加校外项目的学

生。  学生证背面的条形码也让学生证变成了一张借书证。  如果没有这张卡，学生将不能借出图书馆的任何书籍或教科书。  如果此卡丢失，学生可以到卫生处

购买替补卡，费用为 5 美元。 
 
学生社团卡是附有半岛体育联盟 (PAL) 贴纸/标识的一张学生证。  可通过填写小册子“需要返回的文件”部分中的 PAL 订单来购买 PAL 贴纸。  使用贴纸可节

省大量费用，因为该贴纸可降低所有 Hillsdale 活动、学校舞会、各种学校活动和年鉴的价格。  销售 PAL 贴纸的收入可以帮助资助 Hillsdale 的体育和学生政府

活动项目。 
 
停车 
汽车 

● 如果学生需要开车来学校，必须到主办公室登记自己的汽车。  HHS 要求捐赠 5 美元以弥补费用。 
● 将车停在学校停车场的学生可以在上课日期间去往他们停在校园的车内，但前提时他们已事先得到职员的书面或口头批准。  不允许以任何其他方式去往车

内，这样做可能会受到留校和/或内部停学处理。  
● 学生将车停到学校后，在学生计划离开时间之前将不允许移动该车。  移动车辆即被认为离开校园，将导致受到纪律处罚。  累犯将失去在学校停车的权

利。   
● 学生司机需要将车停在校园内。  如果将车停在街道上，请不要停在住宅前面、私家车道或草坪上。  请注意，在上课日，无法去停在校外的车辆取放东

西。   
● 建议学生将车停在 The Alameda、Del Monte 街或 31 大街的车位上。南停车场不向学生开放 
● 每天的 3:30 以前，南停车场保留给教师、职员和学校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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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在校外的车辆在上课日期间不能前往看望。  如果在上课日离开校园去看车，学生将会受到内部停学。 
 
开车到学校是一项特权，如果违反了以上规则，那么将失去这项权利。 
 
自行车/滑板车/滑板 
自行车/滑板车可以用链条锁到校园提供的架子上。  滑板应存放在校园里架子上的储物柜中。  在任何时间均不得在校内骑自行车和滑滑板。  不遵守这些规则

将导致物品被没收。  被没收的物品只退还给父母或监护人。 
 
停车许可证 
所有学生和教员都必须到主办公室登记自己的车辆，拿到允许停车的贴纸才能在校园内停车。  有许可证的职员可以将车停入校园内的任何车位。  学生可以将

车停到 Del Monte 街、31 大街或 Alameda de las Pulgas 停车场。 
 
学生行为规范 
 
最高安全政策 
按照好学校就是安全学校的理念，本学区无一例外地实施了最高安全政策。  这意味着，如果任何学生袭击另一名学生和/或造成严重伤害（不管初衷如何）、

携带被认为是武器的器械、将任何尺寸的刀具带到学校或者提供或销售毒品，都将被建议开除。  [武器定义为可用于伤害其他人或者会造成这个人认为他/她会
以某种方式受到伤害的任何物品。  任何仿真或复制品也包含在枪类中（例如玩具手枪、弹丸枪、加压气枪、发令枪或彩弹枪）。  不管枪是否上膛，也不管它

能不能开火，都没有区别。  另外，每一把刀具，不管尺寸如何，都被视为是武器，包括任何小折刀、袖珍折刀、瑞士军刀或其他实用刀。] 
 
不歧视 
不管任何项目或服务，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不歧视任何人。  尤其，该学区禁止根据种族、肤色、民族或种族出身、年龄、性别、宗教、性取向、婚姻状

况或者身体或精神残疾做出歧视。 
 
相互尊重政策  
维护高质量的教育环境需要制定规则、程序并产生影响。  我们的规则基于学生和职员对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他们的隐私的权利以及他们富有

成效地参与教育和活动项目的权利。   
 
学生应该： 

1. 按时上学，带上适当的材料准时上课。 
2. 以有利于积极教学环境的方式行事。 
3.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财产。 
4. 尊敬待人、有礼貌并且能够和学校的职员和学生友好地展开合作。 
5. 为 Hillsdale 高中的外表和声誉感到自豪，并努力地维护其积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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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扰、威胁或恐吓，包括网络欺凌 
针对学生或学生群体的任何行为，如果通过创建一个令人生畏或敌意教育环境而足够严重或普遍到产生实际和合理预期的效果：严重影响功课、造成实质性的

障碍以及侵犯学生或学生群体的权利，那么将受到调查。  骚扰可能采用非语言、口头或书面形式，也包括通过短信和互联网传递。  参与个体将受到警告和/或
纪律处分，包括可能停学或开除。  如果警方介入，可能会伴随所有这些后果。 
 
性骚扰 
SMUHSD 的政策规定，提供的教育、就业和商业环境不应出现令人不快的性挑逗，要求性欢愉以及构成联邦和州法律定义或以其他方式禁止的性骚扰行为的其

他口头或身体行为或交流。  学生一经发现违反这些法律，可能被处以停学、开除和/或转学到该学区的继续教育机构。  如果警方介入，可能会伴随所有这些后

果。 
 
憎恨暴力 
憎恨暴力定义为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血统、国籍、残疾、性别、性取向、公民身份、年龄、身体或精神残疾而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威胁恐吓或伤

害此人或其财产。  参与憎恨暴力行为的学生可能会遭到停学和/或开除。 
 
抽烟/吸毒/酗酒 
在学校或学校周围禁止抽烟或使用烟草制品，  包括所有学校活动。  如果学生违反规定，后果包括留校、停学和转介到戒烟课程。 
 
当学校管理人员确信任何学生在校园或学校举办的活动期间使用、拥有、提供教育法 10603 或其他州法律列出的任何危险物品或者正在或已经受到它们影响

时，那么将立即对该学生处以停学处罚，等待进一步处理，包括开除或转学到该学区的继续教育机构。 
 
涂鸦/财产损失 
如果任何学生对校园或邻近物业涂鸦或带来财产损失，那么将被考虑停学，并且需要对所有的损坏、维修和更换费用承担经济责任。 
 
其他严重违规行为 
以下这些违规行为也可能会被处以留校、停学或在极端情况下警方介入，以及/或建议开除或强制转学到另一个学区或郡立学校：  打架或对另一个人任何形式的

攻击或殴打；任何偷窃行为；拥有或使用鞭炮或烟花；蔑视或不服从学校管理；谴责、侮辱或辱骂教师和职员；欺负；伪造；篡改或修改学校信件、是否及格

或允许；持续使用亵渎、粗俗或下流的语言；赌博、敲诈勒索/抢劫。 
 
匿名提示/信息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与 San Mateo 警察局一起致力于在学校和周围社区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  为了帮助解决暴力、犯罪和其他可能危及学生和成人安

全的非法活动问题，我们号召学生以一种保护举报人身份的方式举报在学校或社区看到的可疑或危险活动。可以在管理员的语音邮件或他们的邮箱中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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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已经在 Anonymous Alerts®（匿名报警）注册，这是一个适用于全国学校的获奖专利匿名举报平台。  Anonymous Alerts® 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的手机端应用，可用于安全匿名地向学校的官员举报紧急问题。主题可以包括网络欺凌、威胁、毒品或酒精使用/交易、暴力、自我伤害或

其他类型的事件。 
 
我如何从连接到电脑/平板电脑的互联网进行举报？  

● 从连接到互联网的任何设备访问 https://www.anonymousalerts.com/sanmateouhsd。 
● 按照说明填写事件报告。 

我如何从 iPhone 或 Android 手机进行举报？ 
● 从 iPhone 商店搜索并下载免费应用“Anonymous Alerts”。 
● 如果使用的是 Android 手机，请进入 Play Store，搜索“Anonymous Alerts”并下载。 
● 下载应用后，单击该应用并输入 setup/login sanmateouhsd，然后输入 sanmateouhsd 作为密码。 

如果学生或同伴正在面临个人困难或遇到了欺凌、虐待或者担心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发来报告，告诉学校保证学生安全需要的信息。 
 
学生权利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有一个统一的投诉程序。  可以从行政部门获得学生权利政策和申诉程序的完整副本。  可以在区人力资源和行政服务办公室和每个

校园的校长办公室获取该学区的非法骚扰和歧视投诉表格。  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650) 558-2208 联系人力资源和行政部副主管。   
 
整体校园环境 
 
封闭式校园/离校许可 
校园从学生第一堂课开始到学生的计划上课日结束期间处于封闭状态。  在一天的最后一堂课下课之前，学生不得离校，除非事先得到行政部、考勤办公室或卫生

员（在联系家长之后）的离校许可。  在学生离校之后，不能以家长同意作为缺勤的借口。  在早午餐、午餐或不上课时段，学生必须留在校内，楼内、球场和南足

球场均可。（请见校园地图。）  学生不得聚集在停车场、待在车内或校园的车辆间逗留。   
  
学生如果减少了课程安排，必须出示带有相应贴纸的学生证才能在下午 3:15 前校。  如果在上课日未经允许离开校园，学生将被处以内部停学。  如果多次被抓

住离开校园，那么将处以多日停学，并且会记录在学生的永久记录中。 
 
手机和电子随身听/录音设备 
学生只能在课堂/上课时间以外或者根据老师的判断使用手机、IPODS、MP3 播放器或其他电子设备。  如果发现学生带着以及“使用”这些设备，违反了这条

规定，那么需要将这些设备留在办公室，由家长或监护人亲自来取。  累犯将受到纪律处分。  Hillsdale 高中对电子设备的丢失和被盗概不负责。  如果学生选

择将这些设备带到学校，那么他们需要自行负责风险。  
 
办公室/教室和移动电话 

https://www.anonymousalerts.com/sanmateouh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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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和教室电话仅供业务目的使用。  不会将学生叫出教室来接听电话，但是会将紧急电话信息转达给正在上课的学生。  如果发现学生不服从老师的管教，

在上课期间使用手机或发短信，那么可能会要求学生将设备留在办公室，需要由家长或监护人来取。  累犯将受到纪律处罚。 
 
SMUHSD/Hillsdale 高中服饰规定 
● 学生的服饰规定应该帮助所有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形象。  
● 鼓励所有的学生穿着舒适的服饰，这有助于活跃的学校生活，同时允许他们表达自我认同的性别。  
● 学生应该能够自由着装，而无需担心或实际遭受不必要的纪律约束或受到身体上的羞辱。以下指导原则应适用于所有日常学校活动：  

1.衣服应足以遮盖内衣。任何时候都必须穿着衬衫或上衣，而且必须盖住上半身的背部、前胸和两侧。.  
2.必须一直穿着鞋子。  
3.如果是非宗教原因，帽子等其他覆盖头部的物品不得遮盖脸部。除医疗原因外，不得戴面具。4.学生不得穿戴描绘以下情形的衣

服、首饰、个人物品（背包、腰包、健身袋和水壶等）：a. 暴力语言或图像 b. 描绘毒品、酒精、烟草、尼古丁、电子烟、仇恨言论、

脏话、淫秽内容（或任何非法内容或活动），或相同用途的内容 c. 以任何受保护阶级(定义为种族、民族、原籍国、宗教)为基础，制

造敌对或恐吓环境的图像或语言。 
 
违反规定将需要改变着装。学生可能会被要求回家，并且会通知家长/监护人。累犯可能会被处以纪律处分。  更多信息请参阅 SMUHS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可以加强课堂教学效果。但是，学生们将被提醒自己有责任完成所有未完成的作业。  所有实地考察都必须符合学区和学校政策。  在安排的活动之

前，必须先将所有表格提交给老师。  交通将由老师和/或行政部门安排和预先批准，家庭需要协助支付交通费用。  为了安全起见，绝不允许学生接送其他学

生。 
 
传单、海报和标牌 
在 Hillsdale 校园张贴任何信息之前，必须事先获得行政部门和/或活动主任的批准。  张贴的所有材料均须仅使用蓝色绘画遮蔽胶带粘贴，在活动结束后应立即

去除。   
 
安全、清醒的跳舞规则 
跳舞让学生有机会在一个安全、有人监督的适当环境中进行社交。  学生的行为必须反映学区的相互尊重政策。  Hillsdale 的学生如果选择参加舞会和活动，应承诺

参加时不饮酒或吸食毒品。  每一名学生在参加学校舞会之前，  
均需接受酒精气息检测器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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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sdale 舞会为晚上 8:00 到 11:00，Hillsdale 学生均可参加。  任何人只要不是 Hillsdale 目前在读的学生，就必须以目前在读学生客人的身份参加，必须未满 
21 岁，并且没有不良纪律处分/行为历史记录。  购买舞会门票前，所有客人都必须提交已签名的 Hillsdale 舞会合同以及一份由 Hillsdale 管理人员签署并获得批

准的 Hillsdale 客人通行表。  适用于所有舞会的协议包括： 
● 必须提前购买门票。 
● 舞会开始后一小时关闭大门，所有参加舞会的人必须在第一个小时进入舞会现场。 
● 所有参加舞会的人必须在舞会的最后一小时才能离开。 
● 离开舞会的学生将不能重新进入。  还会向家长发出通知。 
● 如果职员认为舞会不适当或存在危险，将不允许举办。不允许不适当着装。  
● 必须在每个新学年开始时或者在学生或宾客参加舞会之前签署并上交舞会合同。 
● 销售、拥有酒精或管制物质或者受到它们影响将会立即被从舞会中清出、停学并且可能会带来法律后果。 

不遵守这些规则将导致从舞会中清出并通知家长/监护人，以及学校行政部门确定的其他纪律处罚。 
 
考勤 

● 我们的目标是保证学生的学术成绩不会因为任何原因的未持续出勤而受到负面影响。 
● 家庭有责任每天与考勤办公室进行交流，以防止缺勤。  建议向 hhsattendance@smuhsd.org 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拨打 (650) 558-2608 
● 如果未在上课日结束时找到缺勤理由，我们将通过自动拨号系统联系家中或上班的家长。 
● 学生和家长有 48 小时时间提供缺勤原因；在此时间过后会将它记录为逃课（旷课）。无一例外！！  [家长和学生应查看学校的在线工具了解最新的每

日出勤信息。] 
● 加利福尼亚州认可的唯一合法缺勤（请参见加州教育法 48205）有：  

(1) 生病或检疫；(2) 医疗、牙科或验光预约；(3) 直系亲属死亡。  除了在真正紧急情况下，不应该安排干扰上课时间的预约。  因为其他原因缺勤将被

认为属非法缺勤，学校保留此类缺勤是否应受到纪律处分的权利。 
● 除非已提前通知家长/监护人，否则不会在上课日结束之前将任何学生遣送回家。  学生离开校园后，家长将不能提供各课时的“逃课”原因。 
● 如果学生在上课日的任何一段时间里一直逃学，那么不得参加任何学校活动或体育比赛。 
 
如果在给定的六周评分期内超过了允许的最大逃学次数（三次）或迟到（八次），学生将失去在随后六周内参加任何（非课业/学分相关）学校集会（包括

体育竞赛、舞会、校园剧等）的特权。  行政部门或学生的指导员也可能会确定给予其他惩罚。  学生和家人有责任监督学生在该学年的出勤和出勤记录。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 (SMUHSD) 干预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有一个大胆、共同的学区目标，它就是减少整个学区的停学和开除，并大幅减少纪律处分比例。Kevin Skelly 主管提出的学区
目标 2 是“研究、分析和改进我们的学生支持系统，以满足学生不断变化的社会情感健康需求，目标是减少 20% 的停学和开除，并扩大恢复性司法实践。”  

mailto:hhsattendance@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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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司法实践 
恢复性司法实践 (RJP) 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更快乐、更合作、更富有生产力，并且更有可能在他们的行为中做出积极的改变，当权者与他们一起做事，而不

是针对或为了他们做事。”有两个 RJP 层次 –“圈子”（这是第一步干预）和“会议”（这是对纪律处分的非惩罚性哲学思路，它可以修复造成的伤害，

教育对过错负起责来以及如何继续前行而无需感到羞耻）。 
  
圈子 
恢复圈结构建立了平等、安全、信任、责任、便利、所有权和社区联系，从而在课堂上的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起牢固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并且提高学习成

绩，解决问题并减少欺凌和冲突。它让学生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以一种与传统课堂结构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课堂教学。  
  
恢复会议 
会议的第一步是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由 RJP 主持人主持。  在预备会议中，单独会见施害者和受害者，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制定标准。  施害者必须在举行会

议之前承认错误。  如果各方意见一致，那么举行 RJP 会议。  该会议的目的是修复已经造成的伤害，让受害者继续前行而不会感到羞耻。  主持人将严格按

照预定脚本主持。在会议结束时，各方达成一致并由各方签订合同。  根据需要进行后续签到。在纪律处分过程中使用这一干预做法。 
  
替代停学 
“替代停学”项目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次机会，让他们思考、联系、修复伤害并做出积极的决定，从而减少不在课堂的时间，专注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成就。

通过这种积极干预，学生便能够通过运用恢复性司法实践理念来减少消极行为。 
 
被停学的学生在停学期间参加有组织的治疗活动，解决停学的根本原因，并在重新开始学习时更多地参加学校活动。被处罚停学一到三天的学生可以在校长

或现场管理人员的推荐下参加这一校园停学项目。学生第一天可以在家停学，然后选择参加一天的校园停学项目替代剩余的停学时间，具体需由校长或现场

管理人员做出裁决。一名执业 MFT 将与一名获得资质认证的 SMUHSD PPS 工作人员合作主持该项目。该项目在正常上课时间（上午 8:00 到下午 3:00）
内进行，地点为 789 Poplar Street, San Mateo 的成人学校校园。 
  
简单干预辅导 
简单干预 (BI) 辅导适用于具有以下情况的学生： 
● 轻度药物滥用 
● 短暂吸毒史 
● 对是否能够戒毒不确定或摇摆不定 
● 吸毒时几乎没有遇到问题 
 
运作方式如何？ 
简单干预包含： 
● 辅导员/推荐人 15 分钟面试评估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36d756873642e63612e7363686f6f6c6c6f6f702e636f6d2f66696c652f313231383735383538373737332f313431393939393830393038332f373035353830323137373438373338363532312e706466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36d756873642e63612e7363686f6f6c6c6f6f702e636f6d2f66696c652f313231383735383538373737332f313431393939393830393038332f343133333939323033303533333639383635392e7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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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预先调查 (AADIS) 
● 学生与训练有素的辅导员进行两次基于工作表的 45 分钟会话。 
● 可选家长会话 
● 项目完成时联系校长 
● 记录在 Aeries 中 
 
简单干预的目的是什么？ 
简单干预的目的是： 
● 为学生提供一个场所，让他们讨论自己的吸毒情况、它如何影响自己的健康、学业和人际关系 
● 帮助学生制定健康目标、做出健康决定并减少和/或停止吸食毒品。 
 
为什么要进行简单干预？ 
简单干预遵循的是减少伤害法： 
● 支持学生减少毒品使用的努力 
● 与辅导员的各次会话让这些会话前后连贯，建立信任，从而做出改变 
● 让学生能够对自己的积极变化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学生如何参加行为干预会话 (BIM)？ 
● 按照处分决定要求 – 替代或补充停学，ATS 
● 自己/职员/软推荐（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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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 
在两年的核心体育教育课上，学生将参加范围广泛的各项体育运动，为他们打下良好的入门基础。  每个部门全年的不变目标就是密切关注为每一名学生建立一

个健康健身档案。   
 
体育部将持续致力于让我们的所有学生都提高或维持高水平的整体身体健康。  我们的计划由新采纳的州和学区标准所推动，包括州要求活动以外的许多其他活

动。  所有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以下体育运动： 
体育 1（秋季）— 健身、游泳、羽毛球 
体育 2（春季）— 健身、舞蹈、田径 
体育 3（秋季）— 健身、体操、排球 
体育 4（春季）— 健身、基本格斗术/自卫、垒球 

 
体育教育是一门身体参与课，要求每个学生每天都要换成 Hillsdale 高中的体育教育或类似制服。  这套制服包含一件 T 恤、短裤和一双安全运动鞋。  可以在发

放的制服外穿上运动服。  体育制服在上课第一周在课堂上售卖，一套 20 美元（T 恤 10 美元，短裤 10 美元）。  只要满足体育部门的要求，家人也可以选择

从他们选择的其他商贩那里购买制服或类似商品。此外，还会向每一名学生发放一把 HHS 密码锁，用于给体育储物柜上锁，在年底必须归还学校。  如果不归

还密码锁，将罚款 10 美元。   
 
如果您选择通过体育部购买制服，请把支票支付给 Hillsdale 高中。 
 
全年均可从体育部购买替换衣服和锁具。 
 
卫生教育 
根据加州法律规定，在上介绍、讲授或讨论艾滋病、性教育和生殖器官及其功能的任何课，或者涉及到使用动物或动物器官的任何课时，要求学区通知公立学

校的学生家长和监护人。  Hillsdale 高中在卫生教育、生物学、进阶生物学、儿童发育、体育教育和心理学方面的学习课程全部得到了 San Mateo Union 高中

学区理事会的批准和采纳，可在其中包含有关艾滋病、人类繁殖、性教育和/或使用动物或使用动物器官的讲解。 
 
可要求检查在讲解中使用的所有书面和视听材料。家长/监护人可以提出书面申请，表明自己的孩子不上含有此类讲解内容的课程。  我们将为此类学生安排其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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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家的孩子已登记或将要登记以上提到的任何课程，以及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咨询授课老师，请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方式直接联系老师，或者拨打 
Hillsdale 的电话 (650) 558-2699 并向办公室主任留下您的姓名。  具体课程的老师将尽快给您回电。 
 
在线工具（Aeries 和 Canvas） 
查看孩子的在线帐户即可检查最新考勤和成绩。  我们希望您加入我们的在线学习社区。    这些工具使我们能够一起来帮助学生取得成功。   随着教育环境的不

断发展，SMUHSD 和 Hillsdale 高中总是希望为学生、职员和家长提供最好的资源，让我们的毕业生在全球社会中成为有所作为的公民。我们很高兴为您带来

一个经过改进的学习管理系统，即 Canvas。  这个新工具将取代 School Loop，简言之，它将使您能够更好地与老师进行交流，并监督孩子的功课。   
 
为了简化访问，学区已经为学生建立电子邮件帐户。家长需要使用以下服务与学校进行沟通并支持孩子的学习：   
 
Canvas 家长端应用程序：让家长能够查看目前的成绩、作业和家庭作业。家长还会收到我们的课程预告。  学区所有持有 Canvas 帐户的家长均可在学年开始

时激活。 
 
Aeries 家长门户：查看学生的出勤情况、报告期内的 6 周成绩、成绩单以及老师电子邮件地址。  
（请参考附上的说明页了解所要求的帐户详细信息设置信息） 
 
学生 

● 通过网络或学生端 Canvas 应用程序访问 Canvas，应在辅导时评论 
● 应在辅导时评论 Canvas 学生介绍 
● 应在辅导时评论 Canvas 学生交流中心 

 
家长（信息和支持文档链接） 

● 致家长的信和门户访问权限 
● 家长延伸服务 - Canvas 简介演示 
● Aeries 家长门户说明 
● Aeries 家长交流 
● Canvas 家长端应用程序说明 

 
暑假阅读作业 
有关具体暑假作业和读物的信息，请访问 Hillsdale 的网站 https://www.smuhsd.org/domain/2817。   
 
以下课程通常有阅读/作业要求，但是建议您查看网站了解具体详情： 

● 9 年级英语（CP 和 AS） ● 10 年级英语（CP 和 AS）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6UtuX-X5zRhtGlXepOS-W-c0y-LOTkl_GT2t3i0CBZg/edit#heading=h.hosnkoq7e4xj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PMXYwW68GGJuBMMTKEiIvnvEW2du4BZ641AYh1yV1E/edit#slide=id.g26e7077e65_0_1991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_1l2UkePOrVyF2D8LoCsgJEIirs3f1AaCFQoQmiBkk/edi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1SDxF7EE_oaYm5TekN0RTFGWm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GpIt7Z77p3SqUhja2PlMKwTWqQNwBnH
https://www.smuhsd.org/domain/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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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级英语（CP 和荣誉） 
● 12 年级英语（CP 和 AP） 
● AP 生物学 
● AP 化学 

● AP 环境科学 
● AP 物理 
● AP 西班牙语 
● AP 美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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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提供支持的方式 

 

我们很乐意接受股票捐赠、汽车/船只或其他实物捐赠。相关问题请联系 Jennifer Russell，电子邮件为 

execdirector@hillsdalehsfoundation.org 。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illsdalehsfoundation.org  感谢您的支持！ 

 
 
 

eScrip 告诉朋友和家人。这是一种为 Hillsdale 提供支持的免费

方式，全年适用。 

注册 eScrip，并继续为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带来利益。注册您的借记卡或信用卡，商家将在您购物时向 Hillsdale 返现。请访问 www.escrip.com 并使

用“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组编号 500024524 进行注册。如果您之前已经注册，请访问您的帐户，并更新您的卡片和到期日期。   在 Escrip 在线购物

商城购物时，将全年为 Hillsdale 带来资金收益。 

Mollie Stone 的 Community Card 
 

另一种为 HHS 提供支持的好方法！ 
 

选择任意一家 Mollie Stone 门店的 Community Card，并在 www.escrip.com 注册，同时选择 Hillsdale 高中基金

会。在门店结账时出示卡片。您购买金额的 5% 将返现到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 

 

mailto:execdirector@hillsdalehsfoundation.org
http://hillsdalehsfoundation.org/
http://www.escrip.com/
http://www.escr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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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Smile 
 

Amazon 会将符合资格的 Amazon Smile 购物金额的 0.5% 捐赠给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开始在 
smile.amazon.com 购物，并选择 Hillsdale 高中基金会。 
 
 

 

    Office Depot 购买学校用品时为 Hillsdale 提供支持！ 
当您使用 Hillsdale ID 编号在 Office Depot 购物时，如果商品符合条件，可以向学校返回价格

的 5%。Hillsdale ID 编号：70014606。当您为购买的商品付款时，告诉收银员将它记在 HHS 的账上，他们可以为您查找这个编

号。购买“开学”用品的绝佳选择。 

 
 

 
感谢您对 Hillsdale 高中及其计划的持续支持！ 

 
  

  

https://smile.amazon.com/


24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ervices are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 upon request.If you need an interpreter or a document translated, please ask a 
school district staff member or school’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Tenemos servicios de interpretación y traducción en todos los idiomas.Si necesita traducir un documento o requiere los servicios de un intérprete, solicí
telo al personal del distrito o al secretario(a) de la escuela. 
 
我們可根據您的要求提供任何語言的傳譯及翻譯服務。如果您需要一位傳譯員，或需要翻譯文件，請向校區工作人員或學校秘書提出要求 

 
رة المدرسھبھ في مختلف اللغات لدي الحاجھ.  إذا احتجت الي ترجمھ شفویھ اوالي ترجمة وثیقھ، الرجاء أن  تسأل إحد موظفي إدارة المدارس او سكرتیتتوفر خدمات الترجمھ الشفویھ والمكتو . 

 
May mga serbisyo sa interpretasyon at pagsasalin sa anumang wika kung hingin ito.Kung kailangan ninyo ng interpreter o na isalin sa wika 
ninyo ang isang dokumento, mangyaring sabihin ito sa isang district staff member  ng paaralan o sa sekretarya ng paaralan. 
 
各国言語による通訳と翻訳が可能です。通訳または文書の翻訳が必要な場合は、学区の職員または総務部へご連絡ください。 
 
요요요요요 요요 요요요 요요요 요요 요요요요 요요요요요.요요요요 요요 요요요 요요요요요, 요요요 요요요요 요요 요요요요 요요요요요요. 

Мы оказываем услуги устного и письм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с любых языков.Ес

ли вам нужна помощь с устным или письменным переводо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бр

атитесь к любому работнику шко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или к секретарю школы. 
 
आ
प
�
�
 
अ
�
�
�
�

 
  

San Mateo Union 高中学区 

 
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打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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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HILLSDALE 作息时间表  

 
正常作息时间表 课段式正常时间表 课段式正常时间表 

周一、周二和周五 周三（和周五
ǂ
） 周四（和周二

ǂ
） 

第一节课                       7:45—8:35 第一节课                     7:45—9:13 *职员 PD                      8:00—9:00 
第二节课                       8:40—9:30 早午餐                         9:13—9:23 第二节课                      9:15—10:43 
早午餐                           9:30—9:40 辅导                             9:28—10:06 早午餐                          10:43—10:53 
辅导                               9:45—10:10 第三节课                     10:11—11:39 第四节课                      10:58—12:26 
第三节课                       10:15—11:05 午餐                             11:39—12:09 午餐                              12:26—12:56 
第四节课                       11:10—12:00 第五节课                     12:14—01:42 个别指导                      1:01—1:42 
午餐                               12:00—12:30 第七节课                     01:47—03:15 第六节课                      1:47—3:15 
第五节课                       12:35—1:25   
第六节课                        01:30—02:20   
个别指导                        2:25—3:15   
   
   

提前放学时间表 期末考试时间表 4A/4B 时间表 
第一节课                          7:45—8:20 期末考试 A                8:00—10:05 第一节课                    7:45—08:32 
第二节课                          8:25—9:00 早午餐                         10:05—10:15 第二节课                    8:37—9:24 
第三节课                          9:05—9:40 期末考试 B                 10:20—12:25 早午餐                        9:24—9:34 
早午餐                              9:40—9:50  第三节课                    9:39—10:26 
第四节课                          9:55—10:30  第 4A 节课                 10:31—11:18 
第五节课                         10:35—11:10  第 4B 节课                 11:23—12:10 
第六节课                         11:15—11:50  午餐                            12:10—12:40 
第七节课                         11:55—12:30  第五节课                     12:45—1:32 
  第六节课                     1:37—2:24 
  第七节课                     2:29—3:15 

Hillsdale 将遵循“双课段式”时间表，每个月有一周开始上课的时间较晚，通常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完整周。我们将在周二和周四采用偶数

课时正常课段式时间表，在周三和周五采用奇数课时正常课段式时间表。  将在双课段式周前发出提醒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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