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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BRIDGES TEAM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我们“文化桥梁”项目是为了帮助所有家庭更好地了解
Issaquah学区，从而为大家提供的包含七种语言的杂志刊
物。

本家庭指南是Issaquah学区为有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
孩子的家庭汇编的信息指南。我们还出版了一本《文化桥
梁》杂志；您可以在学区内26所学校的任何一间校办公室获
得印刷版的杂志，或者通过以下链接进行下载：https://
isfdn.org/cultural-bridges-magazine/

我们还建议您阅读学生手册，定期查看您孩子所在学校的网
站，并访问您孩子所在学校的PTSA/PTA网站。

一旦您了解了孩子的教育情况，欢迎您积极地参与进来！正
如您将在第12页读到的，我们学区的学校非常幸运地得到了
Issaquah学校基金会和PTSA/PTA的支持。这些组织在我们学
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您可以通过很多方
式为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果您需要获得帮助或想了解
更多的相关信息，请不要犹豫，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
将竭尽所能帮助所有人。

期待您2021-2022学年的精彩表现!
 
Alicia Spinner
Cultural Bridges 文化桥梁项目经理
alicia@isfd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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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加入Issaquah学区! 
  

感谢您阅读我们的《文化桥梁家庭指南》。过去的几年里，
随着全球大流行病的发生，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
为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对您在Issaquah学区的学
习有所帮助。
 
Issaquah学校基金会支持的文化桥梁项目为我们Issaquah 市、Sammamish 市、Renton
市、Bellevue市和Newcastle市等学区的家长、监护人和学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Issaquah学校基金会为学区内26所学校所有学生的成功提供助力，为学区提供资金，弥补实际教
育所需经费的差距。为您的孩子提供卓越的教育体验。

您的捐助是基金会的核心!  我们80%的资金来自于像您这样的个人捐助者!  您的志愿服务也是使
我们基金会项目如此成功的原因。 感谢您与我们合作!
 
因为您的帮助，基金会资助了大量的项目，包括课后学术支持，满足学生基本需求的
Tools4School背包和学习用品项目，零食和午餐项目，演讲和研讨会，心理和行为健康，STEM和
机器人俱乐部，学生和教师补助等等。您对基金会的慷慨捐助使这些项目得以获得成功。
 
Issaquah学校基金会是一个501C3的非营利组织，为了支持学区所有学生的成功，会举办很多筹款
活动。基金会与Issaquah学区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志愿者、PTSA和其他社区伙伴合作，推动资
源的发展，帮助所有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们努力成为一个使整个学区都能获得特殊机会的公
平公正的组织。

我们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 一如既往，基金会将我们的学生需求放在首位，从各方反馈中
不断寻求创新的想法，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34年来，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睿智
与坚持不懈，并且已经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我们期待着未来更美好的日子，并期待着今年与
您见面!  请通过志愿服务或捐赠活动加入我们的基金会大家庭。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
联系，info@isfdn.org，或访问www.isfdn.org。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或在办公室与您会面。

让我们为每一位孩子的成功加油助威！

Cornell Atwater
执行主任
cornell@isfd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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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伙伴关系联络员

您对孩子的学校课业有什么疑问吗？如何与您孩子的老师或辅导员取得联系？家庭伙伴关系联络员
可以帮助您更详细地了解Issaquah学区及学校，从而更好地为您的孩子提供支持与帮助。

Si tiene alguna pregunta, 
envíe un correo electrónico a 
GilmourL@issaquah.wednet.
edu, o llame al 425-837-7141.

需要協助與老師或職員溝
通嗎？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mithalw@Issaquah.wednet.edu 
獲取協助並回答問題或填寫
表格。此外，學校的教職員

也可以與您聯繫提供協助。

Need help communicating 
with teachers or staff? Please 
email ghangurdei@Issaquah.
wednet.edu to get help 
answering questions or filling 
out forms. Also, someone 
from the school can contact 
you with help or answers.

Francisca Mejia Campos 
(Español)
425-837-7141
GilmourL@issaquah.wednet.edu

Serving:
Issaquah High School
Issaquah Middle School
Pacific Cascade Middle School
Clark Elementary
Issaquah Valley Elementary
Sunset Elementary

Wenli Mithal 
(中文)
425-837-7106
MithalW@issaquah.wednet.edu

Serving:
Skyline High School 
Beaver Lake Middle School
Pine Lake Middle School
Cascade Ridge Elementary
Cedar Trails Elementary
Challenger Elementary
Creekside Elementary
Discovery Elementary
Endeavour Elementary
Sunny Hills Elementary

Ina Ghangurde

425-837-7008
GhangurdeI@issaquah.wednet.edu

Serving:
Liberty High School 
Cougar Mountain Middle School
Maywood Middle School
Apollo Elementary
Briarwood Elementary
Cougar Ridge Elementary
Grand Ridge Elementary
Maple Hills Elementary
Newcastle 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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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Feeder Pa�erns
Element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High Schools

Liberty High
School

Issaquah High 
School

Skyline High
School

Maywood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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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rwood
Maple Hills

Cougar Ridge 
Issaquah Valley (30%)

Newcastle

Clark
Issaquah Valley (70%)

Sunset

Cedar Trails
Grand Ridge

Sunny Hills (20%)

Cascade Ridge
Challenger
Endeavour

Discovery (20%)

Creekside
Discovery (80%)
Elementary 17

Sunny Hills (80%)

Cougar Mountain
Middle School

Cougar Mountain
Middle School

Issaquah
Middle School

Pacific Cascade
Middle School

Beaver Lake 
Middle School

Pine Lake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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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至高中
学区 
所有居住在Issaquah学区范围内的学
生都有权在本学区的学校上学。如果
您无法确定自己的学区范围，请将您
的完整地址，包括城市和邮政编码，
发送邮件至transportation-enews@
issaquah.wednet.edu，他们会帮助您
查找所在学校。

费用 
学费是免费的，但有些活动是收费
的，例如课后活动、实地考察和体育
活动。如果您的家庭需要经济援助，
请向学校秘书进行咨询。所有申请都
是完全保密的。

时间表  
关于2021-2022学年各学校上课时间
表，请访问：https://www.issaquah.
wednet.edu/district/bell-schedules.

出勤率
如果您的孩子出现缺勤情况，学校会
通过邮件联系家长。您必须回复解释
孩子的缺勤原因。正常的因故缺勤包
括疾病/健康问题、家庭紧急事件，预
先获得批准的家庭旅行和宗教纪念活
动。如果您的孩子因故必须缺勤，请
及时与学校联系，并提供以下信息：
孩子的姓名、老师的姓名、缺勤日期
和原因。

如果一名小学生在学年内单月有5次以
上的请假情况发生，或在学年内有超
过10次的请假情况，学区将安排与该
学生及其家长举行会议。如果一名小
学生在任何一个月内有超过3次的无故
全天缺勤，也将被安排一次会议。

如果初中或高中学生在一个月内有7次
无故缺勤，或在一年内有15次无故缺
勤，学区将把该学生移交给社区逃学
委员会，或向少年法庭提出诉讼。

校车  
校车站和路线信息将于8月中旬在网上
公布。 https://www.issaquah.wednet.
edu/family/transportation/elink.

学生必须在接送时间前5分钟到达校
车站。接送时间在学年中可能会有变
化，家长会收到通知。家长在接孩子
前和送孩子后都要对孩子负责。司机
不允许家长或任何其他人登上校车。

学生应注意在校车上和校车站有正
确和安全的行为，并遵守司机的指
示。校车上的纪律规则与校园内的纪
律规则一样，并安装了录像机以协
助工作人员维持纪律。完整的校车规
则清单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 http://
www.issaquah.wednet.edu/family/
transportation.

在有空位的情况下，学生可以乘坐其
他校车或在不同的站点下车，但需由
家长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生必
须在放学前至少半小时从学校办公
室获得校车通行证。学生只能在授
权的校车站下车。除非有家长签署
的 "Release 表格"，幼儿园的学生
必须由他们的家长或监护人接送。

初中和高中学生如果参加课后活
动或俱乐部，也可以选择乘坐活
动校车。请注意，活动校车路线
的 下 车 地 点 与 常 规 路 线 不 同 。
 
如 果 您 对 某 条 校 车 路 线 、 校 车
站 或 校 车 司 机 有 任 何 问 题 或 疑
虑，或者您希望针对学生的校车
行 为 与 某 人 交 流 ， 您 可 以 拨 打
425-837-6330联系学区交通部。



学生还可以使用Canvas提交作业，并
直接给老师发电子邮件。为了确保您
的学生及时完成家庭作业，您可以创
建自己的Canvas账户，拥有一个观察
员的角色来监督帮助自己的孩子。正
式的班级成绩会公布在Family Access
的Gradebook中。针对某些课程，学生
可以迟交作业，补交作业，甚至在需
要时重考。如果学生有任何问题，可
以给老师发电子邮件，或者在课前/课
后到老师的办公室获取帮助。学校为
许多课程提供课后辅导。请在您学校
网站上查看其他资源。

州级测试  
学生的进步是通过共同核心标准的州
级测试来进行监测的。然而，这些评
估不是您孩子成绩的一部分。Smarter 
Balanced评估和华盛顿州科学综合评
估（WCAS）通常在春季进行。2021
年春季的测试被推迟到202 1年秋
季。2021年秋季的测试将反映学生在
2020-21学年期间的年级测试。更多
信息可在以下网站找到: https://www.
issaquah.wednet.edu/academic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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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  
小学生经常会收到一本家庭作业，
或单独一页作业来加强课堂教学的
内容。大多数老师会要求学生每天
进行阅读作为家庭作业的一部分。
家庭作业不会被记分，它只是为了
练习。老师通常会在课堂上复习家
庭作业。所有小学生都会有自己的
Clever和Seesaw账户。Clever是线
上学习网站，供学生访问各种课程
工具和技术资源。学生只需要记住
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录各种
资源。Seesaw是教师提供额外学习
任务和供学生提交一些作业的工
具。家长可以获得Seesaw家长和家
庭应用软件来关注学生的学业。

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家庭作业的数
量取决于他们所选的课程。大多数家
庭作业都张贴在Canvas学习管理系统
上，学生在他们的计划书中记录下细
节。通过Canvas，学生可以获得教师
信息、课程大纲、指定的家庭作业与
提交日期，以及所有课程的日历表。

幼儿园学生 Washington Kindergarten Inventory of 
Developing Skills (WaKIDS)

三至八年级学生, 十至十二年级学生 Smarter Balanced Assessment (SBA)
五年级，八年级，十一年级学生 Washingt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 

Science (WCAS)
幼儿园至十二年级学生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y Assesment the 

21st Century (ELPA 21)
十二年级学生 End-of-course (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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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  
对您来说，获悉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对孩子有疑问或担忧，请联系
您的老师，并告知她/他任何可能影
响您孩子在学校表现的重要生活事
件，如兄弟姐妹的出生、离婚、家庭
成员死亡等。如果您想讨论学术或行
为问题，您也可以联系老师、学校辅
导员或校长。如有需要，所有学校都
可以提供面对面或电话翻译服务。这
是为家长提供的免费服务。所有教师
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都列在学
校的网站上。

家庭不再需要注册电子新闻--他们在
用于注册学生信息时提供的电子邮件
已经自动注册了。但如果您想用另一
个邮箱注册（例如，如果您向学校提
供了一个家庭邮箱，但也想通过工作
邮箱接收电子新闻），您可以通过以
下链接注册: https://issaquah.wednet.
edu/news/ENews.

Issaquah学区、学校和PTSA/PTA的网
站上也有很多信息。为了帮助您的孩
子在学校取得成功，请注册Canvas观
察员账户（初中和高中）或Seesaw家
长/家庭应用软件（小学）。教师还
会在Canvas和Seesaw上发布教学大纲
信息（对课堂、考试和家庭作业的期
望）、日历和联系信息等。

在小学学年开始前参加 "课程之夜 "
及家长-教师会议（即与您孩子的老师
会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您的学校会
通知您详细情况。请每天检查学生的
书包，因为老师会将需要的表格和资

料发放给家长和孩子。

初中或高中没有家长-教师会议，但您
可以随时要求举行会议。联系老师，
讨论您孩子的进步，或对成绩方面的
担忧。对于社交、行为或情绪方面的
问题，请发电子邮件或致电学校辅导
员咨询。学校可提供电话或面对面的
翻译服务。

课程
所有年级的教学内容都使用与国家标
准一致的课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 
w w w . i s s a q u a h . w e d n e t . e d u /
academics/curriculumstandards.

特殊服务   
学区为居住在本学区范围内的从出生
到21岁的残疾学生提供服务项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
i s s a q u a h . w e d n e t . e d u / d i s t r i c t /
departments/SpecServices.
着装要求
学生在学校穿便装，没有统一校服。
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着装要求，但一般
来说，学生会被要求穿着得体。衬衫
的肩带必须至少有3指宽。不得穿低胸
衬衫、贴身、紧身衣或显示淫秽或暗
示性文字或图片的衣服。短裤和短裙
的长度必须至少达到学生双手垂在两
侧时的指尖长度，内衣必须被遮盖。

午餐  
2021-2022学年，我们的食堂将向
所有学生免费提供午餐，无论家
庭的收入情况或任何其他因素。
学区服务人员将为学生准备并提
供标准午餐。初中生和高中生可
以购买自选食物，如瓶装饮料、
供 应 商 提 供 的 比 萨 饼 或 薯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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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和营养单在每月月底前公布，
下个月的菜单和营养单如下: https://
www.issaquah.wednet.edu/family/
lunch. 

学生也可以从家里自备午餐。如果您
需要经济援助，可在学年内的任何
时期提出申请: https://www.issaquah.
wednet.edu/district/departments/
operations/foodservice 

失物招领  
学校对任何丢失的物品不负责任。但
是，学校会将遗失的物品收集到指定
地点。如果学生丢了东西，他们可以
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寻找。无人认领
的物品最终会捐赠给当地慈善机构。

辅导员   
每所学校都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并有权参加学
校的指导和咨询计划。咨询计划
是以所有学生的特定目标和发展能
力为基础，以支持学生的学习成
绩。它是由学校咨询团队计划和协
调，并考虑到其他学校、家长或监
护人和社区代表。学校辅导员帮助
学生管理情绪，掌握人际交往技
能，并对以后的学业做出规划。

辅导员还提供课堂教学，心理教
育小组，为学生提供短期辅导，
将学生与外部资源联系起来，并
与家长、教师、行政人员、社区
成员合作，促进学生成功。要联
系 您 学 生 的 学 校 辅 导 员 ， 请 访
问: https://www.issaquah.wednet.
e d u / f a m i l y / c o u n s e l i n g - s e r v i c e s /
comprehensive-school-counseling

ASB 联合学生会  
每所初中和高中都有一个由学生组成
的ASB组织。校长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作
为ASB组织的主要顾问。在学年里，他
们有为俱乐部、体育、舞会等筹集资
金的筹款活动。 

每所学校的ASB组织都有向学生出售

卡片，以便他们参加体育、音乐和团
体活动。卡片的价格在35至55美元之
间。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得到经济援
助。

身份证明卡 
所有初中和高中为学生提供身份证，
上面有他们的姓名、年级和一张照
片。学生在上学期间和参加学校活动
时，应随时携带身份证。

俱乐部  
学校提供各种免费的课后俱乐部。请
查看学校网站，了解学校有哪些俱乐
部，以及俱乐部的活动日期。俱乐部
信息有时也会在学校的电子新闻中发
布。

体育活动  
学校每年都会为学生提供各种运动。
他们将被要求拥有一张ASB（联合学
生会）卡，以便参加某项运动。某些
运动可能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训练
是在放学后进行的，学生可以在结束
后乘坐活动校车回家。现有的运动项
目、运动时间和更多的信息将在学校
网站和电子新闻上公布。所有希望参
加学校体育活动的学生需要在6月1日
之后进行体检。
 
音乐 
学校为学生提供参加音乐节目和演出
的机会，包括音乐会乐队、爵士乐
队、管弦乐队、合唱团等。详情请查
看您的学校网站。
 
储物柜  
初中和高中将分配给每名学生一个储
物柜，用于存放书籍、学习用品、外
套和运动装备。有些学生可能需要共
用储物柜。

ELL 英语语言学习者  
如果您通知学校您的孩子说英语以外
的任何其他语言，您的学生需要进行
WIDA测试，即英语语言分级测试。这



是一个由学校工作人员进行的简短测
试，测试您孩子的听、说、读、写能
力。

测试结果将寄给家长。分级测试将通
过学生的成绩分为新生、进步或精通
三个级别。新生和进步的英语学习者
将有资格接受英语学习教学。精通级
别的学生没有资格，但如果需要的
话，在接受英语学习辅导两年后，将
有资格获得额外的学术支持。 

Issaquah学区采用加速模式，促进多
语言学生社交和学术方面英语语言能
力的发展，从而使他们在每一天的课
堂教学中取得成功。语言和技能是累
积加速发展的，学生可以在所有学术
领域达到更高的标准。

小学英语语言学习者模式
我们小学采用的是 "主流支持性 "模
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在自己的教
室内获得辅导帮助。许多教师和ELL
辅导员都接受过GLAD项目（指导性语
言学习设计）的培训。作为服务的基
础，有ELL证书的教师和辅助人员进入
教室，帮助学生发展学术语言，和/或
根据需要提供其他干预措施，以便学
生在课堂上取得成功。

初中英语语言学习者模式
一名有认证的教师带领ELL学生组成英
语语言发展（ELD）班。这个班级致力
于培养学生对学术语言的熟练程度，
帮助学生在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学习核
心课程。这些班级注重口语发展，明
确指导英语语言的结构，并通过阅
读、写作、口语和听力发展学术语
言。他们也会支持学生的课堂学习。
某些中学还为ELL学生提供课后辅导。
这门课取代了一门选修课的学分。
 
高中英语语言学习模式 
一名有认证的教师带领ELL学生组建一
个英语语言发展（ELD）班。这个班级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帮

助学生在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学习核心
课程。这些班级注重口语发展，明确
指导英语语言的结构，并通过阅读、
写作、口语和听力发展学术语言。他
们也会支持学生的课堂学习。某些高
中还为ELL学生提供课后辅导，以便学
生可以在学术和语言学习方面得到额
外的帮助。 

学生每年2月或3月参加在线测试，称
为WIDA年度测试；测试结果将显示他
们的语言进步情况和目前的ELL水平。
如果学生的成绩为精通，他们将退出
英语语言学习项目。  

要查看ELPA21的家庭指南（英语和西
班牙语），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
www.k12.wa.us/ELPA21/Timeline.
aspx. 

要查看测试项目样本，请使用Google
浏览器点击以下网址: https://www.
elpa21.org/assessment-system/items/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英语语言学
习者办公室，电话 425-837-7078.

10      幼儿园至高中Kind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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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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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月月

十十一一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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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月31日日：：一一至至十十二二年年级级学学生生开开学学日日

99月月33日日：：  幼幼儿儿园园学学生生开开学学日日

99月月66日日：：劳劳动动节节
学校放假

1100月月1188日日  ::  教教师师工工作作日日
学生放假

1111月月1111日日：：退退伍伍军军人人节节纪纪念念活活动动
学校放假

1111月月2255--2266日日：：  感感恩恩节节假假期期
学校放假

1122月月11--22日日：：小小学学家家长长与与教教师师会会议议

1122月月2200--3311日日  ：：第第一一个个寒寒假假
学校放假

11月月1177日日  ::  马马丁丁路路德德金金纪纪念念日日  
学校放假

11月月2288日日：：教教师师工工作作日日
学生放假 

22月月2211日日：：总总统统日日

22月月2222--2255日日：：第第二二个个寒寒假假
学校放假

33月月1188日日：：****放放假假  ((第第一一个个天天气气补补课课日日))
学校放假或第一个天气补课日

44月月1111日日至至1155日日：：春春假假
学校放假

55月月3300日日：：纪纪念念日日  
学校放假

66月月1177日日：：学学生生最最后后一一天天上上学学日日  

****天天气气补补课课日日
如果学校在本学年因恶劣天气而停课，3月
18日将是第一个补课日。额外的补课日将
根据需要在6月的校历上增加。

城市
Issaquah学区包括Issaquah市、Bellevue市、Newcastle市、Renton市和Sammamish市等
城市的学校。所有这些城市都提供精彩的活动、免费课程和许多服务。请查看他们的网
站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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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aquah学校基金会为所有
Issaquah学区内的学生提供帮助
和支持。

• • 通过对丰富文化的外联活动、指导、翻译
服务和杂志等基金会计划。文化桥梁项目
帮助家长更自信地参与学校活动，同时也
能在家里帮助支持他们的学生。

http://isfdn.org/cultural-bridges-magazine/.
org/cultural-bridges-magazine/

••  基金会与食品银行合作，为有需要的学
生提供Tools4School计划，为他们在开学
之前提供装满学习用品的新书包。

• • 对于在学业上需要更多帮助的学生，基金
会为教师提供资金，让他们在放学后帮助
学生学习特定科目，并为学生提供学业补助
金，以帮助他们支付课外辅导或学术支持。

• • 一路走来，阅读是很重要的，基金会为学
区的每所学校图书馆提供书籍。

• • 基金会资助的课程"坚强的性格"，有助于
为学生提供围绕社交情感的支持。

• • 对于那些需要更多挑战的学生，基金会帮
助支持小学阶段的高能力和科学技术项目。

• • STEMposium是一个由基金会资助的学区
举办的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接触所有级
别STEM的机会。

“来吧，一起乘坐黄

色校车”活动，时间

为8月

与老师的第一次会
议，时间为9月

高能力项目测
试。MERLIN和
SAGE 

每年的
Smarter 
Balanced
测试

抽签获得科学
技术磁铁项目

加入您学校的
PTSA/PTA

阅读/下载《文化桥梁》
杂志的中文、英文、日

文、韩文、俄文、西班牙
文或越南文版本。

俄语、西班牙语或越南
语，请访问：

双语沉浸式课程

在经历了第一
天的紧张之

后，准备好与
您的孩子一起
享受每一年的

时光吧!

参与孩子的教
育，不要错过社

交活动!

• • WEB (Where Everybody Belongs)是一个基金
会资助项目，帮助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更好
地过渡。八年级学生帮助即将入学的六年
级学生适应他们的新学校，为他们答疑解
惑，使他们更从容自信地展开学校生活。

    
    

    
    

    
    

初
中



        幼儿园

• • 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购买乐队和管弦乐
队的乐器，以及合唱团、戏剧和高中美术
课程所需的设备。

• • 基金会为机器人和其他STEM高中俱乐部提
供资金。

• •  伟大的职业会议是基金会资助的一个项
目，帮助学生了解四年制大学之外的就业
机会。

6.

7.

8.

9.

10.
11.

12.

    
    

    
    

    
    

初
中

                          高中

Issaquah学区路线图

• • 基金会资助中学阶段的机器人俱乐部。

• • 基金会提供资金，帮助购买乐队和管弦乐
队的乐器，以及合唱团、戏剧和美术课所
需的设备。

• • Issaquah Scholars/Start Strong 计划，由基
金会试点，现在由Issaquah学区负责，帮
助支持学生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 

Running 
Start

提早上大
学课程

毕业典礼!

Gibson Ek 
高中的申请，
时间为3月

俱乐部
和体育
活动

初中毕业国家青
少年荣
誉协会

提出具体问题，
"今天经历的最
有趣的事情是什

么？"

帮助您的孩子
释放压力和

庆祝他们的成



1月
1月26日， 晚6:30-8:30，为升入美国高
中的新生家庭举办八年级过渡之夜，主题
包括高中学分、毕业要求、课程选择，以
及AP、IB和Running Start等项目的一些信
息。

2月
2月16日 ，晚6:30-8:30，为初到美国的
新生家庭举办五年级升入初中的信息之
夜。内容包括课程选择、选修课的选择：
例如管弦乐队、乐队和合唱团、体育/健
康课、运动、俱乐部、健康/免疫、费用/
收费和用品。

3月
3月9日（日期暂定）--欢迎幼儿园新生
家长加入Issaquah学区，时间为晚6:30-
8:30，主题包括学区幼儿园的概况、幼儿
园学生的入学年龄、升入幼儿园的准备工
作、交通、午餐、费用/收费、时间、健
康和免疫接种。 
3月23日 - 家庭联系答疑会。两次会议的
时间分别为上午10:30-12:00和晚7:00-
8:30。会议将在Zoom上进行，您将在会
议中获得如何寻求学校帮助等问题的答
案。

9月
9月22日，晚6:30-8:30，6至12年级的学
生家长Canvas研讨会（Zoom）。 
9月29日，晚7:00-8:00，在Issaquah学
区行政大楼举办 Family Access个人研讨
会。 我们将提供计算机设备，供家长练
习浏览使用Family Access功能。

10月
10月13日， 家庭联系答疑会。 两次会议
的时间分别为上午10:30-12:00和晚7:00-
8:30。会议将在Zoom上举行， 您将在会
议中获得如何寻求学校帮助等问题的答
案。

11月
11月3日，晚6:30-8:30，在Zoom上举行
家长教师会议的小贴士（仅限K-5年级学
生家长），主题包括：家长会、联系学
校、规范、家长与教师沟通的期望、以及
如何通过家长会向教师提出问题的建议。

12月
12月8日 - 家庭联系答疑会。两次会议的
时间分别为 上午10:30-12:00和晚7:00-
8:30。会议将在Zoom上进行， 您将在会
议中获得如何寻求学校帮助等问题的答
案。

2021-2022学年的家庭活动讲座

学区的“家庭伙伴关系”与“文化桥梁”合作组织了这些活动。欢迎学区所有学生及家庭
参加。 

会议以英语、西班牙语和普通话进行。同时提供其他语种的口译服务。如果您需要其他语
种的翻译服务，请联系Lorna Gilmour: gilmourl@issaquah.wednet.edu. 如果您想参与帮助
这些活动，请联系Alicia Spinner: alicia@isfdn.org.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issaquah.wednet.edu/family/cultural-and-family-partnerships/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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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Accommodation 对学生的学业计划或日常安排所做的改变，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Chaperone 陪同或照顾一群学生进行实地考察或体育活动的人

CCSS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一套为K-12年级学生设计的数学和英语语言艺术的国家教材。目的是帮助
学生为考大学和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Extracurricular 由学校赞助的校外活动。这些活动可能要收取费用

Fundraiser 学校为体育、艺术、音乐和用品等其他项目筹集资金

Highly Capable 
Student

一个在认知和成绩测试中得分在前3-5%的学生。 分数通常在97%以上

IEPS Individual 
Education Programs

每年为残疾或者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制定的书面教育计划

LRC Learning 
Resource Classroom

特殊教育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教师指导的教室。根据学生的个人教育计划，
他们可以在这个班级接受半天或全天的学习

NGSS 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一套为K-12年级学生设计的科学和工程的国家教材。目的是帮助学生为考
大学和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PE  Physical 
Education

一个学生锻炼身体的课程

PTSA / PTA  Parent 
Teacher (Student) 
Association

一个支持学生和家庭的家长组织，以确保教育的成功

Special Education 为残疾或者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提供的特殊教育计划 
VOICE Mentors 在学术、社交或生活技能方面指导学生的志愿者

国家（青少年）荣誉学会   
一个承认和鼓励学术成就的组织，同
时也培养民主社会中公民所必需的其
他特征。

国家（青少年）荣誉学会提高了学校
对学术、服务、领导力、品格和公民
意识等价值的要求。自1929年成立以
来，这五大核心价值一直与该组织的
成员资格相关。

欲了解更多关于这五大价值的信息，
请访问: https://www.njhs.us

想要加入他们学校分会的学生，需要
在七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后有一定的累
积平均分（GPA）。为了保持会员资
格，学生必须完成8小时的社区服务
并参加会议。会员可以选择进行这项
活动，直到高中时被称为国家荣誉学
会。



     
幼儿园的入学准备工作

儿童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成长和发展。您的孩子可能在以下领域拥有较多或较少的技能。请以本文件为指
导，为学生创造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16      幼儿园Kindergarten to High School

幼儿园

Issaquah学区为所有学生提供免费的
全日制幼儿园，也为家庭提供半日制
幼儿园。参加半日制幼儿园的学生仍
然可以在早上乘坐校车。但是，如果
父母或监护人选择半日制课程，他们
有责任在三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接孩
子回家。幼儿园的注册时间在2月初开
始，3月结束。您需要在自己地址所在
地小学进行注册。 

I如果您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明年将上
哪所学校，学区交通部可以为您提供
帮助。请致电425-837-6310，或在交
通部的E-Link系统中输入您的家庭地
址，查找您所属学校: https://issaquah.
wednet.edu/family/transportation/
elink.

双语言沉浸式项目
该项目设在Clark小学和Issaquah Valley
小学（IVE），目的是在这两所学校提供
该项目。每年的幼儿园注册期间，即将秋
季入学的幼儿园学生都有资格申请。学区
的所有学生都可以申请。如果他们住在以
上两所学校的范围之外，家长需自己提
供接送服务。进入双语言项目的幼儿园学
生将组成一个有可能持续到高中的团体。
关于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请直接联系
Clark小学（425-837-6300）或Issaquah 
Valley小学（425-837-6600）。

双语言教育项目将讲英语的学生与讲西班
牙语的学生结合起来。学术指导将以两种
语言进行。社交和学术学习在一个重视所
有学生的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进行，并设
定高标准，最终实现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学
术成功。

清楚地表达，
以便别人能理解他们的话。
在讨论中轮流发言。
遵守多步骤的指示。
.....................................................................
与其他孩子愉快地进行游戏。
与他人分享，并轮流使用工具。
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通知大人。
用语言来解决与同伴的分歧。
.....................................................................
知道字母和数字是不同的。
能说出许多字母的名称。
发出许多字母的声音。
会说押韵的词语。
喜欢阅读和听故事。
能正确地握住书本。
能写出自己名字中的大部分字母。
理解字母可以组成单词。
知道文字是我们与他人交流的一种方式。

对新事物或想法感到好奇。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特征对物体进行分类。
记住并复述家庭经历。
.....................................................................
能正确地握住和使用铅笔。
能走、跑、跳。
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上厕所。
上完厕所后会洗手。
自己穿上外套和鞋子。
....................................................................
数出一组物品的数量。
大声数数，按顺序数到10或更多。
使用 "所有 "和 "一些 "这样的词来描述物
品的数量。 

如果您对孩子上幼儿园的准备情况有疑
虑 ， 请 与 您 的 学 前 班 老 师 、 儿 科 医 生
讨论，或致电425-837-7197联系Child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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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一至五年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被视为
小学教育，Issaquah学区共有15所小
学。

课程安排  
每个班级由一名教师，以小组形式或
一对一的方式向全班学生教授大部分
科目。其他成年人，如辅助人员或家
长志愿者，也可以参与学生的学习。
学生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他
们的教室里度过。对于音乐、体育和
图书馆的学习，学生会去其他教室，
由专科老师教授。教师们会在他们的
网站上公布每周的时间表。正常情况
下，学生每天有20分钟的午餐时间和
两次20分钟的课间休息，周三除外。
每个年级学生都将被重新分班，学生
每年都会遇到不同的老师。 

行为举止  
孩子们被要求在学校内行走，不要大
声喧哗，尊重每名学生的个人空间，
或称 "空间泡沫"。在课间休息时，他
们会被要求把手放在自己身上，不要
粗暴地玩耍。在课堂上，学生需要举
手说话。学生在课堂上要积极参与；
这将记录在他们的成绩单上的 "促进
学习的行为 "中。

CLEVER
Clever是供学生访问各种课程工具
和技术资源的在线登录软件（SSO）
。Clev e r取消了多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的需要。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 :https://www.issaquah.wednet.
edu/district/departments/Technology/
elementarylogin

SEESAW
Seesaw是一个教师可以用来提供额
外学习活动的线上软件。它还允许
学生向他们的老师提交某些作业。
同时Seesaw提供一个家长和家庭应
用程序，可以用来查看学生的作业
情况。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 
https://www.issaquah.wednet.edu/
district/departments/Technology/
elementarylogin

成绩  
成绩单不会被邮寄到家里。家长需要
登录 Family Access 查看和下载成绩
单。美国没有排名系统，小学的成绩
不计入大学。

教师使用学前测试和学后测试来跟踪
学生的进步情况。学前预测是在学习
一个单元之前进行的，所以教师可以
了解学生已经掌握了什么。

教师使用日常作业和测试来为学生的
成绩打分。学生的成绩是根据华盛顿
州的标准来评定的，每三个月的成绩
单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术表现
的年终标准的进展:

4级：超过标准
3级：符合标准
2级：接近标准

1级：远远低于标准

2级和3级是最常见的等级。您应为
取得3级而满意! 欲了解更多信息（
英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韩语），
请访问https://issaquah.wednet.edu/
academics/fieldtest.

PBSES 积极行为社交和情感支持  
学区对PBSES的愿景声明尊重积极和
可预测的关系、主动促进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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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能够在社交和情感方面安全
健康的生活。更多信息可以在这里
找到: https://issaquah.wednet.edu/
academics/programs/pbses.

高能力项目计划  
Issaquah学区的高能力计划为符合条
件的K-12年级学生提供可持续的服
务。资格测试是必需的。PEP是为幼儿
园至二年级学生提供的课程。MERLIN
和SAGE适用于三至五年级的学生。
六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学生有多种学
术上的选择。要查看这些项目的细
节和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
www.issaquah.wednet.edu/academics/
programs/gifted.

科学技术项目  
这些项目是为四、五年级学生提供的
额外强化科学和技术的项目。这些
项目只在Briarwood小学、Cascade 
Ridge小学和Clark小学提供，但本学
区的所有学生都可以申请该项目。当
学生就读三年级时，他们会在4月通
过抽签的方式来申请。每年的2月和
3月会有家长信息会。申请者必须出
席信息会议。如果自己所在学校不是
项目指定学校，家长需要为他们的孩
子提供接送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issaquah.wednet.edu/
academics/programs/ScienceTech.

实地考察  
在外出实地考察旅行之前，许可单会
被寄给学生的家长。家长在签字后需
要将许可单交回学校。如果家长不希
望他们的孩子参加某次旅行，我们会
为学生安排其他活动。
 
庆祝活动  
学校为学生组织很多特殊活动，如睡
衣日、疯狂发型日等。这些被称为精
神日。老师会通知您这些活动的细
节。如果您对家庭所庆祝的节日有疑
问，请与您的老师交谈。学校鼓励孩

子们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保持尊重。
请家长不要向学校寄送生日或其他聚
会的邀请函，特别是当一个班级的所
有孩子都不在其中时。某些学校，每
个月都会为孩子们庆祝一次生日。请
向您孩子的老师了解有关教室庆祝活
动的信息。

志愿者   
志愿者在学校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COVID大流行之前，我们欢迎所有
家庭成员加入志愿者行列。孩子们
喜欢看到父母、祖父母和监护人在他
们的教室、课间休息和活动中做志愿
者! 在本刊物发布时，由于COVID产
生的对志愿者活动的限制仍未取消。
但如果您有兴趣做志愿者，请询问您
孩子的老师，学校是否会在这个时候
接受志愿者申请。

过去，所有来访者都被要求在学校办
公室签到，并被要求一直佩戴访客徽
章。一旦一个人完成了学区的背景调
查和志愿者申请表，学校就欢迎所有
家长在办公室、教室、图书馆或保健
室做志愿者。志愿者们帮助PTSA/PTA
支持艺术讲解员项目，以及学校其他
的丰富活动。志愿者被要求完成在线
背景调查申请，他们的志愿者批准只
持续一个学年。欲了解最新信息，请
访问: https://www.issaquah.wednet.
edu/human-resources/volunteers.

健康  
如果学生出现健康问题，家长回会被
要求接走他们的孩子。口腔温度达到
或超过100°的学生应留在家中，直到
24小时内不发烧后才可返校。您可以
通过学校办公室与学校护士取得联系
进行咨询。

激光笔/尖锐物品  
由于这些物品可能对眼睛造成严重伤
害，学生不允许在校园或校车上携带
或使用激光笔/尖锐物品。每所学校都
有自己的规定，但某些东西，例如手
机、悬浮滑板、滑轮、帽子和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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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被推荐在学校使用的物品。

宠物/动物  
学区已经实施了禁止携带宠物的规
定。除非遵守学区的所有规定和程
序，否则不得将宠物带入学校。请向
您的教学楼管理员咨询有关批准的程
序和必要的表格。 

摄影
专业摄影师会到每所学校拍摄个人和
集体照。但是，学生不需要必须购买
照片。在摄影师为学生拍照前，如何
购买照片的信息会被寄到家里。部分
利润将返还给每所学校的PTSA/PTA。

安全问题  
安全演习如火灾、地震、就地避难和
封锁演习每月进行一次。演习帮助学
生和工作人员熟悉真正的紧急情况发
生时应遵循的程序。

安全巡逻队
在大多数学校，五年级学生有机会成
为巡逻员。加入学校安全巡逻队服务
是一种荣誉，学生们都是经过精心挑
选的，他们被告知自己的职责，并被
告诫在帮助其他孩子过马路时要注意
礼节和安全。请告知您的孩子服从安
全巡逻队的安排。

课前和课后  
我们要求家长将学生送到学校的时间
不早于上课前10分钟。如果您的学
生步行到学校，或者您开车送您的孩
子，请确保在上课前10分钟负责他们
的安全。

提前离校  
如果孩子因故必须提前离校，家长需
要到办公室签字后才能接走他们的孩
子。办公室人员会将学生从教室里接
出来。请不要到教室里去接孩子。如
果您孩子离开学校的时间在正常放学
时间的2小时内，那么将被记录为早
退。

社区传单
学区允许外部组织通过Peachjar电
子传单发布系统向学生和家庭发布
信息。经学区批准后，传单会通过
Peachjar直接发送给家长。它们也会
被张贴在每个学校的电子传单网页
上。这些传单提供了社区活动、课外
班、PTA/PTSA等等信息。

五年级  
小学教育的最后一年，学校会为学生
举办特殊活动。学年的最后一次集会
对五年级学生来讲非常特别，因为他
们可以和所有学生一起庆祝完成小学
学业。之后，他们可以在升学典礼上
与家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不叫毕业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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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六至八年级学生接受的教育被视为初中教
育，Issaquah学区共有五所初中。

选课  
每年3月份，学生需要选出下一年的课
程。他们会收到相关信息的资料包，家长
可以登录Student Access帮助学生选课。

每个年级的学生都需要选择语言艺术、社
会研究、数学和科学课程，这些课程被称
为核心课程。在语言艺术、数学和科学方
面，学生可以选择高级课和加速课程；这
些课程是通过自我评估选择模式进行的。
相关信息可以在学生的选课资料包和学区
网站上找到。还有一些额外的必修课，如
健康和体育（体育教育）以及科技智能（
仅六年级）。同时还有一些选修课，如合
唱团、乐队、管弦乐队、西班牙语等。

时间安排  
学生在不同的教室学习每个科目，他们有
不同的老师。一节课的课时在50至55分钟
之间。每天有6至7节课。他们有30分钟的
午餐时间，但没有课间休息。

CANVAS
Canvas是Issaquah学区为六至十二
年级学生提供的学习管理软件。通过
Canvas，学生可以访问所有的课程作
业，提交作业，并与老师和同学联系。

家长可以在Canvas中担任观察者的角
色，从而可以查看他们学生的课程。视
频教程和Canvas用户指南如下: https://
www.issaquah.wednet.edu/distr ict/
departments/Technology/canvas

成绩  
教师使用字母评分。A, A-, B+, B, B-, 
C+, C, C-, D+, D, F（D为合格，F为不
合格）。阅读每位教师的教学大纲以了解
评分要求是很重要的。初中生每年会收到
3个正式的成绩单。家长可以通过Family 
Access查看学生的成绩。美国没有排名系
统。

高中学分  
所有完成高中学分课程的七、八年级学生
都有资格将这些成绩和学分列入高中成绩
单。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添加学分和成绩的
申请，学生在八年级时可以与他/她的辅
导员进行学分审查。请注意，一旦成绩被
添加到高中成绩单上，该成绩和学分就不
能被删除，并将永久保留在学生的平均成
绩计算中。
 
考试  
考试有班级考试、学区考试和国家考试。
对于班级测试，教师根据课程编写测试。
学生在三个月内会有几次这样的测试。对
于学区测试，学生将被要求在学期三个月
前进行预评估测试，在完成一个单元的学
习或三个月后再进行测试。关于州级测
试，参见第7页。

晋级  
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如果在12
个学期的共同核心课程中至少有11门获得
合格成绩，才能升入下一年级。在语言艺
术、社会研究或数学方面有一次以上不及
格的学生，学校建议他们亲自参加学区的
暑期补课。校长将在学年的最后一天向需
要留级的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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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学生都必须制定一个高中及以后的
计划，以指导学生的高中生活，包括高中
以后的教育或培训和职业计划。学生应与
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合作制定他们的 "高
中计划"。

3)学生必须达到学区批准的毕业的要求，
才能毕业。所有学生应向他们的辅导员咨
询有关毕业要求的更多信息。

4)学区要求所有学生具备技术能力。

成绩  
教师使用字母评分。A, A-, B+, B, B-, 
C+, C, C-, D+, D, F（D为合格，F为不合
格）。阅读每位老师的教学大纲以了解评
分标准是很重要的。高中生在每学期结束
后会得到他们的成绩。家长（和学生）可
以通过Family Access查看他们的成绩。
美国没有排名系统。大学和雇主看的是高
中成绩单，上面列出了所有高中成绩、课
程和学生的累积平均分（GPA）。 

高中

九至十二年级学生接受的教育被视为高中
教育，Issaquah学区共有四所高中。九年
级的学生称为新生；十年级的学生称为高
中二年级；十一年级的学生称为高中三年
级；十二年级的学生称为高年级生。

毕业要求   
学生必须满足四个要求，才能高中毕
业。(1) 获得规定的学分；(2) 制定一个
高中及以后的计划；(3) 达到学区批准的
毕业要求；以及(4) 具备技术能力。

州政府要求学生在特定科目领域至少获得
24个学分才能从高中毕业。允许学区制定
超过州政府规定的最低数量的学分要求，
或为一所或多所实施替代要求的高中获得
基于学分要求的豁免权。

1)州政府要求学生在指定的学科领域获
得至少24个学分才能从高中毕业。对于
Issaquah高中（IHS）、Skyline高中
（SHS）和Liberty高中（LHS），学区已
经制定了以下毕业学分和课程要求:

学科  Issa-
quah/
Skyline
高中 

Liberty高中 
(2021-22学
年)    

Liberty高
中 (2023
学年)  

Liberty高
中 (2024
学年)    

Liberty高
中 (2025
学年)  

English （英文） 4  4  4 4  4  

Mathematics （数学） 3  3 3 3  3  

Social Studies （社会学） 3  3  3 3  3  

Science  （科学） 3  3  3 3  3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职业技术教育）

1 1  1 1  1  

Fitness/Physical Education （
体育）

1.5 1.5   1.5 1.5  1.5  

Health （健康） .5  .5  .5 .5  .5  

Arts/Personal Pathway 艺
术）

2  2  2 2 2 

World Langs./Pers. Pathway 
（世界语言）

2  2  2 2  2  

Electives （选修课） 4  8  7 6  5

Total Credits （总学分） 24  28 27 26 25



AP高级课程   
在Liberty和Issaquah高中，学生可以参
加这些大学水平的课程。学生是否获得大
学学分取决于他们的考试成绩和他们就读
的大学。

IB国际大学预科  
这是Skyline高中的学生可以获得的文凭
课程。这是一个基于国际标准的十一至十
二年级的大学预科课程。十年级的学生将
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概述他们在十一和
十二年级的课程。该文凭得到世界上许多
大学的认可。

RUNNING START  
所有高中生都可以选择在网上学习某些课
程。十一和十二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社区
大学，同时获得大学和高中的学分。

成绩单  
这是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业成绩的正式记
录。大学和雇主只看高中的成绩单（而不
是初中或小学的成绩单）。

世界语言学分   
如果学生参加考试并达到评分要求，可以
获得世界语言学分。这对双语/ELL学生来
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获得流利的第
一语言的学分。详情请咨询您的高中辅导
员。

大学和职业中心  
学校为想要了解毕业后教育和职业决定信
息的学生和家长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如财
政援助、兼职工作、志愿者机会等。请在
学校的网站上寻找相关信息。

舞蹈  
学校为学生组织可选的舞蹈课。迎新
返校庆祝活动会在秋季举行。虽然这
是一个正式的活动，但女孩通常会穿
短裙参加。舞会还会涉及到一场橄
榄球比赛。TO L O是一个春季舞会，

根据传统，女孩会邀请男孩作为她们的
舞伴参加。学生们根据不同的主题穿上
有趣的服装。此外，学年结束时，学校
会组织毕业舞会。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活动，所以女孩穿长裙，男孩穿晚礼服。

无毒品区  
根 据 I s s a q u a h 市 和 金 县 的 规
定，Issaquah学区的学校被保护为无毒
品区。无毒品区规定，任何人在指定的
学校、校车站或公共公园的1000英尺范
围内贩运毒品，都将受到双倍处罚。

骚扰、恐吓和欺凌  
如果学生觉得自己因为种族，信仰，肤
色，国籍，血统，性别，性取向，或残
疾问题而被骚扰，恐吓，或欺负，学生应
立即向老师，辅导员，或大楼管理员报告
此类事件。第3207号条例的完整副本可在
任何学校或以下网站查阅 www.issaquah.
wednet.edu.

GIBSON EK 高中   
这是本区新建的一所高中，于2016年9月
开始投入使用。这所学校采用大画面学习
模式，鼓励学生使用 "跳出盒子 "的学习
方法。在Gibson Ek高中，学生通过精心
挑选的项目进行学习，而不是像普通高中
的学生那样接受课堂教学。新的学习方法
对一些人来说效果更好。如果您有疑问或
想了解更多关于学校的信息，请访问: 
www.gibsone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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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衣服
和用品的支持

食品计划 - 每所学校都有一个
提供小型早餐和/或零食选择的
项目计划 - 请向您的护士、老
师或学校辅导员咨询。 

免费和减价午餐的报名 http://
www.issaquah.wednet.edu/
district/departments/operations/
foodservice。对于不符合条件但
仍有经济需求的家庭，您仍可
以申请援助。请致电425-837-
5060了解详情。

休息日午餐、夏季午餐计划和
周末动力计划 - 向Issaquah食品
和服装银行查询: https://www.
issaquahfoodbank.org/special-
programs/ 或致电425-392-4123
转16。

衣橱 - 每所高中都可以为学生提
供新的或二手衣物。请与您学
生的辅导员联系。Issaquah食
品和服装银行也是一个很好的
资源 https://issaquahfoodbank.
org/. 

Tools 4 School - 您需要在春季/
夏季注册，以便在8月份获得免
费书包和学习用品。注册和其
他细节会发布在: www.isfdn.
org/tools4school. 每所学校都会
全年提供书包和用品。请向学
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咨询。

乐队乐器  - 大多数初中和高中
都可以免费或减免租金获得乐
队乐器。请向您学校的乐队老
师咨询。 

礼服和头饰 - 对Issaquah学区
的高中生免费开放，他们可以
免费领取勇于舞会的礼服、西

装、鞋子和配饰。

学业支持

各学校经常提供免费的课后辅
导。不同的学校和年级有不同
的计划，但学生有很多机会可
以向老师提问、做作业、使用
电脑，在中学阶段还可以乘坐
免费活动校车回家。请向办公
室工作人员了解您所在学校的
相关信息。

为您的学生做导师 – 学区VOICE
导师计划可能会为您孩子提供
一对一的导师辅导。请与您学
校的辅导员或老师沟通，看看
他们是否符合条件。

奖学金: 在高中阶段提供PSAT/
SAT/AP/IB考试。请向您学校的
工作人员了解更多信息。

实 地 考 察 、 体 育 校 服 以 及 年
鉴、舞会门票、高年级生聚会
等方面的助学金也可以提供。
请咨询您学校的工作人员。

学生学业补助金 Issaquah
学 校 基 金 会 为 辅 导 学 习 和
其 他 外 部 学 术 支 持 提 供 补
助。 https: / / isfdn.org/our-
purpose/advancing-academic-
a c h i e v e m e n t 5 / s t u d e n t -
academic-grants/

其他支持 

学校辅导员 每所学校都有帮助
支持学生学业和心理健康的辅
导员。 https://www.issaquah.
wednet.edu/family/counseling-
services.

课 前 / 课 后 （ B A S C ） 计 划 
-Issaquah学区的BASC计划可
能提供财政援助（K-8年级）
。 请致电425-837-5080索取申
请表格。

成绩单的翻译 - 基金会的文化桥
梁项目组可以帮助您翻译成绩
单。请联系culturalbridges@
isfdn.org，寻求帮助。

视力检查是在学校进行的。任
何需要进一步视力筛查或配
眼镜的学生可以联系他们的校
医，以获得低价和免费的验光
师预约和眼镜。

每所学校都可以使用护士基金
来帮助学生满足基本需求。您
可以向学校护士或辅导员了解
这一资源。

许多学校都有PTSA/PTA天使或
外展计划支持学生的学业。如
有兴趣，请务必询问办公室工
作人员。

有关本学区其他资源的信息，
请 参 见 网 上 的 社 区 资 源 目
录: https://www.issaquahwa.
gov/268/Human-Services.

为家庭提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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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关于
Issaquah学校基金会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或致电425.391.8557联系我们。

isfdn.org

为每位学生，每所学校助一臂之力

Issaquah学校基金会自1987年成立至今，仍然致力于支
持我们社区的学生。通过资助学术支持、学生基本需
求、心理和行为健康、学生和教师补助、STEM和机器人
项目以及有针对性的社区宣传等领域的资源，基金会努
力确保学生在不断变化的学习环境中拥有学习所需的资
源。请在今天为我们捐款或参加志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