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鲁克大学高中校园 

社区标准 

巴鲁克人：| 名词和形容词 

来自巴鲁克大学高中校园的学者 

一个自我反思和准备好去大学的学生，全球公民，和终生读者 

例如：从巴鲁克（BCCHS）毕业后，巴丘里人将改变世界。 

 

我们是一个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致力于开发全面，终身学习者的社区。 我们严格

的学习课程，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学习联系而增强，导致社会意识和负责任的公民。 学生

们跨学科合作，探索文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数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在巴鲁克（

BCCHS），我们培养了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发展终身学习者的愿望。 这将以口头，视

觉和书面形式开发。 我们对高标准的承诺使我们的学生成为这个转型世界的积极参与

者。 

 

巴鲁克的（BCCHS）核心价值观 

严格：我们如何使用五种心灵习惯（观点，联系，意义，证据和假设）来挑战和延伸我们

的思维？ 

社区：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课堂和以外培养和扩大社区？ 

真正的世界连接：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学习来理解我们的世界？ 

全球公民：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知识来解决问题，改变我们的世界？ 

 

巴鲁克（BCCHS）全校的信仰 

我们是一个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团体，致力于在课堂内外发展同情，热情和非凡的

生活学习者。 

 

同情心 

● 我们是善良，体贴，支持和理解的 

● 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 

● 当我们需要时，我们要求帮助 

 

热心 

● 我们显示好奇心并提出问题 

● 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深入了解我们的知识 

● 我们随时准备学习 

● 我们把快乐带到教室里 

 

非凡 

● 我们寻求自我完善 

● 我们每天努力成为我们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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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帮助别人成长，成为自己最好的自己 

● 我们在自己和同行中发展领导力 

 
每年，我们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反思和修改这些标准。 我们致力于让社区中的每一

个选区都有一个在学校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声音。 此外，学校的所有成员都将与家人审查

学校规则和协议并签字。 
 
对所有人的尊重 
 
BCCHS坚信，我们社区的每个成员丰富了我们的学校，并有资格获得安全和支持的学习

环境。 
 
所有关于欺凌，骚扰或恐吓行为的报道都将进行调查。 被告受害人和被告的父母都将被

通知调查结果（视适用的保密要求而定）。在调查结束时，将作出书面决定。 是否构成

欺凌或恐吓或违反“纪律守则”。 违反“纪律处分规定”的行为，按照“全省”纪检干预措施标

准“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巴鲁克大学高中校园 
学校程序 

 
电子政策 

 
手机，MP3播放器和任何电子设备在课堂上不可见（看到或听到）。 学生在上课之前，

应先把他们的耳机放下去。 如果手机在课堂上响起，学生将按照学校手机政策的规定，

受到纪律的追逐。 如果发现学生看着他们的手机屏幕（发短信，阅读网络/电子邮件等）

，将被没收，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无效，院长将被通知。 
 
学生可以在自由活动期间使用自己的MP3播放器/手机，在自助餐厅和走廊里吃午饭，只

要不妨碍别人学习，就可以听音乐。 学生可以在走廊里查看他们的电话，阅读电子邮件

并查看时间。 
 

学生照片证 
 
学生被授予巴鲁克大学 ID，以便他们进入巴鲁克大学图书馆。 
学生有时会随身携带照片身份证。新生在学校的第一天出示照片身份证。如果一个学生失

去了大学身份证，他/他必须在总部看到一个秘书，支付10美元的费用并收到替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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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和延迟 
学校成功与出勤率直接相关 

 
 虽然我们了解到有些缺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敦促每个学生尽可能每天上学。学生的

任用应在上课时间后进行。如果主要办公室收到家长/监护人的书面通知，学生只能在学

校提早退学。 
  
上课时间是上午8:30 - 下午2:51。延长的一天在下午3:45结束。学生将在8:30之前进入第

一期课程。 8:30以后抵达的学生必须迟到才能上课。 
 
迟到任何课程的学生，包括第一期和午餐后，不会收到上课的参与资格。如果家庭作业在

到达之前收集了，他们将不会获得作业的信用。如果一名学生迟到，或者有一个不定期的

缺席，他们的整体班级会降低。每个课程共享重要信息。良好的出勤和守时对学业成功至

关重要。 
  
如果缺席，父母/监护人必须在上午9:30之前打电话给212.683.7440。如果学生由于预约

迟到，请在当天上午8:00之前通知学校。第一期间每天早上正式出席，并向总部报告。每

位班老师也要考虑他/她的记录。如果学生被标记为缺席，并且我们未通知，则会向家长/
监护人发出电话。如果学生已经从医生或其他官方来源提交了笔记，那么缺席只被视为

“免除”，代表在席。 
  
如果学生未经许可离开学校或者跳课，他们将会失去那堂课的分数。这包括：家庭作业，

由于他们错过的一天到期，分配在他们错过的那天的家庭作业，测试/项目管理/到期当天

他们缺席和参与。 
延迟政策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准时准时开始工作。为了解决那些长期迟到的学生，我们制定了以下

政策：经过5次无理由跳课，一封信将被送回家，并与顾问进行后续会议。 
 
迟到学生错失了宝贵的指导时间，对学习有负面影响。他们还通过迟到进入课程，打扰同

学的学习和学习 
 

着装要求 
学生在学校时要适当穿着。这意味着不应该暴露中脚跟，不得露出内衣，也不允许头饰。

例外是出于宗教原因。睡衣可能没有穿到学校。上学期间，学校不允许有帽子，抹布和头

盔。这包括在午餐和走廊里。如果一个学生被戴上帽子，老师会要求他们把它删除，帽子

将被带到办公室，在那里学生可以在一天结束时把它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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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课 
学生必须在安全处登记，如果在自习课期间离开学校。一天开学的学生可能会上学第一班

，但是，重复迟到或其他纪律问题可能会导致学生全天失学，被要求全天在学。 
 

安全 
参观者必须在上学前做好安排。保安人员将要求身份查验并确认任用。 
我们期待着家长参观，但请遵循这些程序。学生访客必须提前批准。 
  
在学校的第一天将向学生提供蓝色的紧急联络卡。每学期必须完成一张新卡。这是非常重

要的，这是每个学生的档案。请填写所有信息并返回第二天。 
 

健康程序 
任何需要定期在学校接受处方药或有需要监护的医疗条件的学生，必须通过指导顾问提交

504表格。请在第一周内通知学校，以便我们方便这一过程。需要短期服用处方药的学生

必须携带医生或家长/监护人的笔记到主办公室。学校不负责配药。 
如果学生在学校生病，学生会看到学校护士。为了回家，我们必须和蓝牌上的父母，监护

人或紧急联系人说话，以获得同意释放学生。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学生生病的时候，我

们会要求家长/监护人从学校上课。如果我们无法联系紧急卡上列出的任何成年人，孩子

似乎需要立即医疗，我们将按照紧急卡上的说明或拨打911。 
 

午餐 
所有学生可以在校外进行午餐，只要他们有父母许可。他们可能不会从午餐回来。预计学

生预算时间。这将被严格执行。 
学生将在学校的第一周收到午餐表，用于确定免费或减免膳食的资格。所有学生必须退还

午餐表格！该表格还用于确定谁接受PSAT和SAT的费用豁免。营养和食品服务局将在学

校的第一天开始供应午餐。没有资格免费或减免膳食的学生可以购买学校午餐。 
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持自助餐厅的干净。 
 

交通 
 半数或全额票价的学生资格由教育部学生交通办公室决定。学生必须以书面形式向主要

办公室报告遗失或被盗的卡片。丢失或被盗的卡不能被替换，直到下个月的第一个月。 
 

通讯 
教育署每年指定两个家长教师会议，一个是秋季，一个在春季。 
家长/监护人可致电212.683.7440联系校长或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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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话号码： 
办公室 -212.683.7440 
传真 - 212.683.7338 

Email 邮件 - bcchs@bcchsnyc.net 
 
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我们无法给学生留言。 
 

社区服务 
学生每年必须完成二十小时的服务。这是毕业的要求，将在咨询中详细讨论。 
 

咨询 
 每个学生都有一名顾问老师，他将监督他/她的进步。我们相信这样可以优化学生在学校

的成功。鼓励家长/监护人联系顾问，了解他/她的孩子的一般问题。咨询小组在一起 
他们在BCCHS的岁月。顾问帮助他/她的学生保持正轨，包括满足社区服务时间，阅读标

准和其他学术要求。学生将获得年级，并获得一年的选修学分。 
 

储物柜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储物柜。分发是通过咨询老师，并将在学校的头十天进行。学生只能使

用组合锁。 
 

宝贵的个人物品 
 学校尽全力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但不承担学生盗用个人财物的责任。希望在学校储物

柜里离开个人财产的学生，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学校对他们的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包

括个人音箱，运动器材，笔记本电脑，计算器等。学生不得将辊刀，滑板，滑板车或任何

此类物品带到学校。 
供应 
学生应该提供自己的基本学校用品。体育教师将为学生提供有关参加体育运动的适当服装

的信息。 
 

教科书 
 大多数课程将提供教科书。大多数课程还有一套教科书（不是文学书籍）。学生有责任

保持书籍状况良好。建议使用书籍封面。学生将收取任何条件金额如果有损坏或遗失的书

籍，包括商业书籍。 4楼有一个图书馆。 
 

疏散演习 
当你听到火警或PA通知时，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离开教室 - 不要拿书或大衣。 
 有绝对没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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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间A（由浴室和13间客房组成）：通过公园大道大楼到公园大道。班级应该向北走到

26街，26街左转，离开麦迪逊大道，25街离开学校。 
楼梯间B（由电梯）：通过前门到25街应该向西，但留在25街。 
楼梯间C：通过校长办公室到25街，应向西，但留在25街 
 

收纳室 
213,313,413,513 
疏散演习时不能下楼的学生，应该到楼上的保管室。 
理想情况下，学校清理人员将他们带到收纳室，同时清理地板并等待。 
如果清理人员不再，可以找有空的老师，并且和他们呆在一起 
如果没有成年人留在学生身边，老师应该将班级学生送达别的班级。 
 
避难所：在PA上公布一个避难所。课程将照常继续，但学校的前门将被锁定，任何人不

得进入或离开大楼。这是我们学校以外的危险情况。 
 
软锁定：在PA系统上将公布软锁定。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把门锁上，关上，把窗户盖

上门。学生要离开窗户 - 走下书桌或沿着墙壁排队。这意味着建筑物中可能有入侵者。 
 
硬锁定：在PA系统上将公布一个硬锁定。老师会把门锁上，盖上窗户。管理也将处于锁

定模式。学生要离开窗户 - 走下书桌或沿着墙壁排队。我们打电话给911，因为那里有入

侵者。 
 
在锁定中，走廊/浴室的学生应迅速移动到最近的教室进入。自助餐厅的学生将进入带厨

房工作人员的储藏室。 
 

～巴鲁克 Google电子邮件使用指南～ 
 

我们的学校网站www.bcchsnyc.net用于沟通，博客，网页设计，日历项目和帖子。以下

是专业设置（学校）中适当电子邮件使用的准则： 
使用大量电子邮件（电子邮件“bcchscommunity”）：您可以通过在电子邮件的“至”框中键

入bcchscommunity，向整个学校社区发送电子邮件。这通过bcchsnyc.net电子邮件地址

（学生和工作人员）发送给大家。 
 
 大量电子邮件应该用于： 
代表俱乐部并宣布即将举行的活动 
代表教师，作为教师实习生。 
写一个特定的课堂，或者关于学术问题的小组，例如小组项目的问题，提醒材料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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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电子邮件不应该用于： 
安全问题/个人事故。如果有疑虑，学生应该立即与老师和/或管理员私下讲话，以便妥善

处理。 
冒个人的不满。这不是一个“回覆所有”回应一个人的论坛。给个人发电子邮件，并保持专

业和适当的语气。 
 
写别人的电子邮件。如果学生将电子邮件登录在公用计算机上，请不要在学校社区输入电

子邮件。相反，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并退出他们的帐户。让学生知道，所以他们未来不会

犯这个错误，通过找到他们并私下告诉他们。 
 
写入一个特定的组。如果你只写一个较小的子集，不要使用“全校”。请写入该组，然后输

入组名或每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记得！ BCCHS电子邮件是您的专业帐户，应该被视为这样。我们很高兴您正在使用它进

行沟通，但请务必遵循上述在线“网络礼仪”和专业精神的准则。 
 

～互联网使用政策～ 
 

纽约市教育厅的互联网使用政策是为确保互联网资源得到适当的使用而建立起来的，我们

的教育界可以通过不断危及安全的方式在线上获得令人兴奋的资源。和幸福。 
 
通过板连接或设备访问或使用互联网的目的是全面的教育;因此，任何利用部门关系的人

都必须通过仅将互联网资源用于教育目的和适当的法律手段来管理目的。 
 
通过部门连接或设备进入或使用互联网的所有人员，无论是使用部门硬件，软件和/或帐

户的董事会位置还是远程位置，均禁止使用此类连接或设备进行教育以外的其他重大事件 
 
并特别禁止从： 
发送或接收个人消息 
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目的，广告或类似的客观性 
未经许可使用版权材料 
游说政治目的或征求意见 
访问色情或淫秽材料 
发送或接收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煽动性，仇恨或淫秽的讯息 
破坏日期，软件或设备 
未经授权发送或接收他人的消息 
未经授权请求或提供家庭电话号码，地址或其他个人信息 
 

7 



 
部门和/或CHANCELLOR保留权利撤销互联网访问或使用任何人员在非法，非法或非法

手段中使用部门或设备，或违反部门有关访问和使用互联网的政策或的地方，州或联邦法

律。 
 
本政策的违规行为可能受到法律和/或法律行为的制约。 
 
您必须是负责任的用户，并遵守中央电脑部“互联网使用政策”文件中的所有法律和法规。

任何不当将导致终止帐户和访问以及可能的故意行为。 
 

学术诚信 
一）学校政策： 
 
巴鲁克大学校园高中的学术不诚实和剽窃不会被容忍。学校的目标是保持严格的学术水平

，为学生提供高等学习机会。学校努力教授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因此个人与工作的互动

至关重要。剽窃违反学校标准，贬低了真正有意义的教育的最终目标。 
 
二） 定义 
言语或写作中的剽窃是将别人的工作陈果当作自己的行为。此外，剽窃被定义为使用源的

基本风格和表达方式，就像它是自己的一样。剽窃行为包括使用另一人的工作的学生，或

者自己没有完成任务的任何部分。 
 
三）纪律处分 
一旦对学生进行了足够的调查，将会实施后果。学生应该意识到，这个程序的一部分包括

通知家长/监护人，顾问，学院办公室，相关年龄组的其他老师，如果学生是高级生。 
 

～学术研究～ 
 

数据库 
 
一）巴鲁克大学指南 
巴鲁克大学图书馆员已经通过网络查找特别好的研究来源。大多数都可以在线和在家。 
转到 - http://newman.baruch.cuny.edu/search/subjectguides.html并选择最相关的主题

（例如历史记录） 
选择时间段和您要查找的来源类型。 
 
二）纽约公立图书馆 - 可在家或学校在线上网 
转到http://www.nypl.org/collections - 选择“文章和数据库” 
在“文章和数据库”下，在“主题”行中与您的研究相匹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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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可从家中获得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可以在家中使用NYPL卡号）。 
出现提示时，输入您的库卡号。 
或者：在左边的菜单中选择“开始研究的地方”。 
 
大数据库尝试... 
学术搜索总理 - 学术文章，大学水平（确保您选择全文） 
JSTOR - 学术文章（确保您选择全文） 
的EBSCOhost 
为当前事件/问题尝试“报纸来源” 
 
“Middle Search Plus”[Middle Search Plus]为140多种受欢迎的中学杂志提供全文。它也

有主要来源。您可以通过阅读级别搜索（Lexiles）] 
反对观点资源中心 - 如果您正准备进行辩论或寻找当前或历史事件的不同观点，则极有可

能。 
提示：查找提供“全文”文章而不是“摘要”的数据库。 
 
三）维基百科 
大多数教师不会允许您使用维基百科作为来源。相反，请检查每个条目末尾的维基百科参

考文献 - 蓝色链接通常会将您带到您可以使用的主题的学术或主要来源。 
 
四）图书馆 - 图书搜索 
不要忘记图书馆。图书馆员可以是一个伟大的资源，节省你很多时间！ 
在图书馆的目录中：进行关键字搜索。如果您的搜索显示结果很少，请尝试与您的主题相

关的更一般的术语。然后使用该书的索引找到您的具体主题。你不需要一本关于你的话题

的书，只有几页。 
示例：约会在美国殖民地 - 0结果 - 美国殖民111结果 
 
五）Google图书 
通过简单的谷歌搜索，查找相关最近的书籍和旧书的全文摘录。这对于主要材料（在你正

在学习的时期写的书）很好。它对于最近的主题也不行。引用这些来源，如书籍来源，然

后是“Google图书”。 
转到www.books.google.com - 并输入您的主题。 
获得匹配列表后，向下滚动到底部，然后选择“高级搜索” 
要仅选择完全在线的图书，请选择“完整查看图书”。如果相关，请选择日期参数。 
通常可以下载图书或页面。确保您将图书引用为图书来源 - 跟踪笔记中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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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刊 
1860年至1922年的报纸：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数据库中搜索文章。您将看到原始报纸的扫

描副本。在“查看报纸页”下选择“搜索页” 
http://chroniclingamerica.loc.gov/ 
 
任何时间段的报纸：对于最近发布或过去发表的报纸，请尝试使用Google新闻档案。完

成高级搜索以限制结果，特别是如果您正在寻找过去的文章。 
http://news.google.com/archivesearch 
 
纽约时报（1851-2003）：可搜索的“纽约时报”档案全文和页面图像。从以下公共图书馆

搜索和发送电子邮件给自己：分行图书馆;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肖邦黑色文化研究中心科

学，工业和商业图书馆;纽约公共表演艺术图书馆 
 
注意：“纽约时报”也可通过巴鲁克学院获得。您需要您的Baruch登录才能访问此。 
 

MLA格式引文 
 

你有什么问题要如何引用来源？查看这些链接，了解最新的Diana Hacker作家参考网上

版本。 
 
一）芝加哥风格引文 
在芝加哥风格中，本文正文中的上标数字将读者引用到页脚（脚注）或文章末尾（尾注）

上的相应数字的笔记。通常也需要参考书目;它出现在论文的最后，并提供了笔记中引用

的所有作品的出版信息。这里提供的指南符合“芝加哥风格手册”第16版中的建议。 （
2010年）。 
http://bcs.bedfordstmartins.com/resdoc5e/RES5e_ch10_s1-0001.html 
注：11年级，历史系介绍芝加哥风格引文。这种风格最常用于历史。 
 
二）MLA风格引文 
在英语和其他人文课程中，您可能会被要求使用MLA（现代语言协会）系统来记录来源

，这在MLA“作家研究论文手册”第7版中阐述。 （纽约：工作重点，2009年）。 MLA建
议引用读者参考引用的作品列表。本文引用将源的作者命名为信号短语，并在括号中给出

页码。在本文末尾，引用的作品列表提供了有关源的出版信息;该列表按作者的姓氏（或

通过没有作者的作品的标题）按字母顺序排列。以下是MLA引用和引用页面的链接。 
 
http://bcs.bedfordstmartins.com/resdoc5e/RES5e_ch08_o.html 
注：九年级历史系介绍了MLA文本引用。十年级学历也使用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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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目研究来源 
 
一）历史课 
 
全球历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伟大的时间表，包括从全世界8000公里到现在的世界各

地的文物图像。包括将工件连接到其时间段的历史背景的简短文章。 
http://www.metmuseum.org/toah/ 
 
全球历史：中情局世界事迹。关于世界各地的地理，人口，经济，政府和其他关键信息的

当前数据。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 
 
全球历史：美国国务院：外交行动。 
http://www.state.gov/ 
 
政府：自由之家。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网站。重点是“世界自由报告”，其中包含了世界各

国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细节，包括自由之家对每个国家的总体评级（1 =最免费，7 =最
少免费）。 
转到http://www.freedomhouse.org/ 
 
政府：美国最高法院的地标案。描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中的17项。每个病例都

有三种不同阅读水平的描述。 
去http://www.streetlaw.org/en/landmark/home 
 
美国历史：历史现在在线杂志。这是学术文章和文件的出色来源。你需要创建一个登录来

访问它，但它是免费的。 
去：http://www.gilderlehrman.org/historynow/past.php 
没有索引，所以你必须浏览标题。 
 
所有社会研究：宪法权利基金会 - 权利行动法案。存档“行动权利法案”当前和过去的问题

，为高中读者写信。每个问题都包含一个世界历史文章，一个美国历史文章和一个政府文

章，这些文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例如暴政，建设民主，改革）而组织。 
转到http://www.crf-usa.org/bill-of-rights-in-action/blog.html 
 
所有社会研究：文件数据库的事实 
转到http://www.fofweb.com 
输入用户名：bcchs和密码：baruch 
从这些数据库中选择这些数据库：“美国历史在线”，“世界地理和文化在线”，“古代和中世

纪历史在线”，“现代世界历史在线”或“课堂视频点播”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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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 
历史事项：对于描述普通美国人经验的主要来源，请在“历史事项”中进行搜索。在搜索页

面底部的“功能”部分中选择“许多Paste”。 
http://historymatters.gmu.edu/search.php 
 
互联网历史资料库项目：从古代史到现代的全球主要来源的好地方。 
去http://www.fordham.edu/halsall 
向下滚动查找广泛的时间段，或从左侧的菜单中选择主题。 
 
国会图书馆：以下网站有极好的来源，但难以浏览。耐心一点。 
美国记忆：http://memory.loc.gov/ammem/index.html 
国会图书馆 - 按主题：http://memory.loc.gov/learn/collections/ccindex.html 
 
LIFE杂志：为了在时间段内组织的LIFE杂志的惊人照片，请尝试以下内容。 
http://images.google.com/hosted/life 
 
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和档案管理局（NARA）是国家记录管理员。查找美国政府国家档

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保存的一些不同的主要来源文件，该国家记录的纪录片机。 
http://www.archives.gov/ 
 
NYPL数字画廊：提供免费和开放的访问，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广泛的收藏，包括照明手

稿，历史地图，复古海报，罕见的照片，照片等数字化的数字化图像。 
转到http://www.nypl.org/collections - 选择“数字画廊” 
 
二）体育/健康 
 
新闻中的健康 
纽约时报健康科（＆博客）：http://www.nytimes.com/pages/health/index.html 
 
健康网站 
国立卫生研究院（NIH）：http://www.nih.gov/ 
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http://www.drugabuse.gov/ 
美国运动医学学院（ACSM）：http://www.acsm.org/ 
WebMD：http://www.webmd.com/ 
 
三）科学课 
新闻科学 -  
科学时报 - 纽约时报科学部：http://www.nytimes.com/pages/science/index.html 
科学美国人：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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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 
史密森学杂志：http://www.smithsonianmag.com/ 
心理学今日：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 
化学物质 - 高中刊物：

http://portal.acs.org/portal/PublicWebSite/education/resources/highschool/chemmatters/ 
 
学术科学出版 - 学术，阅读水平较高。 
性质：http://www.nature.com/ 
科学：http://www.sciencemag.org/ 
 

～独立阅读～ 
 
学生们每年都会为阅读独立书籍设定目标。请访问以下网站以获取推荐阅读列表： 
 
图书馆书籍列表：http://librarybooklists.org/ 
 
顶级青少年图书：http://www.ala.org/yalsa/teenstopten 
 
年轻成人书籍奖：http://www.ala.org/yalsa/booklists/alex#current 
 
科幻小说列表：http://io9.com/5423847/20-best-science-fiction-books-of-the-decade 
 
杀手惊悚书：

http://www.npr.org/2011/06/13/128718927/audience-picks-top-100-killer-thrillers 
 
最佳海滩图书：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6983620 
 
男孩书：http://www.boysread.org/books 
 
二十世纪最佳书籍：

http://www.goodreads.com/list/show/6.Best_Books_of_the_20th_Century 
 
纽约时报畅销书：http：//www.nytimes.com/best-sellers-books/overview.html 
 
还可以查看我们学校图书馆的410室，所有BCCHS学生可以访问列克星敦和第三大道之

间的25街的巴鲁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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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鲁高中评分哲学与政策 
 
哲学：在巴鲁克大学校园高中，我们拥有各种评估工具。学生成绩由小组工作，演讲，讨

论，参与，测试，作业，项目，出勤和独立工作组成。在这个框架内，每个教师都会为每

个课程制定一个特定的分级政策，这些课程与他们的部门和年级团队一致。评级政策须经

行政部门批准。 
 
Valedictorian / Salutatorian：在六月份的高级颁奖典礼中，有一两名学生被评为 
 
Valedictorian和Salutatorian : Valedictorian是毕业生中GPA最高的学生; Salutatorian是
GPA的第二高。为了获得Valedictorian或Salutatorian资格，学生的加权GPA将被评估。

因此，拥有更多权重的课程（AP课程，具有更多学分的课程）将对更高的GPA加重。转

学生不符合Valedictorian或Salutatorian的身份。 
 
政策：学年由两个学期组成。报告卡每年分发四次。 1月和6月的报告卡包括摄政考试结

果（如适用）。 
     学生的学业成绩在100-55岁之间，65岁以上的成绩通常为班级。摄政考试必须至少获

得65分才能获得瑞士奖学金。 
     每位教师将在课程开始时向学生提供他/她的具体分级政策。这些信息将与家长/监护人

分享。迟到的作业不会被接受任何课程的信用。缺席的学生负责从同学或老师那里获得任

务。这个工作的最后期限将由学生和老师决定。 
    每天项目或纸张迟到将导致10分自动扣除。如果迟到三天以上，项目/论文将不被接

受。即使对于那些缺少一个主要任务的学生也是如此。缺勤学生负责安排在到期日提交的

纸/项目。 
 

毕业要求 
巴鲁克大学校园高中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我们相信，所有四年的完整学术课程对于准备

学生准备就绪并向大学的学术严谨性过渡至关重要。 
 
等级（E，G，S，N，U）的课程是体育，健康和某些选修课程。顾问收到一份P / F。 
所有学生必须通过所需的摄政考试，详情如下。 
 
学生必须在高年级结束时完成和捍卫高级退出项目。 
 
转学分：从另一个公立纽约市高中转学的学生将会在成绩单中反映课程和成绩。从纽约市

公立学校系统以外转学的学生将获得学分和P级。这些课程不会计入他们的GPA，而是将

其授予必要的毕业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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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基础课程要求 
 

科目 学分 

英语 8 

社会研究 
     全球研究 
     美国历史 
     政府与经济 

8 
  

科学**  6（本校学生编程读8） 

数学**  6（本校学生编程读8） 

美术 2 

第二语言 2（高级摄政文凭6学分） 

选修课 7 

健康 1 

体育 4 
 
**学生将自动编程为科学和数学第四年。例外情况只能与家属协商，指导和管理。 
文凭类型 
 

摄政文凭 
积分： 
完成基本类的要求 
 
考试： 
至少达到65点的摄政考试： 
综合英语摄政考试 
一（1）数学摄政考试 
一（1）科学摄政考试 
全球历史与地理考试摄政考试 
美国历史和政府考试摄政考试 

 
截至2015年6月，学生还可以使用4 + 1选项来完成毕业的NYS考试要求。 指导人员将与有资格获得此选项的个体学生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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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职系文凭课程 
 

荣誉：通过在所需的考试考试中获得90+（不能综合）平均成绩获得荣誉称号 
 
高级摄政文凭 
积分： 
完成基础课程要求四（4）个英语以外的其他学分。 
 
考试： 
至少达到65点： 
综合英语考试 
三（3）个数学摄政考试 
二（2）个科学摄政考试（一科生命科学和一科物理科学） 
全球历史与地理摄政考试 
美国历史和政府摄政考试 
语言摄政考试：英语以外的语言摄政考试 
 
高级摄政专业文凭课程： 
荣誉：通过在所需的考试考试中获得90+（不能综合）平均成绩获得荣誉称号 
 
掌握数学 
通过在每个必需的数学考试考试中获得85分或以上的数学指导，获得掌握：代数，几何

，三角学 
 
掌握科学 
通过任何三个科学考试考试，获得85分以上的科学指导 
 
掌握数学与科学 
获得数学和科学指导，获得三项必修数学考试的85分或以上成绩，并在三项科学考试中

获得85分以上成绩 
 
服务印章 
学生在4年内完成至少100小时的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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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文凭（安全网选项） 
仅适用于获得该文凭的IEP / 504s学生 
 
积分： 
完成基本类的要求 
 
考试： 
至少达到55点： 
综合英语考试 
一（1）数学摄政考试 
一（1）科学摄政考试 
全球历史与地理摄政考试 
美国历史和政府摄政考试 

 
或者可以申请补偿安全网选项 - 指导人员将与符合此选项的个人的学生合作。 
 
学士学位的分数很重要，不仅仅是文凭类型，而且表示大学准备。竞争性的大学需要75+
以上的英语摄影师和80多个至少一个数学考试 
 
一些方法让自己在大学申请中更具竞争力，并展现职业准备： 
▪读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负担 
▪读 AP 课程 
▪在 AP 考试中赚取3+ 
▪注册大学课程，取得大学学分，如现在大学 （College Now） 
▪获得NYCDOE认证的大学预备课程 
▪通过“B”以上的课程，获得大学学分 
▪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展示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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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日历： 

9月7日：学校第一天 

9月21日至22日：Rosh Hashanah（学校关闭） 

9月28日：课程之夜 

10月9日：哥伦布日（学校关闭） 

10月12日：赎罪日（学校关闭） 

11月7日：选举日。总理工作人员发展会议日。学生不会出席。 

11月9日至10日：家长教师会议 

11月23日至24日：感恩节（学校关闭） 

12月25日 - 1月1日：冬季假期 

1月15日：马丁·路德·日（学校关闭） 

1月24日至27日：摄政考试 

1月26日：秋季结束 

1月29日：总理府工作人员发展会议日 

1月30日：春季学期开始 

2月16日至23日：春季假期 

3月8日至9日：家长教师会议（由学生主导） 

3月30日至4月6日：春季休闲（学校休息） 

5月28日：纪念日观察（学校关闭） 

6月5日：全球历史摄政考试 

6月7日：没有学校 

6月12日至22日：摄政考试 

6月15日：斋戒（学校关闭） 

6月26日：学校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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