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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注册要求幼儿园注册要求
学生必须在 9 月1日前满5岁才能注册幼儿园。马里兰州教育厅规定所有在
9 月1日前满5岁的孩童都必须注册就读幼儿园或州核准的替代课程，或有
核准的抵免书。请见 www.hcpss.org/enroll 查看更多详情。

9月2日至10月13日之间满5岁的学生可能可以符合提早入学的资格。详情
请见 www.hcpss.org/enroll/early-admis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注册所需文件清单注册所需文件清单
注册时需要以下文件:注册时需要以下文件:

	q	家长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驾照、护照、MVA 身份证、或其他有照 
  片的合法身份证明 。

	q	签过字、现生效的租约或地契，上有您的住址、有效日期，和签 
  字。

	q	注册前45天内发出的公用设备账单，上有您的名字和住址（非手机 
  的电话账单、天然气和电力公司账单、水费、有线电视账单）。

	q	学生出生证明（出生纸、护照、医生证明、受洗证或教会证、医院 
  证明、家长证词或出生登记)

	q	亲子关系、抚养权、或监护权关系证明。如果适用，请带抚养权的 
  法律证明（法庭命令，court order)。

	q	学生当前的疫苗接种记录，并有医生签字。

	q	学生最新的成绩单、正式成绩单（transcript）、前一个学校离校时最 
  后一份成绩单。 

	q	特殊教育生的文件（个别教育计划，简称IEP）、504 计划、心理评 
  估报告，或相关服务。 

	q	任何可能因特殊居住安排或情况而所需的额外文件。

多语家庭注册中心（Multilingual Family Registration Center）服务需要海华
郡里在为学生注册时需要语言支持的家庭和为孩子头一次在美国的学校注
册的国际家庭。需要口译服务的家庭请联络以下的多语电话服务中心寻求
协助。:

Centro de llamadas – 410-313-1591

전화 문의 센터 – 410-313-1592

电话服务中心 – 410-313-5920

Biakchawnhkhawhnak Hmun – 410-313-5968  

请拨 410-313-1525 联络多语家庭注册中心询问其他注册问题。

请见 www.hcpss.org/enroll/ 看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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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长信致家长信 
亲爱的幼稚园家长和监护人，

欢迎来到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您的孩子即将踏出学习的第一步，由此一
路迈向高中毕业和光明未来。我们很高兴能与您共同协力，在培育和支持
的学习环境中为孩子提供卓越的教育。我谨代表您孩子的新老师，学校教
职员， 和整个学校系统欢迎您，并期待能更认识您和您的孩子。 
     
幼儿园的一年充满探索和发现的惊喜。您的孩子将学习阅读、解决问题，
和调查科学的世界和学习社会常识。老师和教职员欢迎您对教室期望和学
校程序发问，也欢迎您对孩子的阅读、数学、科学和技术、卫生和体育，
及艺术方面的能力程度提问。HCPSS相信，当老师和家长协力提供有挑战
性又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时，学生能有最佳的学习成果。这个亲师伙伴关
系帮助孩子在获得新技能和信心时享受学习的过程，同时建立坚实的基础
以面对求学过程和未来。
 
这本册子提供资源和讯息，能帮助您和您的孩子准备好上幼儿园。如有任
何问题或关切，请联络您孩子的学校或海华郡教育局。我们期待能与您和
您的孩子一同踏上学习、发掘，和成长的美好冒险历程。  
 
诚致敬意,  
 
 

Michael J. Martirano, Ed.D.
教育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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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是什么?幼儿园是什么?
幼儿园是您孩子在安全、培育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学生在促进正面社
交与情绪发展的背景下发展对学习的好奇心。您的孩子将学会与同学分享想
法和有效的沟通，同时也通过多种教学体验去交朋友和与他人互动。学生将
发展自律的有利基础，同时参与严格的学业课程。培育孩子全人发展将为未
来在校和在人生的成就奠定基础。

幼儿园学生渴望学习，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学习方式是通过体验。与幼儿园
生发展吻合的幼儿园课程能启发学生对未来教育的好奇心、能力、独立，和
兴奋。幼儿园教室提供欣赏多元又能接受个人贡献的氛围。所有孩子在看到
自己成为课程一部分时的学习效果最好。教师用多种方式为学生教学，并设
计鼓励每个孩子都能体验成功的活动。通过有弹性的小组与有区分的教学，
老师能针对每个孩子的强项与需求提供教学。

幼儿园课程 幼儿园课程 
所有海华郡小学都提供全天上课的幼稚园课程。学生积极参与结合以下课程
范围的手做体验活动:

• 艺术 

• 英语/语言艺术

• 卫生

• 数学

• 媒体   

• 音乐

• 体育

• 科学

• 社会常识

• 技术

老师利用多种教学策略做全班教学和小组教学，以实行马里兰州升学与就业
准备幼儿园标准。此课程整合所有方面学习，同时强调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
题技巧。老师间合力发展严格又吸引人的教学计划，挑战和激励幼龄学童。
请见 www.hcpss.org/academics/what-your-child-willlearn-guides/获得更多关
于课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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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何谓 “准备好上幼儿园”准备好上幼儿园”??
准备上幼儿园包括让孩子具备开始上学时能够参与和成功学习的知识、技
巧，和行为，这让他们为未来的学习和全盘成就打下基础。您的孩子在学前
班学到许多不同的技巧和行为，帮助他们准备在幼儿园获得成功。这些技
巧和行为分为几个学习领域，都会在学校教授和评量。以下是其中一些技巧
的范例:

• 语言和识字语言和识字   
 对成人和对其他孩子说话和听对方说话。清楚地说话。覆述关于故事的问 
 题和回答问题。认识一些字母、字母发音，和押韵字。知道／写名字。

• 数学数学 
 数数。比较对象的数量。理解数字和它们的价值。按照颜色、形状，或大 
 小将对象分类。解决问题。认识物体形状和其特性。

• 肢体健康与动作发展肢体健康与动作发展 
 跑、跳、爬，和完球。扣衬衫上的扣子或拉上夹克的拉链。用剪刀。画 
 图。写数字和字母。表现安全和健康的行为 。

• 科学思考科学思考 
 使用五感去观察事物。做推测。问问题。知道因果关系。

• 社交基础社交基础 
 能和同学和谐相处。遵守规定、遵守常规，和遵守多步骤指示。认识自己 
 情绪并能处理情绪。敢冒险。不轻易放弃。继续完成工作。

• 社会常识社会常识  
 学习自己和家庭。和他人合作，理解各人角色和责任。做决定。探索小 
 区。 
• 艺术艺术 
 创意游戏、舞蹈，和律动。用不同工具、道具，和素材做实验。

在孩子上幼儿园前，家长可以做很多事协助孩子适应上学的转变，从确认备
齐适当的文件、与孩子一同游戏和阅读，到听孩子说话，上幼儿园的前一年
是帮助孩子发展准备上学所需技能的大好机会。

请见 www.hcpss.org/enroll/kindergarten 的准备资源，并详阅该网页页末的上
幼儿园的前一年 （The Year before Kindergarten）时间表。此外，您孩子所属
学校将提供活动，帮助孩子适应幼儿园的上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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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你的孩子如何帮助你的孩子
儿童应参与能帮助他们准备体验幼儿
园的活动。您应该和孩子以他们能接
受的步调练习。所有活动应该有趣但
也有目的。以下是一些您可以在家:

• 鼓励对学校和学习的正面态度。

• 提供孩子机会使用多重感官的材 
 料，例如白胶、颜色涂料、黏 
 土、刮胡泡沫，和沙子。

• 鼓励假想／戏剧游戏，这是让孩 
 子发挥想象力和应用所学技巧的 
 好方法 。

• 提供画图和着色的材料。鼓励孩 
 子解释他们画的图和用图画说故 
 事。

• 提供孩子机会剪贴不同材料，例 
 如纸、毛线，和／或缎带。

• 让孩子练习遵守多步骤指示。

• 到不同地方时，和孩子做有意义 
 的对话。即使是办简单的杂事或 
 快快买东西，也可以有帮助孩子 
 建立表达语言技巧和充实词汇的 
 对话。例如去图书馆、去超市、 
 去动物园、去机场、去农场、去
 公园、去建筑工地，和餐厅，都 
 会看到许多新事物可以讨论。 

• 为孩子提供机会培养独立。在学 
 校开始前养成这些技巧很重要。 
 练习的机会可能包括:
 - 鼓励孩子多做日常活动，例如自 
  己吃饭（包括把食物切小块和不 
  带盖的宽口容器喝饮料），自理 
  （上厕所、换下脏衣服、洗手）、 
  自己擦防晒乳等。

 - 自己穿衣、拉拉链、扣扣子， 
  和／或夹好衣服。

 - 绑鞋带。

 - 装书包和拿出书包东西。

 - 打开容器（例如，果汁盒／袋，优 
  格杯和水果杯，午餐容器）。

 - 在离家或独立的社交环境中和其 
  他孩子游玩。

• 和孩子玩不同型态的游戏以促进 
 轮流的观念，并让他们有机会体 
 验赢和输。扑克牌游戏、桌上游 
 戏，和有转盘的游戏对幼儿园生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体验。这 
 些型态的游戏教孩子合作、数学 
 和语言技巧，并促进思辨。 

• 确定孩子知道他们的全名、爸妈 
 的名字、住址、电话号码，和出 
 生年月日。

• 鼓励孩子握笔，并练习用大写字 
 母和小写字母印刷体写他们的名 
 字。

• 和孩子玩押韵游戏、读童谣，和唱 
 歌。

• 每天读书给孩子听。问孩子有关故 
 事的问题。指出有趣的图片、字， 
 和纹路。 
• 支持孩子衔接到幼儿园的学习 。 
 - 拜访学区小学。

 - 到幼儿园的游乐区玩。

 - 找机会体验团体游玩 。

 - 到附近图书馆参加互动课 
  程：www.hclibrary.org 。

 - 向学校家委会（PTA）查询即将 
  举办的活动。

 - 和孩子一起选购学校文具。 
 - 和孩子一起读有关幼儿园的书。 
  请参考海华郡图书馆系统  
  (Howard County Library System)  
  的书单范本: www.hclibrary.org/ 
  new-a-main/parents/。

• 查看幼儿园家庭与社区资源信 
 息：https://hcpss.instructure.com/ 
 courses/34447。 

请见 HCPSS 网站查看更多准备上学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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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综合信息
意外保险意外保险
学校系统对于在校发生的意外未投
保任何医疗保险，包括绊倒、跌倒
等非运动伤害、体育课受伤，和休
息时间／游乐场伤害。我们鼓励家
长为学生投保意外险。所有学生都
具有投保资格，并将在开学第一周
收到关于保障内容与费用的书面数
据。全学年中，家长随时可以透过
网络注册投保。 

上学前与下课后照顾上学前与下课后照顾
小学的上下课时间不同，请见： 
www.hcpss.org/schools/opening-and-
closing-times/。如果您需要孩子上
学前或下课后的照顾，每个学校在
校舍内都有一个托儿计划。有二个
机构为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提供托
儿服务：哥伦比亚协会（Columbia 
Association）和海华郡休闲与公园
管理处（Howard County Recreation 
and Parks）。请联络您子女的学
校，或查看 www.hcpss.org/schools/
before-and-after-schoolcare/获得详
情。名额有限，请尽早注册以免向
隅。

学校紧急关闭学校紧急关闭
所有家长／监护人都必须由www.
hcpss.org/connect/ 登入 HCPSS 
Connect填写家庭档案(Family File)紧
急连络表。 这份表的用意是确认在
紧急状况时，如果无法连络家长／
监护人，应联络哪些人。家长／监
护人应尽速填妥此表。遇到紧急状
况／学校关闭时，公校系统将通过
以下管道与社区分享信息:
• HCPSS 现况网站
 https://status.hcpss.org
• HCPSS 首页
 www.hcpss.org
• 电邮和短信警讯
• HCPSS 信息热线
 410-313-6666
• Twitter: @hcpss
• 请见网页看学校紧急关闭和因天 
 候关闭的完整详细信息。

请假单请假单
根据州法规定，5至 17 岁学生必
须上学。如果学生缺席，必须在
返校二日内递交由家长／监护人
签字的请假单，说明请假的日
期和原因，以决定是有理由缺席
（excused absence）还是无理由缺席
（unexcused absence）。如果学生因
病长期缺席，则须缴交医师证明。

学生进度报告学生进度报告
全学年分为四个评分时期。老师将
定期把学生作品送回家以展现学生
在教室学习的进展。期中／进度报
告（interim/progress reports）在每
季中交给家长，反映每个学生的进
步。

成绩单（report cards）在每个评分期
末发给家长。成绩单记录学生的成
绩、出缺席，和其他信息。每学年
开二次家长／老师会议，分别是 11 
月和 2 月。 

安全的学校安全的学校
所有小学都有进出管控。所有访客
必先到学校办公室(Front Office)，并
使用访客自动管理系统）签到。访
客需出示驾照证明身分。访客在校
内必须随时配戴访客自动管理系统
印出的标签贴纸。 

学校行事历学校行事历
假日和不上课日皆注记在学校行事
历上。您将在学年开始时获得行事
历。您也可在线上查看行事历 www.
hcpss.org/calendar/。

学校午餐学校午餐
HCPSS 学生可选择在学校买午餐
或自备午餐。请见 www.hcpss.org/
food-services/ 查看关于菜单、如何
付钱、营养和过敏原顾虑、餐点价
格，以及申请免费午餐和餐费减价
（Free and Reduced Meal）的信息。

家长会和学校课表家长会和学校课表
全学年中有安排家长会议和教职
员工作时间。在这些时间里，学校
可能会关闭半天或全天，学生不上
课。您的学校将会与您联络，说明
详细的会议与课表时间。

学校用具清单学校用具清单
请见 www.hcpss.org/schools/school-
supplylists/ 查看下学年的学校用具清
单。每年春季时学校会更新下一学
年的清单。请联络您孩子的学校查
询更多信息。

迟到／早退迟到／早退
学校上课钟响时，如果学生尚未到
校，就算迟到。如果学生迟到，须
由家长／监护人签字入校。如果学
生要早退或不参加某些活动（例如
体育课），则须交请假单。HCPSS 
学生手册有额外细节说明。

交通交通
我们为住在离校距离超过 1 英里的
学生提供校车交通。请使用www.
hcpss.org的 School Locator and School 
Transportation查看您孩子的校车路
线与时间。学童交通办公室（Pupil 
TransportationOffice）鼓励幼儿园
学生的家长详读注册手册提供的校
车信息： A Guide to Bus Safety and 
Your Child。所有幼儿园学生从上学
第一天起就应当遵守正常交通时间
表。我们强烈建议所有学童都应由
成人或较年长兄姐监督。这对建立
良好常规很重要。

6



您子女的健康您子女的健康
所有表格和HCPSS 卫生资源都可在 
www.hcpss.org/health 取得。孩子的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影响其在学校
获得成就的能力。这对我们最稚龄
的学生更是特别适用。家庭和学校
间保持沟通畅通非常重要。您可以
藉由促进健康行为和建立一致的生
活常规帮助孩子充分发挥他们的潜
力。您的幼儿园生应该:

• 每天晚上有 10-12 小时的睡眠， 
 并有固定就寝时间。要知道孩子 
 可能在上学一天后感到疲累，特
 别是在开学的第一个月。

• 避免过度刺激或暴力的电影、音 
 乐、电动游戏，和电视节目，特 
 别是在睡前。

• 有时间吃完整的早餐，这是一天 
 最重要一的一餐。饮食均衡对成 
 长中的身体极为重要。 

• 在心情轻松的状况下，有充足的 
 时间穿衣、吃早餐，和上学。

• 知道如何恰当的独立使用厕所。 

• 经常洗手。

• 手不去碰眼睛、耳朵、鼻子，和 
 嘴巴。

• 知道只有食物才可以放进嘴里。

• 知道在打喷嚏或咳嗽时应当遮住 
 嘴和鼻子。学生也应该注意，往 
 袖子上方而不是往手里咳嗽和打 
 喷嚏。 

• 穿适合天气的衣服。只要天气许 
 可，学生每天都在午休时间到户 
 外。请见天气准则的详细说明 
 www.hcpss.org/about-us/ 
 handbook/wellness/#weather- 
 guidelines 。

• 知道遇到陌生人、到陌生地方， 
 遇到不熟悉状况，或陌生动物的 
 安全预防准则。 

• 定期接受包括眼睛和耳朵的体 
 检。定期接受牙科检查。海华郡 
 卫生局HowardCounty Health  
 Department）可以帮助家庭找到医 
 师，请见www.hchealth.org。 

药物药物 
学生应尽可能在家中服用所有药
物。如果您的孩子必须在学校服用
药物，必须为每一种药物缴交一份
由医生和父母双方签署的服药指示
单（medication order form）存档。 
学校卫生助理或护士可以提供适当
的表格。您也可以从学校网站 hcpss.
org/health 下载表格。此外，海华郡
有许多医师办公室也有表格。

药物必须放在清晰标记的容器中。
处方药应该保留在原始容器中。 标
签信息必须包含学生的名称，订购
日期，药物名称，剂量，有效期， 
给药说明（时间，频率，服用方式
等）和医生的姓名。 成药应清楚地
标明学生的姓名。 学校不接受塑料
夹链袋和未标记的容器。

父母应携带所有药物和医嘱表到健
康室。咳嗽滴剂和其他非处方药 不
应让孩子带到学校。在学校不会擦
防晒霜。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
系 您的 学校健康助理或护士以获取
更多信息。

过敏过敏
马里兰法律规定学校应在餐厅内指
定一张 “无花生／无坚果” 餐桌。
我们鼓励家长在注册时向学校卫
生助理询问为过敏学生做的调整安
排。
根据学校日常午餐时间，您孩子的
学校可能还会安排在教室内的点心
时间。我们鼓励学生带不会对食物
过敏同学造成过敏风险的点心。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
每学年开学前请通知学校医护人
员关于您孩子的所有慢性疾病。这
能让孩子在学校获得适当照护和治
疗。这包括但不限于国民、哮喘、
糖尿病、癫痫症、血液疾病和骨科
损伤。

学校卫生服务学校卫生服务
指派各校的注册护理师会训练和督
导学校的卫生助理。护理师和卫生
助理一同管理卫生保健室的日常运
作：给药和伤病急救处理、观察和
记录学生健康问题，并在保密情况
下与家长/监护人以及学校教职员沟
通医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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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该把孩子留在家何时该把孩子留在家
如果孩子出现与任何传染病，如果孩子出现与任何传染病，包括新冠肺炎症状相关的症状，父母/监护人应将孩子留在家中。症状相关的症状，父母/监护人应将孩子留在家中。此外，家长/监护
人应在学生离开家前每天进行以下COVID-19健康检查。

学生出现以下任何症状就不应上学:

 •  发烧100.4度或更高  
 •  喉咙痛        
 •  咳嗽       
 •  呼吸困难

 •  腹泻或呕吐

 •  新发生的严重头痛（尤其是伴随着发烧）

 •  新发生的味觉或嗅觉丧失

对于患有慢性疾病（如哮喘）的人，症状应代表基线的变化。

*学生必须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有 24 小时没有发烧，才能回校上课。

下表提供家长认识学年中可能发生的儿童常见疾病／症状。如发现这些症状，请通知学校卫生助理／护士和您孩子
的老师。家长／监护人必须在学生缺席后回校上课二个学校日之内补交签字的假单，注明缺席日期以及缺席原因，
以决定缺席是有理由缺席或无理由缺席。如果学生因病而长期请假，则需要医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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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疾病症状／疾病 潜伏期潜伏期 家长应采取的行动家长应采取的行动

水痘水痘
在不同阶段出现丘疹、水泡，和结痂。

2–3 周
从学校隔离，留在家直到病灶结痂才可上
学。

结膜炎结膜炎
传染性疾病，眼睛红、流眼泪；可能流脓。

急性
学生从学校隔离，直到眼睛不再红和流泪
或直到医生准许返校。

传染性红斑传染性红斑
两颊鲜红、身上长疹、轻微感冒症 状。

4–20 天 经医生诊断准许返校。

头虱头虱
头发里发现虱子、发丝上有虱卵壳（nits）

7–10 天 经过适当处理头虱后准许返校。

腹泻腹泻
稀便；可能出现脱水的肠胃感染。

2–5 天 无症状 24 小时候可返校上课

麻疹 (德国麻疹)麻疹 (德国麻疹)
咳嗽、眼睛流泪、高烧，和脸部及身体出现大片红疹。

10–14 天 红疹消失 5 天后准许返校上课。

头皮癣头皮癣
起初可能只是小丘疹，后来变成鳞状斑秃。

10–14 天
从学校隔离，直到经医生治疗才可返校上
课。

葡萄球菌感染葡萄球菌感染
葡萄球菌 (简称 Staph) 包括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皮肤及软组织感染，如脓包疮、疔疮、皮肤脓肿、机会
性侵入感染。

多变化切不
确定 感染部位遮覆住则可到校上课。

链球菌感染链球菌感染
（猩红热，咽喉炎）喉咙痛、发烧，或身体或四肢长疹子。

1–3 天 从学校隔离，直到医生许可才可来校上
课。



学校人员学校人员
如果您和负责孩子福祉的学校人员
橡树，那么你和学校的互动关系将
更有效。

教育总监和教育局人员教育总监和教育局人员
教育总监和中央办公室人员关切所
有学校的学生，并与各校密切合
作，以提供接受完善训练的教师、
适合的教材，以及满足各年级学生
需要、兴趣与能力的教学课程。

学校行政主管学校行政主管
校长与副校长负责您子女的学校，
并负责学校的课程。他们是学校的
教学领导，也是校舍的经理人，监
督全校所有教职员，并读到所有学
校功能。

学校办公室（Front Office）职员学校办公室（Front Office）职员
校秘书很乐意在您打电话或亲自到
校时帮助您。他们将会是第一个欢
迎您的人，也会协助您找到问题的
答案。学校秘书负责注册、输入数
据、学校与家长沟通，并为教职员
与家长提供支持。

学校卫生服务学校卫生服务
指派各校的注册护理师会训练和督
导学校的卫生助理。他们一起管理
学校卫生室的日常运作：给药和急
救，观察和记录学生的健康问题， 
和在保密情况下和家长/监护人和学
校工作人员沟通必要的医疗信息。  

学校辅导老师学校辅导老师
指派给小学的辅导老师服务所有学
生。辅导老师可能与个别学生、学
生小组、整个班级、教职员，和家
长合作，协助改善学生的学业表现
和社交／情绪发展。 

综合教育老师综合教育老师
教室老师为学生提供根据马里兰升
学与就业准备幼儿园标准订定的严
格学业课程教学。此外，老师和家
长合作，支持孩子的全人发展，以
确保学生能获得成功的教育经验。
教室助教支持各教室内的教学，并
在午餐和中午休息时间监督学生。

特殊教育老师特殊教育老师
特殊教育老师使用专门的教学技巧
帮助残障学生成功的学习。

英语为第二语言 (ESOL) 老师英语为第二语言 (ESOL) 老师 
ESOL 教师为英语学习生提供英语语
言发展教学。ESOL 课程整合教学内
容和语言发展。学生发展语言和识
字技巧的同时也获得课程内容
的知识。

学校心理师学校心理师  
每个学校都有学校心理师，为老师
和家长提供关于学生发展、行为互
动，和个别化教学策略的咨商。学
校心理师可以鉴定个别学生的强项
与需要，并为其设计特定计划以促
进学习成功。

学生事务工作人员 (PPW) 学生事务工作人员 (PPW)   
学生事务工作人员与学校教职员、
学生、家长，和小区成员合作，找
出和预防会严重影响学生学习成功
的问题。学生事务工作人员也协助
家庭在必要时找到小区资源。 

额外教学教职员与相关服务额外教学教职员与相关服务
其他教学教职员与相关服务可能包
括一位体育老师、音乐老师、艺术
老师、技术老师、世界语言老师、
媒体专员、器乐老师、阅读专员、
资优班老师、另类教育老师、语
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物理治
疗师、数学支持人员、阅读支持人
员、助教，和餐厅员工。

每个学校的教职员编制可能不同。
如需要更多信息，请见您的学校网
页或联络您孩子的学校，了解各校
教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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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在幼稚园见到您的孩子 。我们期待在幼稚园见到您的孩子 。

我们希望所有幼稚园生都能体验有趣又充实的学年。我们希望所有幼稚园生都能体验有趣又充实的学年。  



请至 www.hcpss.org/schools/elementary-schools/ 查看各小学的详细资料。 请至 www.hcpss.org/schools/elementary-schools/ 查看各小学的详细资料。 

如有任何问题或关切，切莫迟疑，请与学校联络。如有任何问题或关切，切莫迟疑，请与学校联络。   
           学校   学校                                                                                                                                    地址                                                                     电话 地址                                                                     电话                                                   

10910 Clarksville Pike  •  Ellicott City, MD 21042  •  www.hcpss.org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绝不因种族、肤色、原国籍、性别、残障、年龄而在其提供项目与活动有任何歧视，并为学生提供进入 男/女童军和其他特定的儿童青少年团体的平等机会。以下人士已
被指定负责关于不歧视政策的询问：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平等保障经理 （Manager of Equity Assurance）地址： 10910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电话：410-313-6654，传真：410-
313-1645 。若需要更多关于不歧视通告，请至  http://wdcrobcolp01.ed.gov/CFAPPS/OCR/contactus.cfm  查询服务您所在地区的办公室地址电话，或电 1-800-421-3481 查询。

                      
Off to Kindergarten 23-24(Chinese: ME 4/23)                           1.23

Atholton 6700 Seneca Drive, Columbia 21046 410-313-6853 
Bellows Spring 8125 Old Stockbridge Drive, Ellicott City 21043 410-313-5057 
Bollman Bridge 8200 Savage-Guilford Road, Savage 20763 410-880-5920 
Bryant Woods 5450 Blue Heron Lane, Columbia 21044 410-313-6859 
Bushy Park 14601 Carrs Mill Road, Glenwood 21738 410-313-5500  
Centennial Lane 3825 Centennial Lane,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2800 
Clarksville 12041 Clarksville Pike, Clarksville 21029 410-313-7050 
Clemens Crossing 10320 Quarterstaff Road, Columbia 21044 410-313-6866  
Cradlerock   6700 Cradlerock Way, Columbia 21045 410-313-7610  
Dayton Oaks 4691 Ten Oaks Road, Dayton 21036 410-313-1571 
Deep Run 6925 Old Waterloo Road, Elkridge 21075 410-313-5000  
Ducketts Lane 6201 Ducketts Lane, Elkridge 21075 410-313-5050 
Elkridge  7075 Montgomery Road, Elkridge 21075 410-313-5006 
Forest Ridge 9550 Gorman Road, Laurel 20723 410-880-5950 
Fulton  11600 Scaggsville Road, Fulton 20759 410-880-5957 
Gorman Crossing 9999 Winter Sun Road, Laurel 20723 410-880-5900  
Guilford 7335 Oakland Mills Road, Columbia 21046 410-880-5930 
Hammond 8110 Aladdin Drive, Laurel 20723 410-880-5890 
Hanover Hills 7030 Banbury Drive, Hanover 21076 410-313-8066
Hollifield Station 8701 Stonehouse Drive, Ellicott City 21043 410-313-2550 
Ilchester 4981 Ilchester Road, Ellicott City 21043 410-313-2524 
Jeffers Hill  6001 Tamar Drive, Columbia 21045 410-313-6872 
Laurel Woods 9250 N. Laurel Road, Laurel 20723 410-880-5960  
Lisbon 15901 Frederick Road, Woodbine 21797 410-313-5506  
Longfellow 5470 Hesperus Drive, Columbia 21044 410-313-6879  
Manor Woods 11575 Frederick Road,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7165 
Northfield 9125 Northfield Road,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2806 
Phelps Luck  5370 Oldstone Court, Columbia 21045 410-313-6886 
Pointers Run 6600 Trotter Road, Clarksville 21029 410-313-7142 
Rockburn 6145 Montgomery Road, Elkridge 21075 410-313-5030  
Running Brook 5215 W. Running Brook Road, Columbia 21044 410-313-6893 
St. John’s Lane 2960 St. John’s Lane,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2813 
Stevens Forest 6045 Stevens Forest Road, Columbia 21045 410-313-6900 
Swansfield 5610 Cedar Lane, Columbia 21044 410-313-6907  
Talbott Springs 9550 Basket Ring Road, Columbia 21045 410-313-6915 
Thunder Hill 9357 Mellenbrook Road, Columbia 21045 410-313-6922 
Triadelphia Ridge 13400 Triadelphia Road,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2560  
Veterans 4355 Montgomery Road, Ellicott City 21043 410-313-1700 
Waterloo 5940 Waterloo Road, Columbia 21045 410-313-5014  
Waverly 10220 Wetherburn Road, Ellicott City 21042 410-313-2819 
West Friendship 12500 Frederick Road, West Friendship 21794 410-313-5512 
Worthington 4570 Round Hill Road, Ellicott City 21043 410-313-2825   

每个学校的上下课时间不同。 请至 www.hcpss.org/schools/opening-and-closing-times/ 查看您所属学每个学校的上下课时间不同。 请至 www.hcpss.org/schools/opening-and-closing-times/ 查看您所属学
校的上下课时间。校的上下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