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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River Trail Middle School

欢迎来到River Trail中学



 River Trail 中学的整体表现高于该州 99% 的学校，也高于其所在地区。

 其学生的学业增长高于全州90%的学校，高于所在地区。

 93.9% 的 8 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达到或高于年级目标。



River Trail中学的使命是通过学校和社区合作让
学生参与教育和社会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
创造力，有判断力的(Critical)思维和公民意识。

River Trail中学的愿景是引导所有学生充分发挥
潜力，成为社会的有生产力的成员。

The Wolf Way描述了理想的River Trail 学生;尊重，
善良，解决问题的人。



吉祥物：
Wolves

学校颜色：
Black Gold/Yellow



我们的社区

 许多River Trail学生就读于我们当地的
几所支线小学：

• Shakerag ES
• Findley Oaks ES
• Wilson Creek ES
• Medlock Bridge ES

学生也从私立学校，其他FCS学校，其
他县，其他州和其他国家来到RTMS

我们所有的学生将在初中毕业后进入
Northview高中。除非他们离开我们的
学区 (attendance zone)。



And This year 
we are 

celebrating a 
big birthday!



期望 学习环境 餐厅 转换 洗手间 科技

善良 鼓励他人和自己 要有礼貌和包容 使用彬彬有礼的
语言和室内音量

使用平静的语气
和室内音量

说话或打字前请
三思而后行

尊敬 及时并准备学习

请不要随意碰触
别人，并且物品
随時在侧
(Keep hands, feet, 
and objects to self)

使用室内音量

清理自己的区域

带着目的行走。

请不要随意碰触
别人，并且物品
随時在侧
(Keep hands, feet, 
and objects to 
self)

尊重他人隐私

保持清洁

保持手机关闭并
收起来

被指示时才使用
设备

使用教师指导的
网站

问题求解 首先阅读说明

尽你最大的努力

遵循箭头和指南

举手，争取起身
的许可

检索必要的材料 高效快速的返课
堂

首先阅读说明

充电并将设备带
到学校

THE WOLF WAY



校长
Mr. Pinnock

六年级助理校长，
Ms. Lahmann

7年级助理校长
Mr. Crotsley

六年级辅导员，
Ms. Graff

七年级辅导员，

行政助理，8年级助理校长
Ms. Anderson

8年级辅导员，
Mr. Bartley

毕业教练，
Ms. Roberson



我们有出色的教师和工
作人员...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



YOUR MIDDLE SCHOOL 
ADVENTURE

BEGINS…
让我们在River Trail了解更多关于6年级的信息。



初中模式

所有6年级学生都被分配

到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由大多数共享

同一组教师和wolf pack
教师的学生组成。

我们通常有3个6年级的

团队。



*典型*
6年级时间表

Arrival -- 8:25

1st Period  

2nd Period 

3rd Period (Wolfpack)

4th Period

5th Period 
(Eat lunch with class during period)

6th Period

7th Period (Connections)

8th Period (Connections)

Dismissal -- 4:05pm



日常程序

当6年级学生到达

学校时，他们到

食堂报到，直到

被释出，然后到

他们的第一节课

班级。七年级和

八年级学生去体

育馆

6年级学生与7年
级和8年级学生的

互动很少。

午餐在上课期间进行。钱可

以通过上网存入学生的午餐

账户（从小学开始相同）。

访问：
www.mypaymentsplus.com/. 

https://www.mypaymentsplus.com/


WOLFPACK

• Wolfpack是全校范围内的日常活动. WolfPack 是学

生与老师和同龄人建立关系，培养学校自豪感和社
区意识

•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班主任/建议期(時段)/ 
advisement period。现在是提出问题并获得帮助
的好时机。

• WolfPack的目标是培养归属感，并专注于品格教育，

团队建设，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
各年级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解决特定于该群体的组
织和学术需求。

•



当前 WOLFPACK 时间表

学生成功技能(SSS/Student Success Skills)



学生成功技能(SSS/STUDENT SUCCESS SKILLS)

在Wolfpack期间，学生学习新技能在...
• 自我意识/ Self-Awareness
•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 合作解决问题/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 反思性学习策略/ Reflec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 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
• 社交能力/ Social Competence

这些技能是我们的学生成功技能

ReThinkEd
• 学生每周使用ReThinkEd中的课程，视频和活动学习一节

课，每周2次。

• 学生也可以在学生中心(Student Center) 访问课程、视频
和活动。



PBIS
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什么是 PBIS？

PBIS 代表积极行为干预和支持。它旨在通过鼓励积极行为来减少或消除全校
范围内的不良行为。PBIS减少了办公室纪律推荐，增加了教学时间，并提高了

学生的成绩。这种对积极强化的有意识的关注正在为学生和教师创造和维持积
极的学校氛围。

什么是PBIS奖励？

PBIS Rewards是一个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允许我们的员工在任何地方识

别任何学生，以满足行为期望。这些行为期望由学校定义，然后进行沟通和教
学。因此，当您的孩子表现出预期的行为时，他们就会因此而得到认可。通过
该认可获得的积分可用于从学校的PBIS商店购买物品。



6年级课程

6年级核心课程：

• 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s
• 数学/Math 
• 社会学/Social Studies 
• 科学/Science 
• 阅读/世界语言/ Reading /World Language

班级安排

如果您对孩子明年的安置有疑
问，请联系您孩子的5年级

老师.

具体课程信息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www.fultonschools.org/

http://www.fultonschools.org/


世界语言 & 阅读
WORLD LANGUAGE & READING

有资格参加世界语言课程的学生可以这样做;但是，它不是必需的。

在RTMS，我们有阅读，西班牙语，中文和法语。

所有学生都可以在6年级学习阅读。如果您有兴趣让您的孩子参加阅读课程，请让您
的小學(ES)老师知道。

 6年级阅读学生将有机会在7年级和8年级参加WL以获得高中学分，前提是他们符合要
求。

另一方面，在6年级学习阅读的孩子，如果在进入7年级时未能达到WL要求，则没有
机会在初中参加WL高中学分，他们将被安排在7年级和8年级的阅读中。



数学增强/ MATH ENHANCED

• 不符合数学增强课程资格的学生将被要求参加为期一年的数学支持

课程，该课程将取代连接课程 (connection class)。

• 学生希望成功，正确的安置是关键。作为父母，您有责任为您的孩

子做出最佳决定。初中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你有能力为他们的成功

做好准备。

• River Trails数学教师经过TAG认证，每当学生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所有

数学水平时，他们就会接触到更高级别的数学主题。

• 如果您选择参加增强型数学课，而您的孩子目前不是一个数学强的

学生，请与他们目前的数学老师交谈，现在让他们知道您想将他们

转移到他们可以成功的班级还为时不晚。

5th grade ~30 Standards

6th grade ~ 50 Standards

Math Enhanced ~70 Standards



CONNECTIONS 课程

与小学的“Specials”一样，“Connections”课程为学生提供了额外

接触艺术，科学，职业意识，体育等的机会。

在RTMS，学生可以要求参加的唯一课程是我们的音乐课程：乐队，管弦乐队和

合唱团。

• 所有6年级学生必须参加为期9周/四分之一的职业意识联系课程

(Career Awareness Connections Class)，以探索各种职业道路。

• 6年级学生将被安排参加职业意识 (Career Awareness)，体育和健康。

• 这些课程以外的其他连接课程是随机分配的。

• 六年级学生在每天的第 7 和第 8 節课时都有他们的连接课程。



音乐課程

学生可以加入乐队，合唱团或管弦乐队，无论经验水平如何。

参加音乐课程是一项为期一年的承诺。

这些课程是可能长达七年(到高中)的音乐教育中的第一堂课。通过努力，
学生将在余生中继续学习和享受音乐。



CAREER AWARENESS

GA DOE 现在要求 6 年级学生参加 9 周/一個季度的学习
职业技术农业教育（CTAE）联系课程，探索各种职业道路。
途径包括:

• 工程/ Engineering
•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 商业和营销 /Business and Marketing
• 音频、视频、技术和电影/ Audio, Video, Technology, and Film
• 教育/ Education
• 医疗/ Healthcare
• 法律、公共安全、惩戒和安全/ Law, Public Safety, Corrections, 

and Security
• 熟練技能／Skilled Trades

* CTAE: Career Technical Agricultural Education



学生设备

正如 FCS 小学所使用的，学生将继续使用：

戴尔(DELL)笔记本电脑

向所有学生发放设备。

仅用于教育目的

需要耳机/耳塞式耳机



推荐学习文具用品
Locker Shelf - 12 inch 1
Earbuds/Headphones 1
Pencil Pouch 1
Ink Pens/ Red, Black, Blue 2
Pencils #2 2 dozen
Handheld Sharpener 1
Highlighters 2
Dry Erase Markers 1 pack of 4
Glue Sticks 6
Scissors 1
Post it Notes 3x3 4
Loose Leaf Paper (Wide Ruled) 2 packs
Homework Pocket Folder 1
Pocket Folder (LA) 1
3 Subject Spiral Notebook (LA) 1
Three Ring Binder 1" Clear Pocket (Science) 1
Three Ring Binder  1 1/2"  Clear Pocket (WL) 1
Pocket Folder (Math) 1
Composition Book 100 pages (SS) + (Reading) 2
Dividers 5 Tab (Science) + (WL) 2
To give to Wolfpack Teacher: 
Container Disinfectant Wipes (2), Bottle of Hand Sanitizer, Tissue Boxes (2), 
Rolls of Paper Towels (3)



作业

家庭作业是为了练习和提高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

家庭作业可能有多种形式，例如：阅读，学习测验或测试，完

成作业，从事项目，与同龄人合作，练习技能以及词汇量建设。

学生每晚应该有大约1-1.5小时的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協助资源

• 教师

• 教师网站/数字平台

• Teams, OneNote

• iReady

• 教师帮助课程(Help Sessions)

• 朋友/同学

• 父母

• 121 Reach Club



GRADING
学生和家长可以在无限校园中查看成绩。用户名和密码与

小学相同。

成绩是整个学期的累积成绩。

• 与ES不同，成绩不是每个季度都从头开始。

• 评分的试卷将返还给课堂上的学生。

• 他们不会像小学时那样直接被送回家给父母。

• RTMS遵循富尔顿县学校的评分政策。

评分量表基于富尔顿县政策。
佐治亚州已将70分设定为最低及格分数。

A = 90 – 100 B = 80 – 89 C = 70 – 79
F = Below 70



无限校园/INFINITE CAMPUS

Infinite Campus Parent 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
计划，可让父母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日常教育。它让家长
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进步。使用互联网，父母可以访

问孩子的成绩、出勤率、作业和纪律记录。

https://www.fultonschools.org/infinitecampus



与老师沟通

电子邮件是联系教师的最有效方式。

会议根据教师或家长的要求安排。

会议由多名教师主持。

通过让多位老师参加，我们可以更好地满足整个孩子的需求。



RTMS 通信

• 有关RTMS活动的信息，请查看我们的每周时事通讯

Wolf Den News

• 我们的网站是获取学校信息，更新，联系信息等等的好

地方：

• http://www.rivertrailmiddleschool.org/

http://www.rivertrailmiddleschool.org/


River Trail中学的指挥链
（学年期间）

 我们理解，有时知道与谁联系以讨论问题可能会令人困
惑。指挥链通过明确指定如果对特定事项有疑问或疑虑，
应与谁联系来简化这一点。此外，有时您可能对给出的
答案不满意，您需要与下一级的人交谈，以便更好地解
决问题。

 家长或学生提出投诉或提出疑虑的适当程序是从最直接
或直接参与此事的教师或学校员工开始。

 接下来的2个步骤是与年级辅导员和行政管理员一起解决
这一问题。

 如果问题无法达成解决方案，下一步是联系学校校长。
上述步骤提供了开放和诚实的沟通，将导致有效的冲突
解决。



储物柜/LOCKERS
• 学生在学年开始时被分配到储物柜。教师

将尝试分配一个相对靠近学生班级的储物

柜。

• 带轮子的背包不适合放入储物柜，也不允

许。

• 12 英寸储物柜搁板在储物柜中很好用——
任何较小的东西都不够用

• 学生们白天将背包存放在储物柜中。当背

包可以折叠成储物柜时，这很有帮助。

• 手机应存放在储物柜中，关闭。

• 请在所有东西上写下您孩子的名字 - 活页夹，

书包，铅笔盒，夹克，体育服，水瓶，午

餐盒等。

体育馆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有用的储物柜视频–
来看看吧!



组织/ ORGANIZATION

• 组织对于许多六年级学生来说是一个挑战。有5个学术

班和连接(Connections)班，这是从小学的一个很大的调

整。

• 通过时间和耐心，学生可以创建一个适合他们的系统。

• 教师将帮助学生在过渡到中学时进行组织。

• 一些学生使用:

 a different binder for every class

 an accordion folder for all classes

 one notebook for all their homework.

 一个人的时间组织，时间管理，在中学也是非常重要

的。

 根据需要设置闹钟和提醒

 使用议程或计划程序跟踪重要日期、作业和测试。



手机

• 个人技术设备（如手机）必须在

上学期间存放，除非老师在课堂

上要求。

• 学校不对丢失或被盗的设备负责。

• 手机只能在校外放学前后使用。

• 手机存放在储物柜中时应关闭。



出席/ATTENDANCE

当学生缺席时，他们的父母/监护人应该….

• 写一张便条，说明孩子的姓名，缺席日期，缺席原因和父母的签名。然后，

学生应该在返回学校时将便条交给前台。

• 或者，父母应通过电子邮件向前台发送有关孩子缺席的电子便笺/借口。

应在返回学校后三天内将借口送达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学生有责任联系他/她的老师来开始所有的补课工作。



提前離校/早退的步骤
(EARLY DISMISSAL/CHECK OUT)

• 在请求提前離校的早晨，家长/监护人通过便条/电子邮件与前台沟

通，说明提前离开学校的具体原因。

• 学生需要在提早放学当天早上到前台做记录，以便核实并列在簽

出簿上。

• 学生将提前離校通知老师，并在指定时间向前台报告

家长/监护人必须到前门/前台登记他们的孩子。

• 请不要在下午 3:45- 4:05 之间來帶學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保障

所有学生结束在一天的教学时间。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
供支持！

在River Trail，我们有一支

由学生支持人员组成的优

秀团队，可以帮助RTMS
学生和家庭。

• 3 学校辅导员

• 学校心理学家

• 学校社会工作者

• 毕业教练

• 教学支持老师(IST) 



中学成功的一些建议：

• 专注于积极正面

• 保持开放的心态. 

• 保持井井有条(组织).

• 妥善管理时间.

• 参与其中.

• 提问.

• 坚持不懈地迎接挑战. 

• 尽力而为. 

• 友善待人. 



俱乐部(CLUBS)和活动

在RTMS，在放学前和/或放学后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俱乐部和活动。

这些俱乐部和活动的完整列表将在秋季提供，并将为学生提供参加这些活动的
机会。

请参阅网站了解当前列表。

学生必须至少在上学日的一半时间内被计算在场(出席)，以便参加当天的学校
活动。



• 周一至周四放学前和放学后为学生提供校内体育活动计划。

• 父母或监护人有责任确保学生在下午5：15之前被接走。

• 要参加校内计划，每个学生必须在学校存档由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的

校内注册表。

• 校内活动每学期有所不同。阅读“Wolf Den News”，了解在特定时间段内

提供哪些活动。

• 作为校内计划的延伸，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在校外计划中

的以下运动中被选为由六场比赛时间表组成的旅行队：

• 秋季 – 足球

• 冬季 – 排球

• 春季 – 篮球与田径

校内/校外计划(活動)
INTRAMURAL/EXTRAMURAL PROGRAM



WWPK

WWPK是River Trail的每日新闻节目，其中包括重要的学校公告。WWPK
通常在Wolfpack期间播放。



免疫接种/ IMMUNIZATIONS 
所有进入六年级的孩子都需要：

• 2剂MMR或以下每剂：2剂麻疹疫苗(measles vaccine)，2
剂腮腺炎疫苗(mumps vaccine)和1剂风疹疫苗rubella 

vaccine)。
• 和

• 2剂水痘(varicella)（水痘疫苗/chinken pox vaccine）或有
一年的疾病史，诊断或血清学/serology。

• 和
• 3 乙型肝炎

疫苗必须出现在更新的3231免疫接种表上

**如果在学校”放学(停课)”期间完成，请传真或邮寄到River Trail 
Middle** 



所有6年级学生的居住证明要求

所有6年级学生的家长/监护人都必须在新学年开始前提交两份居留文件。
在开学前，我们将向家长/监护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说明如何提交。

居住要求
FCS 董事会政策 JBC：进入 6 年级时，如果地址发生任何变化，必须提交来自学校系统批准的可验证居住文件
清单的两份居住证明：一份来自批准的公用事业清单，一份来自批准的居住清单 .

1.一个公用事业证明（必须是最新的，不超过两个月）

水费单

电费单

加
2. 一份居住证明（必须是最新的）

房屋抵押贷款付款副本

• 租赁/承租人协议

• 当前银行对账单

• 第8节/HUD住房合同的副本

• 房屋合同复印件

• 房主/承租人的保险卡

• 当前工资单存根

• 州驾驶执照/身份证与当前地址

• 现行 HOA 账单/声明



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

• 帮助您的学生保持井井有条，管理项目和作业的节奏。

• 帮助培养责任感和自我倡导技能。鼓励他们提出问题!

• 帮助学生设定学术目标并创造社交/情感界限(boundaries).

• 使用积极的奖励/激励措施来鼓励您的学生。

• 帮助你的孩子学习测试和测验. 

• 监控和支持（作業，出勤，互联网站点，规范社交媒体的使用）.

• 与你的孩子交谈;与您的孩子保持联系，并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

• 他们正在长大，但他们仍然需要你。让学生体验他们行为的自然后果。为你的孩子设定界限。

• 审查学生的行为准则和学校的期望。

• 支持教师和管理员。支持学校规则和例行公事。教师工作人员欣赏活动

• 加入 RTMS PTO! -- http://rivertrailpto.com/membership/

http://rivertrailpto.com/membership/


RTMS PTO
PTO会员

您的贡献支持学校计划和活动：教师小额补助金, 学术充实課程, 1st Day 
Packets, 书展, Box Tops 和其他激励措施, 校园美化, 醫療室的資(支)援, 沟通

/Communications,通訊錄, 特殊儿童周, 设施增强, 健康与安全, Hospitality, 媒体中

心, 红丝带周, School Dances, 学校商店, Spirit 佩戴物品, 教师工作人员感謝活动, 
S.T.E.M. ....以及更多.

RTMS PTO会员会费的收益直接使River Trail中学的所有学生，家长，教师和管理

人员受益。

我们很乐意接受额外的捐款。

http://rivertrailpto.com



一日中学体
验營支付请
点击这里

https://osp.osmsinc.com/FultonGA/BVModules/ProductTemplates/Bvc2013/Product.aspx?productid=EN613-298


家长清单
（6年级开始前）

查看RTMS网站：https://www.fultonschools.org/rivertrailms

更新的学生疫苗接种表 ( 3231)

提交2份居住证明

电邮至701rtmsresidency@fultonschools.org

您将在7月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如何

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内容的提醒和说明。

mailto:701rtmsresidency@fultonschools.org


当您有疑问时，应与谁联系…

• 班级安排 - 5年级教师

• 日程安排 (Scheduling) - 6年级辅导员 Ms. Claire Graff – graffce@fultonschools.org

• 特殊教育 - 教学支持教师 Ms. Michelle Wallace -- wallacem@fultonschools.org

• RTMS的6年级TAG协调员 Ms. Kiana Gannaway -- gannawayk@fultonschools.org

• 504 – 毕业教练/504 主席 Ms. Sarah Roberson  -- robsersons1@fultonschools.org

• 有关一般学校信息，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

所有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和联系信息

可以在RTMS学校网站上找到。

mailto:graffce@fultonschools.org
mailto:wallacem@fultonschools.org
mailto:gannawayk@fultonschools.org
mailto:robsersons1@fultonschools.org


问题？

扫描二维码访问表单或

提交表单这里.

#RTMSwolves

fultonschools.org/rivertrailms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mLHcDGmBcEu6n9p-O6cAwil0U8LOmFhIot0vKwyyYjlUOEVaM1UwVFo4M0hWWEU4SUxaWkhGODNFUS4u
https://www.fultonschools.org/rivertra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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