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尔顿县学校董事会于 2022 年 5 月 3 日星期二在 North Learning Center 举行定期董事会会议。以

下是对一些较高讨论度主题的重点介绍；完整议程可在网上查阅。讨论或批准的其他主题可通过

 BoardDocs 获得。 董事会行动的摘要可以在这里找到，而董事会政策更新可以在这里找到。  
  
K-8 STEAM 学院  
首席学术官 Clifford Jones 介绍了相关信息，并讨论了在 FCS 的学校组合中增加 K-8 STEAM 学院的

益处。STEAM 是指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富尔顿县学校致力于建立 K-8 STEAM 学院。

Jones 先生说，在 FCS 的学校选项组合中增加 K-8 学校，将为父母增加一个高质量选择。K-8 学校

提出了一种注重证据的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并符合学区对中学重新设计的整体承诺。这

些学院将包含从我们的 STEM 学校学到的经验和最佳做法，我们的艺术计划的各种属性，我们的 
CTAE 计划的真材实料，以及我们的数学和科学课程的高学术标准，在一所学校里一应俱全。参见

展示文稿。  
  
在随后的介绍中，首席运营官 Noel Maloof 和副首席运营官 Yngrid Huff 根据入学率、设施条件和学

术计划方面的需求讨论了设施总体规划。他们回顾了北部和南部地区，详细说明了哪些学校正在

考虑关闭/合并，并提出了一种在学区的部分地方促进 K-8 STEAM 选项的方案。这些想法将影响秋

季重新划分学区以及附属学校协调。点击这里，查看完整展示文稿。  
  
对 K-8 STEAM 模式有想法或疑问？点击下面的图片，扫描二维码，或者访问 Thought Exchange 网
站，向我们提出您的反馈意见。  
  

  
  
学监最新情况通报  
Mike Looney 博士提醒大家，我们正处于本学年的最后阶段，鼓励学生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保持专

注。他还指出，本周是全美教师感恩周 (National Teacher Appreciation Week)，感谢我们的教师，

对他们的牺牲表示谢意。不容忘记的是，5 月 1 日星期日是全美校长日 (National Principals Day)；
Looney 博士切实感谢了我们勤奋工作的 FCS 校长们。现在，学生政府理事会 (Student Government 
Counci,lSGC) 的选举已经完成；Looney 博士感谢学生、父母和社区成员为 SGC 提供的服务。近 400 
名候选人参加了公开席位的竞选。SGC 是作为 FCS（作为州特许学区）的独特特征的一部分而开展

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七所富尔顿学校荣登乔治亚州两所最佳公立高中名单  
七所 FCS 高中荣登 Niche.com 2022 年乔治亚州最佳公立高中名单。Niche 对用户评论和美国教育部

数据进行编集，其中包括成绩、文化和多样性、健康和安全、体育等方面的排名。北景高中 
(Northview High School) 在名单上名列第二。这七所学校也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列入 2022 年最佳高中名单。依据 2019-20 学年数据，近 18,000 所公立高中得到排

名。祝贺 Northview（北景）、阿法乐特 (Alpharetta)、Chattahoochee（查特胡奇）、约翰溪 
(Johns Creek)、Milton（米尔顿）、Cambridge（剑桥）和 Roswell（罗斯维尔）高中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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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am1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my.thoughtexchange.com%2Fscroll%2F610255831%2Fwelcome&data=05%7C01%7Chilllw%40fultonschools.org%7C9977780016f7407a21b908da2d3e2f08%7C0cdcb19881694b70ba9fda7e3ba700c2%7C1%7C0%7C63787204234944161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NSIVGU1%2F9MjaVRzNilyUnE8hMT%2Bcp4TJKev36AjMgIA%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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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感知问卷调查  
战略与治理执行主任 Ryan Moore 博士介绍了新的 FCS 年度感知问卷调查的初步结果。这项调查是

在 2022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22 日对工作人员、4-12 年级的学生和家庭进行的。  
  
初步结果包括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回应率，将学区作为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净促进者评分，以及各

部门的客户服务评分。  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些结果代表一组新的基准数据，并且指出：  
  

• 参与度很高，有超过 50% 的工作人员（学区和学校）和近 12,000 位父母参与。  
• 初步结果表明，大多数团体在净促进者指标和客户服务方面对他们的个别学校和学

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工作人员将在 5 月底分享更全面结果，并且将在夏季开发互动式仪表板。请在这里查看完整的展

示文稿。  
  
新的《行为守则》规定  
助理校长 Christopher Matthews 博士解释了 2022-23 学年行为守则和学生手册中制定的三项新规

定。两项规定与个人通信设备 (PCD) 有关，第三项新规定是关于学生在校车上的行为。关于前两

条新规定，Matthews 博士解释说，获取、参与和促进教学过程对于学生成功至关重要，并指出学

生在课堂上使用 PCD 是非常分散注意力的。举例而言，PCD 是手机、平板电脑、苹果手表、小玩

意儿以及其他个人通信设备。虽然允许学生拥有 PCD，但 FCS 正在制定一项新规定，禁止小学校

内上学期间使用 PCD。6-12 年级的学生也可以拥有 PCD，但不能在教学或上课时间使用，除非有

老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出于学习目的做出指示。此外，禁止使用 PCD 来记录和传播非法活动、恶劣

或危险事件。Matthews 博士还分享了《行为守则》中一些高度概括性的语言修订，其中包括对技

术犯罪描述进行更新，以适应当前的趋势和术语，并解释了针对具体事件增加的分级后果，包括

殴打学生并造成伤害、欺凌、强行绑架和戏弄/嘲弄。请在这里查看完整的展示文稿。  
  
预算听证会 #1  
在 2023 财政年度的第一次公开听证会上，首席财务官 Marvin Dereef 提醒教育局，他们设定的主

要参数是为了提出学监的预算建议。Dereef 还表示，拟议的预算是基于一个建议的收入项目，其

中包括从 17.59 到 17.49 的米尔费率削减。其他亮点包括新的雇员补偿方案以及提议的普通基金预

算（其中 78% 直接分配给学校）。还邀请公众参加定于 5 月 12 日举行的下一次预算听证会。  
  
暑期学校注册  
暑期学校注册将持续到 5 月 26 日。6 月 6 日和 7 日，在暑期学习现场也可以进行逾期注册。面授

课程将于 6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在 36 所学校进行（小学从上午 7:40-中午 11:40，初中从上午 8:55-下
午 1:20，高中从上午 8:20-下午 12:20）。Fulton Virtual 将于 6 月 1 日至 7 月 13 日举行，逾期注册

将于 6 月 1 日至 6 日在网上进行。所有面授现场都将提供早餐、午餐和交通。更多信息，请访问 
FCS 暑期学校网站。 
 
公开招生截止日期是 5 月 16 日  
学区已确定 75 所学校可以在下一学年通过乔治亚州的《优质基础教育法案》(Quality Basic 
Education Act) 接受转学学生，该法案允许在公立 K-12 学校就读的学生的父母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在学区的另一所学校入学。这是一个抽签选择过程。申请截止日期为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4:30，父母将在 6 月 30 日被告知其孩子的转学情况。点击这里查看接受公开招生转学的全部学校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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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谈谈学校    
查看我们新的每周系列，让我们谈谈学校 (Let’s Talk Schools)，由学监 Mike Looney 博士主持，他

谈论所有 FCS 事情。  本周，Looney 博士采访了全球影响力学院 (Global Impact Academy) 校长 
Anthony Newbold 和创新学院 (Innovation Academy) 校长 Tim Duncan。  
  
号外！号外！    
了解富尔顿县学校正在发生的事情。请务必查看学区网站 https://www.fultonschools.org/news 的
特别新闻部分，了解最新和最重要的 FCS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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