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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9 日 

 

各位家長：  
  

這是我擔任新教育總監的第一個星期，我感到非常興奮。這不僅僅是因爲我在紐約市出生和長大，還因爲教育已

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媽媽和姑姑都是老師，因為她們，我去當紐約市公立學校的英文老師，也因為我在皇后區

讀書成長時，我有幾位非常好的老師。   
  

自我開始在教育局工作的 21 年以來，我擔任過副校長，後來當上校長。最近，我作爲學監和布朗士區的執行學

監為我們的學校社區服務。   
  

現在我感到很榮幸能夠領導我們全市的學校。在這個星期，我花了很多的時間，看到來自各個行政區出色的師生

們，以面授和遠程的方式，積極地投入教學之中。我看到學前班的學生學習水的周期，共同學習的六年級生在學

習比率，他們將正確比率的食物色素加到蛋糕的糖霜上，還有共同學習的七年級生分享展現我們是誰的特別物件。

在過去一年，雖然要面對着所有的改變和挑戰，但是，學校社區仍然是一個快樂和充滿活力的學習地方。  
  

我回想一下本周的各個參觀，我們教室、社區多姿多采的多元化，以及我們城市作為一個整體，這些也激勵了我。

在我們的學校，「尊重所有人」不單只是一個口號，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珍重每位學生、教職員、家長，

無論他們是什麼人。我們保證每個人都感到禮遇。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核心。   
  

但是，我在全市看到可怕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以及本周發生在亞特蘭大的，這些事情更清晰地讓我們明白，

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去結束系統上的種族主義。正義和包容一直是我任職教育工作者的基石。身為教育總監，我承

諾繼續推進平等，消除我們學校系統中的任何偏見。我要清楚指出，教育局或我們的學校都不會容許種族主義或

任何種類的歧視。就在這個星期，我們為老師們提供了最新的資訊，以便對付學校裡的仇恨犯罪，並為學生提供

社 交 和 情 緒 的 支 援 。 您 可 以 在 以 下 鏈 接 找 到 與 子 女 一 起 討 論 種 族 主 義 和 仇 恨 犯 罪 的 資 源 ：

schools.nyc.gov/togetherforjustice。  
  

在 3 月 22 日，我會記着：營造一個環境，鼓勵所有的學生做回自己，這一天，我們所有的高中將開始歡迎學生

重返校園接受面授教學和混合式學習。跟小學和初中，以及我們的第 75 學區計劃一樣，高中學校將遵從我們已

建立的嚴謹做法，這些做法幫助保持學校社區各人的健康和安全。做法包括每周為學生和教職員進行隨機的新冠

檢測、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每晚徹底清潔校園。同時，我對於這項全市恢復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感到很興奮。

我為領導一個為全國在重開設施的努力上設立標準的學校系統而感到自豪。  
  

對於我們學校和本市來說，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歷史時刻，我想感謝大家為支援學生和學校所做的一切。在未來

數周，將有機會讓我跟大家見面和傾談。我保證，在我們即將完成本學年的工作並為下一學年籌劃時，我會傾聽

您的意見，並將其納入考慮之中。  
  

加油﹗我們這樣做﹗我們準備好了﹗  
  

誠致敬意！ 

 
紐約市學校教育總監 

波特（Meisha Porter） 

https://www.schools.nyc.gov/togetherfor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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