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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此类操作一律须经学区许可。本章节假设您已获得相应许可。如果您无法执行本

文所述操作，则可能是因为您所在地区未获相关许可，而非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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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Genesis 家长/学生门户工具是查看儿童当前学年学习记录的安全可靠之法。如果您的学区

做出了相应选择，您可能有权访问以下信息： 
 

- 儿童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紧急联络人） 

- 儿童的考试时间、测验和期末成绩 

- 儿童的成绩单 

- 儿童的每日考勤记录或者班级考勤记录（如果儿童所在学校使用班级考勤）。 

- 教师年级用书分配以及儿童的年级指定。 

- 儿童的课程要求或下一学年课程表。 

- 儿童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例如 NJ ASK） 

- 儿童的纪律记录 

- 有关儿童的致家长函： 

o 通用信函 

o 考勤信函 

o 纪律信函 

o 课程表信函 

o 罚款/费用信函 

- 已为儿童上传的文档。 

- 在线问卷或表格。 
 

本手册的其余部分将指导您浏览所有可用屏幕及其使用方法。请注意，您可能无法看到所

有学生的每个屏幕（如果您在该学区有多名学生）。 

学区可选择哪些屏幕可用。若某屏幕不适用于您的学生，可能会不予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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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与登出 

 
 

登录 
登录 Genesis 系统非常简单： 

1. 进入您所在地区欢迎数据包所提供的网站访问 URL。 

2. 在“Username”（用户名）字段中，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3. 在“Password”（密码）字段中，输入您的网站访问密码。 

4. 点击“Login”（登录）按钮 
 

首次登录 

首次登录时，系统将要求您更改密码。 
 

如果忘记了密码，该怎么办？ 

在“Login”（登录）按钮旁，您可以找到“Forgot My Password”（忘记密码）链接： 

 
如果忘记密码，请点击此 链接（如果存在）。如果找不到此链接，您

必须联系学校或地区办事处。这些信息可能会显示于屏幕上，例如显示虚假信息的下方示

例屏幕： 

 
如果此处未显示相应信息，您应该可在地区数据包找到求助电话号码。您将获得一组随机

生成的新密码。新密码可能会发送至您的电子邮件账户。首次使用新密码登录时，系统将

要求您更改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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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出 
请务必正确登出 Genesis 网站访问：请务必正确登出所有 网站应用程序。 
 

如需登出，请找到并点击每个屏幕右上角的“Log Out”（登出）按钮： 

 
点击登出图标后，即可立即登出： 

 
 

为何需要登出？为何不能直接关闭网站或直接关闭浏览器？ 
在不登出的情况下关闭浏览器，您在 Genesis 服务器上的会话将一直保持开启状态。如此

一来，就会生成只有您才能关闭的安全漏洞：出于安全考量，请始终正确登出。置身于

互联网时代，请务必正确关闭会话，以免未经授权之人访问您的信息。 
 

这不仅适用于 Genesis，也适用于您使用的任何互联网/网站应用程序。 
  

如需登出，请点击屏幕右

上角的“Log Out”（登出）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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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语切换为西班牙语 

每个屏幕的左下角都设有一个  按钮。如需切换为西班牙语，请点

击此按钮。然后“Parent”（家长）模块的语言将更改为西班牙语。按钮本身会更改为 

。点击此按钮，可重新切换回英语。 
 

“Student Summary Dashboard”（学生摘要仪表板）屏幕 
 

摘要屏幕 - 学生仪表板 

 
 

Genesis 家长访问学生数据摘要 - 学生仪表板屏幕 

登录 Genesis 网站访问时，首先将看到“Student Data Summary”（学生数据摘要）屏幕。

此为学生的仪表板屏幕。您将看到您登录账户所连结的各学生“仪表板”。您指定的所有

学生均显示于同一屏幕上。 
 

各学生的“仪表板”均包含以下信息： 
 

 学生基本信息：学生 id、教室、年级、年龄。如果您在教学日查看该屏幕，还可

看到学生“现在”所在班级的信息：当前班级、当前教师和当前教室。 

 学生课程表。学生“当前”所在班级以绿色突出显示。 

 学生的本周考勤摘要：此处会以不同颜色来显示各周的考勤信息。 

 本周作业摘要 - 每天需要上交多少 

 还可选择显示学生的校车分配。 

  

此为目前的学

生。 

突出显示的课程是学生此刻安

排的课程 

向下滚动，可查看其

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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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的信息仪表板 

 

顶部选项卡 

总共有四个可用的深蓝色“顶部选项卡”。您可能无法看到全部四个选项卡， 

这取决于您所在地区所启用的屏幕。四个选项卡包括： 

-  - 您可在此处设置用户档案，以及访问提供学生最新信息的“信息中心”。 

-   - 此处可查看特定学生的相应信息。点击  选项卡时， 

首先将看到“Summary”（摘要）仪表板，每名学生均设有单独的“仪表板”面板。 

-  - “Contacts”（联络人）列出了已登记的学生所有联系信息，并允许

您更新相应信息。 

-  - 如果您所在地区选择允许通过 Genesis 进行在线支付，则会显示

“Payments”（支付）选项卡。否则不予显示。 
 

关于每名学生的更多信息 

“Summary”（摘要）屏幕设有每名学生的单独仪表板。其他浅蓝色选项卡每次只显示一

名学生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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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中或初中学生有课程表，点击  图标可获取一份可打印的课程表。可选择列表或

方块等两种显示方式。 
 

已选学生 

一次只能“选择”一名学生。“选择”学生后，学生的信息将显示于其他“学生数据”选

项卡中。例如，倘若您点击“Attendance”（考勤）选项卡，您将看到所选学生在整个学

年的每日考勤日历。 
 

选择学生 

  

顾问姓名 

校车路线 

年级用书分配与每周考勤 

选择您希望查看信息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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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已选学生 

“当前所选学生”的姓名会显示于屏幕顶部的“Select Student”（选择学生）下拉菜单

中。如需选择其他学生，请点击“Select Student”（选择学生）下拉菜单，并选择待选

学生的姓名。待操作完毕，选项卡将切换至您最后所选学生的信息。 
 

“Select Student”（选择学生）下拉菜单 

此下拉菜单包含您登录账户所连结的各学生姓名。如缺少一名学生，请联系您学校或地区

办事处。您所在地区可能会要求您为每名学生单独提交一份许可表。 
 

仪表板上的面板 

 

学生信息汇总于仪表板左侧。此处会显

示学生照片，以及教室、年级、辅导

员、年龄、出生日期以及学生目前所在

位置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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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填写表格 
如有亟需您填写的任何表格，均将显示于“Student Data Forms”（学生数据表格）

屏幕上。点击表格名称，以打开表格，并回答其中所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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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表格 
1. 转至“Student DataForms”（学生数据表格）选项卡。 

2. 选择要填写的表格，然后点击突出显示的名称： 

 
 

1. 点击表格名称，即会显示表格，以供您填写。每张表格均不同。 
 

 
2. 表格填妥后，请点击  按钮。此时，您的回答将发送给 Genesis。如

果您不点击  按钮，将不会记录您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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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管理 
 

在“Contacts”（联络人）屏幕中，您可以查看或更新学生的联系方式。如果您无权通过

网站访问方式直接更新联络人信息，则看不到上述字段和按钮。如果缺少这些字段和按钮，

请联系学校或地区办事处，以便为儿童而更新信息。 
 

每名儿童的姓名旁可能会显示  PDF 图标，可供您打印其当前联系方式。 
 

警告： 此类操作一律须经学区许可。本章节假设您已获得相应许可。如果您无法执行本

文所述操作，则可能是因为您所在地区未获相关许可，而非系统故障。 
 

 
 

“Contacts”（联络人）屏幕的部分区域会列出学生的所有联系方式 

 

联络人管理屏幕会列出哪些信息？ 

“Contacts”（联络人）屏幕会列出下列人员的所有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方式： 

- 学生自己 - 儿童自己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 学生的监护人 - 允许查看儿童信息的合法监护人（例如您）。 

- 其他联络人 - 您希望学校在儿童上学期间需要了解的其他所有人员，包括： 

o 紧急联络人 - 您希望在出现紧急情况但您不在时需要联系的人员。 
  

点击 PDF 图

标，可获得

该学生所有

联络人的可

打印列表。 

每一部分均 

关于不同的 

联络人。 

您或许可以 

看到电话号 

码及/或电子

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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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s”（联络人）屏幕为每名儿童均设有单独区域；且每名联络人都有单独分区。 

查看和打印您账户所连结全部学生的联系信息 

如需打印学生“Contacts”（联络人）屏幕所列全部联系信息的副本，请点击该学生姓名

旁边的  PDF 图标。 
 

删除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找到要删除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对应的删除垃圾桶

图标，然后点击图标： 

 
此时将显示确认对话框： 

 

点击“OK”（确定）按钮以继续操作，并删除电

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点击“Cancel”（取

消），以放弃删除并保留信息。 

 
 

添加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如需添加新的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请在联络

人信息下方找到“Add Phone/Email”（添加电话/电子邮件）工具： 

 
 

确保为正确的联络人找到“Add Phone/Email”（添加电话/电子邮件）。每名联络人的信

息均单独显示“Add Phone/Email”（添加电话/电子邮件）字段： 

 
 

下拉菜单内含您可以添加至联络人信息的内容： 

 
 

选择要添加的信息类型。 

然后，移动至空白文本字段，并输入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 

转至屏幕的顶部或底部，点击  按钮。 
  

您只能添加此列表中的各项信息。如果缺少某信息，则意

味着您无权添加该信息（例如，倘若未显示“Email”（电子

邮件），则意味着您无权添加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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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联络人 

如果学生联络人列表左下角显示  按钮，则意味着您有权添加新联

络人！如果看不到此按钮，则表明您无权添加联络人：请联系您的学校，以更新联系方式。 
 

如需添加联络人，请点击  按钮。此时，按钮下方将显示“New 

Contact”（新联络人）区域： 

 
请输入以下字段： 

- 联络人名字 - 此人名字 

- 联络人姓氏 - 此人姓氏 

- 与学生的关系 - 选择新联络人与学生的关系：朋友？邻居？此处列出了若干种关系。

请务必正确选择。 

- 此人是否为儿童的紧急联络人？如遇紧急情况，您是否希望联络他们？如果是，请

选择一名紧急联络人。 

 

您可以为每名学生输入最多六名紧急联络

人。紧急联络人是您希望在紧急情况下联

络的人。针对这些人员，请输入您希望的

联系先后顺序。 

输入所有信息后，点击  按钮即可添加新联络人。 
 

警告： 如有多名学生，并且您希望新联络人应用于全部学生，您必须将这些信息分别添

加至每名儿童的联络人中。 
 

更改现有联络人的关系信息或删除现有联络人 
如果您拥有更新联络人信息的权限，则联络人信息的顶部一行将显示 （选项）按

钮。如需更新联络人的姓名信息或完全删除联络人，请使用 （选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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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选项）后，将显示弹出框： 

 

 弹出框提供三个选项： 

  - 点击“Close”（关闭）按钮，弹出框会消失，并且不做任何更改。 

 -点击 （更改联络人）即可更改此联络人的姓名和关

系信息。（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更改方式如上所述。） 

 - 点击 （删除联络人）即可完全删除此联络人。此时将删除此联络人的全部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警告：没有“UNDO”（撤销）按钮。 
 

删除联络人：点击 （删除联络人），将显示以下确认对话框： 

 
如果点击“Yes”（是），将永久删除联络人及其所有信息。如果点击“No”（否），则

会关闭弹出框，且不会删除联络人。 
 

更改联络人：点击 （更改联络人），将显示以下弹出框： 

 
您可以更改联络人的名字或姓氏，并选择是否将他们设置为紧急联络人。如需更改联络

人，请更新信息，然后滚动至屏幕顶部或底部，并点击 （保存所有更改）按

钮。 
 

警告： 此类操作一律须经学区许可。本章节假设您已获得相应许可。如果您无法执行本

文所述操作，则可能是因为您所在地区未获相关许可，而非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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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FAQ） 
 

1. 何处获得登录账户？ 
 

您的 Genesis 网站访问登录账户通常是您的电子邮件地址。请提供相应的电子邮件地址，作为您的

学校或地区登录账户。当您的账户登录 Genesis 系统时，学校或地区会通知您。 
 

2. 如果忘记了密码，该怎么办？ 
 

如需找回丢失的密码，您必须致电学校或地区。 
 

3. 网站访问的 URL 是什么？ 
 
https://parents.pennsauken.net/genesis/parents?gohome=true 
 

4. 如何登出网站访问？ 
 

每个网站访问屏幕的右上角均设有“Log Off”（登出）小按钮。点击“Log Off”（登出）按钮。 
 

5. 能不能直接关闭浏览器，而不点击登出？是否真的需要登出？ 
 

关闭浏览器与登出并不相同。 您必须登出网站访问，以免其他人意外访问您的学生信息。 
 

例如，倘若您在某公共场所（图书馆或其他公共互联网接入点）登录网站访问，却没有登出就直接

关闭浏览器，那么当您走开后，其他人就能够立即重新打开您的网站访问会话，并查看儿童的信息。

只有登出，才能正确终止网站访问会话。 
 

请始终登出网站访问，切勿直接关闭浏览器 
 

6. 如果无法访问所有学生的数据，该怎么办？ 
 

如需访问尚未连接至您网站访问账户的学生，您必须致电学校或地区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