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 – 2011

提供各生均等機會，促進各生的智力、創作力、自律能力、文化與語言敏感
性、民主責任感、經濟能力，並身心健康的發展，使他們能各展所長，發揮最
大潛能，達到成功。

三藩市聯合校區
20102011
為達到校區的使命，教育委員會採納了以下目標：
機會與平等
實現社會公平的原則
學業成就
確保學生成績卓越，學習愉快
問責精神
保證向學生及家長兌現承諾

各位學生、各位家長、各位監護人：
歡迎大家昂然踏入新學年。校區的目標是為學生孕育一個安全、健康和嚴謹的學習環境。有見及
此，我們希望校區內所有學校的成員能夠對我們就保障學生福利和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政策及規例
有所認識。
我謹此鼓勵每一位學生、每一個家庭均主動細閱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無論你是否本校區新的一
員。這手冊詳細解釋的權利和責任均有助家長了解我們校區對學生的期望。
學生的成功實有賴整個社區的協作。我期望學生和家長熟讀這手冊後，能更深刻理解自己的權利和
義務。
我們期待著一個成功的家校夥伴關係，以確保我們所有的學生能得到嚴格的教育。
祝各位有一個安全、成功的新學年！
學監
賈西亞



家長 /監護人 /看顧人同意書

請仔細閱讀，簽名，沿虛線撕開，並交回子女就讀學校。
下面簽字的家長 /監護人 /看顧人，確認收到 2010-2011 學生及家長 /監護人手冊，其中包括每年
給家長 /監護人 /看顧人的通知書。

學生姓名

家長 /監護人 /看顧人姓名 (請寫正階)

級別/學校

簽署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册簡介
本手册載有非常重要的表格，供家長及監護人參考並於學年開始時交回子女學校

本手册將分發到三藩市聯合校區各家庭及學校教職人員，使各人對手册內的各項規定有所了解和認識。
手册所列明的各項規定，將於學年開始的新生指導日的時候講解和討論，以確保每位學生均清楚知道三藩市
聯合校區的規章及對學生的要求。
各學校均有此學生手册，並將在新生註冊報到時發給學生。
如對這手冊有任何問題，請致電695-5543到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服務事務處查詢。

本學生手册有什麼新增內容
以下是2010-2011年度學生手册的重要事項
正面行為守則

第5頁

三藩市聯合校區新電話號碼

第6頁

2014年及以後高中畢業要求

第15頁

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及
曠課評審資源中心

第38頁

教委會就修補公義所作的決議

第49頁

二形糖尿病資訊

第99頁

今年的手冊有很多新增訊息，請仔細閱讀，並小心保存，以備全學年作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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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正面行為守則
1. 在這裡學習
歡迎你在這裡學習。在這裡，我們會幫助你學習，保護的學習，若你的行為擾亂他人學習的時候，會糾正你的行為。
2. 禮貌地跟別人打招呼
微笑，點頭，眨眼，擊掌，握手，擊拳 - 所有這些動作，都是友善的表現，代表你很高興見到他們，並準備一起開始
有美好的學習天。
3. 不受取笑地帶
大家是在這裡學習，請互相尊重。如果你受謠言，侮辱，威赫，操縱等影響，請告知校內的成年人，他們會幫助你解決
這些問題，不讓它們繼續發生。
4. 清理垃圾
清理自己的垃圾。當你看到地上有垃圾時，可順手拾起，清潔的校園使你自豪，也可給訪客留下良好印象，知道三藩市
的學生是這麼有公德心的學生。
5. 適當的時間，地點和態度
當你感覺不開心，想找成人傾訴的時候，記着要耐心等候合適的時間。你可以問對方什麼時間及地點最適合傾談。緊記
見面交談的時候要保持冷靜和樂意聽取的態度。
6. 電子用品: 關閉及放於儲物櫃內
上課時並不需要使用手提電話及其他電子用品，應該把這些東西關上並放於儲物櫃之內，最理想當然是放在家中。若家
人有要事需要聯絡你，可以致電到學校總機，一定可以找到你。
7. 清楚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在什麼地方
緊記自己的上課時間表，留意時間。老師會給你清晰的指示，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去到不同的課室，記着循正確的路行。
8. 用正確的聲線
聯歡會與圖書館是不同的地方，各有遵守的模式。在聯歡會太靜是不禮貌的表現，同樣在圖書館大叫也是不可接受的。
在校內，我們會用室內的聲量讓大家容易聽見。
9. 緊記安全-步行安全－遊戲安全－坐立安全
無論自己或他人，也要小心確保大家的安全
10遵從教職員指示
校內所有成年人都是你的師長。要細心聆聽他們的說話，遵從他們的指引。如你不認同他們的指示，可以問什麼時間和
地點可以再討論有關問題。你也可以與另一個成年人談，但先要遵從他的指示，一般成年人都樂於聽你說話，只要你能
遵從他們的話。

Adapted from Toki Middle School Restorative Justice Discipline Plan 20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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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藩市聯合校區主要聯絡資料
教育委員會
2010 年 6 月
Jane Kim 主席
JaneKim@sfusd.edu
Hydra Mendoza 副主席
HydraMendoza@sfusd.edu
Sandra Lee Fewer
SandraFewer@sfusd.edu
Kim-Shree Maufas
Kim-ShreeMaufas@sfusd.edu
Rachel Norton
RachelNorton@sfusd.edu
Jill Wynns
JillWynns@sfusd.edu
Norman Yee
NormanYee@sfusd.edu
Esther V. Casco 行政助理
cascoe@sfusd.edu, 241-6493
Carlos A. Garcia 學監
CarlosGarcia@sfusd.edu

社會人士如需教育委員會常會或委員會會議詳情，或欲
留言給教育委員，請致電教育委員會辦事處，電話：
（415）241-6493。

三藩市聯合校區網址
www.sfusd.edu
www.healthiersf.org

三藩市聯合校區聯絡電話
領導、公平、成就及規劃處

241-6310

小學管理處

241-6310

K-8 學校

初中管理處

241-6607

高中管理處

241-6478

替代支援計劃
小型學校/特許學校辦事處

355-7323

兒童培育計劃

750-8500

家長申訴辦事處

241-6150

特殊教育服務

379-7612

學生支援服務處

522-6739

普及課後計劃/ExCEL

750-4500

體育事務處

920-5185

變遷家庭/青少年（無家可歸者服務）

242-2615

值班護士（只適用於學年期間）

242-2615

學生服務事務處

695-5543

註冊處/高中成績單

695-5560

家校合作辦事處

241-6185

翻譯及傳譯事務處

241-6081

工作證（給未成年學生）簽發事務處

695-5543

學術及專業培訓部

379-7600

二十一世紀課程

379-7752

升大準備輔導

379-7750

英語學習生支援服務

379-7729

資優教育辦事處

379-7645

學習支援及問責辦事處

379-7741

視覺及表演藝術事務處

695-2441

政策及營運部

241-6121

教育委員會職權
教育委員會共有七位委員，遵照州地方、州及聯邦法
律，為三藩市聯合校區所有公立學校（由幼稚園至十二
年級）制定政策，主要責任是確立教育目標及標準，審
核教材及校區預算（為獨立預算，不在市府預算內），
確認人事的任用，核准採購儀器、器具用品及服務，審
核租約、修葺及新建工程，以及接納公會合約。
為了管理三藩市聯合校區的日常工作，教育委員會委任
一名學監管理校區行政事務。在每年一月份的首次常務
會議上會選出一位主席及一位副主席。教育委員會下設
四個委員會，各有三位委員，由教育委員會主席委任。
目前的委員會計有：校舍、場地及服務委員會；預算及
工作事務委員會；課程及計劃委員會；規則、政策及法
規委員會。
各委員會均可以進行調查，商議，以及向教育委員會全
體提交建議，但不能立法及管理事務。如有特殊問題，
教育委員會會成立公民諮詢委員會，聽取社會人士對決
策的意見。教育委員會之常會及委員會會議公開，歡迎
社會人士出席。
教育委員會常會逢每月第二、第四星期二，下午六時，
在 Franklin 街 555 號一樓教育委員會會議廳舉行，由
KALW, 91.7FM 電台及 SFGTV 電視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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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及公關部

241-6565

學生入學事務處（學生入學申請）

241-6085

設施

355-6979

人事部

241-6101

學生考勤記錄辦事處

241-6206

學生營養服務辦事處

749-3604

校車接送服務事務處

695-5505

學監辦公室

241-6121

成績評估（測驗）辦事處

241-6400

保安事務處

695-5665

學校安全熱線
safeschool@sfusd.edu
241-2141
學校安全熱線為學生提供三種舉報騷擾、暴力和威
脅事件的方法，即發電郵、打電話和上網填表格，
目的是使學校更安全。
最重要的一點是，這熱線容許學生以匿名方式舉
報，減少學生對遭到報復和舉報的恐懼。來電者不
必透露自己姓名，除非自己願意。
這熱線並不取代911。與安全無關的問題，請致電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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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業成績指引和學校活動
a) 學業成績指引

三藩市聯合校區所採用的英文字母等級計分法如下：

課業忠誠
所有學生須完成各學科練習及測驗，不取巧作弊。任何
學生若有作弊行為，則所完成的作業練習或測驗亦作無
效，且將受懲罰。

英文字母等級

百分率

等級折合分數

A

90 - 100%

4.00

B

80 - <90%

3.00

操行
操行成績是根據學生的行為表現而定。學業成績是根據
學生的成績表現而定。

C

70 - <80%

2.00

D

60 - <70%

1.00

F

0 - <60%

0.00

退修學科
經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輔導教師及課任教師等認可
的學科，學生可在該學科上課後六星期內退修五學分的
課程而不受懲罰。
經允准的缺席／遲到
經允准缺席／遲到的學生將給予機會補作所欠的功課作
業。凡經認可的請假／遲到將不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或
操行，只要學生完成補做作業
（請參閱第 36 頁，補做作業）。

每英文字母等級相等於若干等級折合分數，已列表如
上。學期末，學生的平均分數將自動算出，方法如後：
每科所修學分乘以所得等級折合分數，得出分數，然後
將所有分數加起來，除以所修學分總和。
例子：
科目

等
級

等級折
合分數

乘
以

所修
學分

等
於

分數

世界文學 1

A

4.0

x

5.0

=

20.0

評分期

代數 1

C

2.0

x

5.0

=

10.0

每學期有 18 星期。學校的評分期若是 6 星期一次，成
績報告表將分別於第 6、12、18（最後成績）星期後寄
往學生的家。學校的評分期若是 9 星期一次，成績報告
表將分別於第 9 及 18（最後成績）星期後寄往學生的
家。最後成績將登載於獎學金記錄上，並且用以決定該
學期的平均分（家長可要求進度及／或臨時報告，發出
與否由學校教職員及校長決定）。

體育 1

F

0.0

x

5.0

=

0.0

評分政策
學生成績分數是由教師決定，除非發現有人為或技術性
的錯誤，又或或者有作弊、欺騙等行為。成績是最終的
決定，若家長/監護人對成績不滿，可以書面請求學監
或代理人從審分數。要求會於收件後三十天內回覆。如
學生分數依然不變，家長 /監護人可以於三十天內向教
育委員會提出上訴。 （加州教育則例 49066，49070）

總和

15.0

30.0

30 （分數總和） ÷ 15 （所修學分總和） = 2.00 （平均分）

畢業典禮
八年級或十二年級學生，操行有四次或以上不及格
（“U”），不得參加升級／畢業典禮。操行成績不及
格，是以上學期或下學期最後的成績作準。

初、高中的評分政策
學生修讀每科，需全學期出席，成績至少達到 D 級（轉
校生則需在前校取得進步成績），才可得到 5 個學分。
駕駛教育及升學就業計劃為期只得 9 星期，因此每科只
算 2.5 學分。
高中生每學期不得修超過 45 學分。如有例外情形，欲
進行上訴，可聯絡校長。
學生如未符合或完成要求，學校可給予部份學分，計算
方法以上課時間（以分數仍單位）相當於一學分的比率
為根據。

9

3) 學業成績指引和學校活動

此外，學生若行為有礙教學活動的進行，或沒有歸還屬
於校區的物品，將影響參加畢業典禮的權利。如要上
訴，上訴將由畢業委員會及校長審核。高中學生，在上
學期結束時，學分若未滿足畢業要求，或未完成必修科
目，不得參加六月舉行的畢業典禮。他們需在暑期班修
足所欠學分，及/或完成必修科目，才可在暑期班獲得
高中畢業證書。
學生若滿足上述所有規定，並取得結業證書（詳情見本
手冊第 13 頁），雖未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試，仍可參加
畢業典禮。
家課
每一學校均有家課政策，確保學生經常有家課練習，藉
以提高其學習效果。家課練習與課室所學有直接關係。
校區可能會準備些教材作業給家長，幫助家長提高其子
女閱讀及數學的基本能力。初中學校將使用有教育價值
的工具，如 “學習規約”，使學生，家長／監護人／
看顧人及教師，共同擬定一項個別的學習計劃。
幼稚園至五年級：家課作業將成為教學課程一部份。學
生需完成教師指定家課作業：幼稚園至三年級每日不得
超過 20 分鐘，四、五年級不得超過 30 分鐘。
有關家課的明確資料將由教師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擬定，於每學年開始時通知家長（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6136 條）。

課後計劃
(家課輔助、學術性活動及補充課程活動)
三藩市聯合校區逾 85 所中小學提供卓越課後計劃，名
額有限，報名從速。
每天下課後至六時止，你子女可留在學校，參與以下
不同活動：
學術性活動：做家課和學習閲讀、寫作、數學、科
學、社會科與電腦等。高中生另為升學就業及加州高
中畢業試，做好準備功夫。
康樂活動：參與運動、舞蹈、遊戲及其他體能活動，
以保持身心健康。
補充課程活動：可選擇參加藝術班、烹飪班、音樂班
或生活技能班，享受其中樂趣和擴濶自己的視野。
每個課後的學術性活動都有你子女的教師參與，以確
保内容與日間的課程相配合。此外，每所學校與非牟
利社區組織合辦活動，以加強與社區的關係。
查 詢 卓 越 課 後 計 劃 詳 情 ， 請 致 電 242-2615 或 瀏 覽
http://www.healthiersf.org/ExCELAfterSchool。

獨立學習
(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6102.6 條)
教育委員會授權的獨立學習是一個可供達到目標和履行
畢業要求的學生選替的教學策略課程。三藩市聯合校區
提供的三種獨立學習類別包括：
獨立高中是讓高中年齡的學生至少獲得 60 個學分而
設。
短期獨立學習可在老師同意下在學生就讀的 K - 12 學
校進行，由老師監督，最長不多於兩週。因特殊情況需
要他/她參加獨立學習的原因包括：（1）短期的殘障或
疾病令學生不能上學;（2）家庭緊急事件或有家庭成員
離世，需要學生離開。
JROTC 學生可參加獨立學習，詳盡解釋可參考行政守
則。
學生參與獨立學習之前，家長和老師需要簽署書面協
議。其他有關獨立學習的標準，在家需完成的作業量和
轉換為等效學分和每日出席計算法
，請聯繫你的輔導員或校長。
家校聯絡
由幼稚園至十二年級，學校教師與家長／監護人／看顧
人之間每年最少應有兩次會面。包括：學校開放日，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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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家長面談及電話討論。
同時，十二年級學生若因學業成績欠佳或許不能畢業，
該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在六星期為一階段的第一個
評分期內及第二個評分期後接到通知。十二年級學生的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接到通知兩星期後，該生的成績
若仍沒有改進，將需舉行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會議。

學生若有可能留級，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將會接到通
知，並且有機會與有關教師商討，決定該生的升留。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無權單方面決定學生的升留，但
有權對教師的決定提出上訴。上訴被推翻時，上訴一方
需接受裁定的原因。（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48070.5
條）。

大學預修課程（AP）測驗費用付還計劃
資優教育計劃（GATE）促進大學預修課程（AP）測驗費
用付還計劃，幫助低收入的高中學生。校區關心綜合高
中很多低收入的學生，除去經濟對他們的障礙，使他們
能參加大學預修課程測驗。
凡就讀大學預修課程的低收入學生，打算參加課程完結
時舉行的考試，皆有資格參加大學預修課程測驗費用付
還計劃。這計劃由加州政府提供，旨在鼓勵低收入學
生，參加這些課程的年終考試。
參加這計劃的家庭，必須符合名為 “聯邦三重計劃”
（Federal TRIO Program） 表格 A 及 “學生資格表格
B”（Student Eligibility Form B）上所定標準，這
兩表格將會由各高中的大學預修課程統籌員派發，讓你
知道你必須付的減收考試費用。
私校及特許學校不符合參加這計劃的資格。
這些費用由校區資優教育辦事處幫助各校去支付。
如有任何問題，請先向學校的大學預修課程統籌員查
詢，或致電資優教育辦事處，電話：379-7645。
b) 留級及升級
州及聯邦特殊加州教育則例規定，有缺陷的學生若沒有
個別教育計劃轉介，不得留級。
指導
全校區由幼稚園至十二年級均有學生指導及學術輔導的
服務。學生留級，家長／監護人／看顧人需出席檢討會
議。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將獲指示，有關該生
在留級學年中的教學課程（幼稚園至十二年級）。
幼稚園
若沒有家長同意，就讀滿一年的幼稚園學生不得留級
(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48011 條)
年滿五歲的幼稚園學生若得到學監或受權人批准以及得
到家長／監護人的同意，根據州教育委員會法例 (教育
委員會政策第 48011 條, 加州法規第 5 章 200 條)可升
讀一年級。
小學及初中
當老師和校長同意某學生應該升班或留班的時候，應與
家長 /監護人舉行會議，告知他/她校方的建議行動。
如有問題，應轉介到學校學監。 （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51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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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學生升級／留級標準
學生若不符合上述升級條件，就讀八年級時，在十二科
科目中，有四科或以上不及格，如在暑期補習完成全部
課程，勤到記錄良好，成績及格，則由校長根據下列規
定而決定是否准予升讀九年級：
1. 品行良好。
2. 考勤記錄良好。
3. 加州標準測驗及／或其他測驗成績令人滿意。
4. 學校教師推薦。

高中升級基本條件
升讀十年級

55 學分

升讀十一年級

115 學分

升讀十二年級

170 學分

畢業班

230 學分

*參考高中畢業條件(15 和 16 頁)
c) 高中畢業條件– 新規定
學生必須修畢三藩市聯合校區所規定學分與科目，並通
過加州高中畢業試(CAHSEE)，始能取得高中畢業證書。
另有可替代高中文憑的條件

A) 學分與科目
2010 年 6 月，教育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新政策，包括畢業
的 A-G 系列的課程畢業要求，首批應用畢業班為 2014
年。
2014年前畢業

允許測驗成績差異，需得到學監在行政守則說明內的批
准
1. 英語學習生
根據加州公立學校制度，英語學習生在其最初入讀的的
24 個月，需要接受至少六個月的緊密英語閱讀，寫作和
理解學習。在此期間，略懂英語（LEP） 學生應盡量考
好加州加高中畢業試（CAHSEE）。英語學習生必須通過
加州加高中畢業試（CAHSEE） 獲取文憑。
允許測驗成績差異，需得到學監在行政守則說明內的批
准。
2. 殘障學生
根據政府的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方案，殘障學生必須在十
年級參加加州高中畢業試（CAHSEE）。殘障學生若要取
得高中畢業文憑，必須符合加州高中畢業試要求並完成
上述國家及地區畢業要求。有關殘障學生的加州高中畢
業試要求如下：
1. 參加一般加州高中畢業試並考獲 350 分以上。
2. 根據學生的 IEP 或 504 計劃，參加修改的加州
高中畢業試考試，考獲 350 分以上分數。
3. 根據學生的 IEP 或 504 計劃，參加修改的加州
高中畢業試考試，考獲 350 分以上分數並獲教育委
員會授予豁免通過一般加州高中畢業試要求（見下
面“殘障學生豁免條件”）。
殘障學生如合符殘障學生豁免條例有關資格準則(不需
要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試或高中畢業的條件) 取得高中畢
業文憑。

(在2010年上學期人讀10、11或12年級)
請參閱第14頁
2014年之後畢業
(在2010年上學期人讀9年級或更低班級)
請參閱第15頁

B) 加州高中畢業試 (CAHSEE)
這項規定適用於所有畢業班的學生（2014 年之前或之
後）。
學生必須成功地通過 CAHSEE 以獲得高中文憑。學生必
須於每個部分我 CAHSEE（英語 /語言藝術和數學）獲得
350 分或以上，以便通過考試。
加州高中畢業試將於學校正常時間在學校舉行。州法律
規定，十年級學生只可報考在春天舉行的那次考試，
若不及格，在十一、十二年級時，仍有數次機會，重考
不及格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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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殘障學生豁免條件
只要符合下列所有要求，校區並不需要殘障學生通過加
州高中畢業試(CAHSEE)為獲得高中畢業文憑或高中畢業
的條件。
1. 學生屬於 IEP 或 504 計劃類別
(法律禁止利用 IEP 或 504 計劃作豁免高中畢業考
試要求。任何年滿 19 歲的學生，被發現沒有接受特
殊教育服務，將不符殘障學生 (IEP) 教育計劃。）
2. IEP 或 504 計劃說明有關計劃學生需在 2009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達到或將會達到所有其他州及區域畢業
要求才可獲發高中畢業文憑。
注：此項豁免是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60852.3 條，並一
直持續使用直至州教育局決定實施替代方法止，或認為
替代方法不可行止。替代方法使符合條件的殘障學生表
現出具有高中畢業試某部份的同樣學術水平，或使符合
條件的殘障學生表現出達到通過高中畢業試必需的課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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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殘障學生豁免
當殘障學生參加經修改的高中畢業試(CAHSEE)的任何部
份，並已得到了相當於及格分數時，他/她的家長 /監
護人可以要求獲得順利通過考試的學生豁免。當收到這
要求的時候，校長應向教育委員會提交豁免請求書。有
關當局會根據校長所作的下列可豁免規定（加州教育則
例第 60851 條）作出豁免。
1. IEP 或 504 節規定需在學生參加高中畢業試時提供
輔助或修改版本
2. 學生需具備足夠的高中課程知識，包括巳完成或正
在進行中的高中課程，否則需要通過高中畢業考
試。
3. 個人成績報告顯示，學生在參加由州教育局根據基
本高中畢業試而修訂的版本時，考獲相等於高中畢
業試的及格分數。
允許給予特殊教育學生輔助或修改版本，需得到學監在
行政守則說明內批准
C) 取得高中畢業文憑的其他途徑
結業證書： 12 年級完結時，學生已修畢校區所規定的
科目及學分，雖加州高中畢業試不及格，但參加了學校
的加州高中畢業試補習班和 2 月舉行的加州高中畢業
試，仍可從校區取得結業證書。結業證書表示該生已修
畢校區規定的學分及科目，但本身並不等同高中畢業證
書。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必須簽收，承認結業證書不是和不
等同高中畢業文憑，才可獲得結業證書。簽收書將通知
學生及家長取得文憑或等同文憑質格的可行辦法。學生
在取得結業證書後，方可參加畢業典禮。
修業證書：殘障學生如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可獲得
修業證書：（i）修畢學生就讀學校校區或管轄學生個
別教育計劃校區之教委會所規定的替代課程，（ii）達
到學生高中時個別教育計劃所鑑定的目標，（iii）在
學生個別教育計劃所規定的學校接受教育，並且達到過
渡服務聲明所定的目標。
獲得修業證書的殘障學生可參加任何畢業典禮或任何與
畢業有關的活動，如同年紀相若而沒有殘障的學生一
樣。參加畢業典禮的質格並不表示修業證書等同高中畢
業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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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條件– 學分和科目
(2014 年前畢業)
學生必須修畢三藩市聯合校區所規定學分與科目，並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試（簡介見第12頁），始能取得高中畢業證書，
詳情如下：

學分與科目
三藩市聯合校區高中畢業班學生，不論何時入讀九年級或在哪一間學校開始讀九年級，至少要修畢 230 學分，才能畢
業。230 學分指每學期 30 學分，一學年 60 學分，由 9 至 12 年級累積起來。學分的計算可以是課室授課或其他教師監
管的活動所得，包括實習。
學生必須修畢下列規定課程（及格分數是 D 或以上），才能畢業：

科目

需修學分

英語

40

歷史／社會科學

30

數學（大學預科）

20

科學（大學預科 – 生命科學及自然科學各 1 年）

20

數學或科學（大學預科 – 其中 1 科多 1 年）

10

視覺及表演藝術

10

世界／外國語文*

10

體育

20

健康教育（包括心肺復甦法/急救）
大學及職業計劃

5
2.5

選科

62.5

總計

230

*注意：
1. 略懂英語（LEP） 學生之世界／外國語文規定：必需修讀同一語文。教育委員會採用加州模範課程標準為外國語文
的規範，定出政策，規定修讀同一外國語文兩年為畢業條件之一。學生若母語熟練程度已達到或已超出校區所訂標
準，可免修外國語文，目的是使英語不流利學生能有更多時間進修英語，並鑑定其母語已達到規定熟練程度。計劃
升讀大學的學生應調查清楚大學入學要求，所指外國語文為哪一國語文。
2. 高中學生在私立學校所修讀外國語文學分：凡學生在三藩市校區就讀高中期間，同時在其他私立學校修讀外國語
文，所得學分可列入高中課程學分計算，每年不得超過 10 學分，總計不得超過 20 學分。該生若符合校區所規定條
件，其學分可獲承認。請於開學後三十天內，與高中輔導教師接洽，查詢詳情。
3. 體育：學生必須游泳及格，才符合體育科規定。
4. 高中生在社區大學修讀學分均獲認可：高中生在社區大學修讀課程的學分，可列入高中的學分，若高中也提供該科
課程，則只能作為社區大學的學分。詳情請與高中輔導教師聯絡。
5. 暑期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資優教育發展計劃課程（UC Berkeley Academic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及三藩市
大學上進教育計劃課程（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pward Bound Program）修讀，可獲得學分。詳情請向輔
導教師查詢。

14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新高中畢業條件 - 學分和科目
（2014 年或以後畢業）
教育委員會通過政策，由2014年畢業班開始，所有學生需要包括A至G課程為畢業要求。
教育委員會承諾透過為區內所有學生提供嚴格課程，繼續致力於促進建立一個升讀大學的文化
由 2010 年上學期的 9 年級生學生開始(2014 年的畢業班)，學習規定應包括以下的學分和課程。這裏有三個學分和課程
計劃。它們是：計劃 A（所有學生）;計劃 E（在外國出生年齡 15 歲以上沒有任何記錄的學生）;和計劃 F（在 11 或 12
年級從別校區轉到本校區的寄養學生）。為了獲得高中畢業文憑，學生必須完成校區指定的學分和課程，並且必須通過
加州高中畢業考試（CAHSEE）
學生必須完成最起碼的指定課程，除特別指定，每個課程為期一年。這些學分可透過傳統的班級或以其他方式達到，如
於社區大學同時報讀，網上課程，暑期班，成人教育，認可的工作經驗，能力測試，以及其他校區或認可的機構。獲得
這些其他途徑的學分的要求，需要在學監批准的行政守則上列明。

計劃 A（所有學生）
所需學分
課程

學期

數目

6

30

8

40

6

30

4

20

4

20

2

10

4

20

健康教育

1

5

大學及職業課程

1

a. 歷史 /社會科學
（包括美國歷史，世界歷史和美國政府/經濟）
b. 大學預備英語
(課程由加州大學主席辦公室審批，為學生準備參加大學課程。）
c.

數學
（包括代數，幾何，和中級代數。）

d. 實驗科學
（一年生物和一年物理科學課程。加州大學建議有三年的科學堂。
請向你的輔導老師當前查詢目前加州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和加州大
學-D 的要求課程。）
e. 世界語言
（英語以外的兩年同一外語要求。）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f. 視覺及表演藝術
(舞蹈，戲劇 /劇場，音樂和視覺藝術。）
體育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g. 選修科目
（一年高級課程包括數學，美術，英語，科學實驗，外語，社會科

10

50

學，民族學，或其他課程。至少兩個學期或 10 個學分是根據加州
大學及加州州立大學系統要求的 a 至 g 課程而選修。）
總學分要求

230

殘障學生有意取得普通高中畢業文憑，必須完成校區指定的學分及課程要求。殘障學生可根據 IEP 或 504 計劃，在這些
要求上接受輔助或修改的規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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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E（在外國出生年齡 15 歲以上沒有任何可翻查記錄的學生）
於十二月二日年齡 達 15 歲沒有任何可翻查記錄的海外出生學生，會安排入讀十年級。學生只需符合下列要求，便可獲
發畢業文憑。
所需學分
類別內容

學期

a. 歷史 /歷史/社會科學

數目
6

30

b. 英語
(三年)

6

30

c. 數學
包括代數，幾何，和中級代數）

6

30

d. 實驗科學
（一年生物和一年物理科學課程。加州大學建議有三年的科 學堂。請

4

20

4

20

2

10

4

20

健康教育

1

5

大學及職業課程

1

5

4

10

(包括美國歷史，世界歷史和美國政府/經濟）

向你的輔導老師當前查詢目前加州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和加州大學的
要求課程。）
.

e. 世界語言
（英語以外的兩年同一外語要求）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f. 視覺及表演藝術
（舞蹈，戲劇 /劇場，音樂和視覺藝術）
體育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g. 選修科目
（一年高級課程包括數學，美術，英語，科學實驗，外語，社會科學，
民族學，或其他課程。至少兩個學期或 10 個學分是根據加州大學及加
州州立大學系統要求的 a 至 g 課程而選修）
總學分要求

180

豁免要求: 要使用 E 計劃，合資格的學生及家長 /監護人必須簽署一份書面豁免承認 E 計劃並不滿足 A-G 的畢業要
求，並可能影響到大學及專上學院對學生的取錄。學生會收到如何從社區大學轉往其他大學的相關資料。輔導過程及 E
計劃豁免程序應在學監批准的行政守則內列明。

16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計劃 F：在 11 或 12 年級轉到三藩市校區的寄養學生
在 11 或 12 年級從其他校區轉到三藩市校區，或從一所高中轉往另一所高中的寄養學生，不需要完成加州的課程要求，
除非有理據發現該學生於加州寄養福利條例下能完成額外的高中畢業要求。
課程

學期

a. 歷史/社會科學

所需學分數目
6

30

b. 英語(三年)

6

30

c. 數學（兩年包括代數）

4

20

d. 科學(兩年包括生物及化學

4

e. 視覺藝術及世界語言（一年）

2

10

4

20

（包括美國歷史，世界歷史和美國政府/經濟）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f. 體育(兩年)
*注意事項見本節尾部
總學分要求

130

豁免要求: 要使用 F 計劃，合資格的學生(及能為學生作教育決定的人)必須簽署一份書面豁免承認 F 計劃並不滿足 A-G
的畢業要求，並可能影響到大學及專上學院對學生的取錄。學生會收到如何從社區大學轉往其他大學的相關資料。輔導
過程及 E 計劃豁免應程序應在學監批准的行政守則內列明。。
其他注意事項：
世界語言
• 美國手語屬於認可課程。
• 學生在私立學校與校區高中同時報讀的世界語言，根據有關行政守則的其他途徑要求，可獲得最多 20 個高中課程的
學分,而每年學分不多於 10 個。
• 英語學習生的母語能力若能超越或等同兩年的世界語言學習，將可豁免世界語言的要求。這豁免主要是讓英語學習生
有更多機會學習其他課程，因校區巳認同他們的母語能力。這豁免完全沒有阻止學生學習外語的意圖。學生如計劃升讀
大學，應搜集有關外語要求的資料。
z
z

體育

z

學生必須於 10 級的學期結束時通過 5 至 6 節的體能測驗，方可獲得體育豁免。在 10 級的學期結束時若仍未通
過體能

z

測驗，則需重讀這科直到合格為止，校區不會因學生不能通過體能測驗而不發放畢業文憑。

z

游泳能力測試：建議每個學生能通過校區游泳水平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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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高中六年計劃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2014 年或之後畢業班例子)
a-g科目

三藩市聯合校區畢業要求
(2014年或之後)
加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
要求

歷史/社
會科學

英文

數學

科學實驗

(a)

(b)

(c)

(d)

30 學分

40 學分

30 學分

兩年

四年

要合符資格，學生需於所有認可課程取得C級或以
上成績

(e)

視覺及表
演藝街
(f)

20 學分

20 學分

10 學分

20 學
分

三年；四
年較理想

兩年；三
年較理想

兩年；三
年較理想

一年

不適
用

必需通過
代數科合
格(至少
兩年)

生物，化
學和物理

必需為英
文以外的
一種語言

舞蹈，戲
劇,音樂
或視覺藝
術

(至少三
科其中兩
科)

世界語言

體育

健康教育

大學及職
業課程

(g)
5 學分

5 學分

50 學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一年

9年級

10年級

11年級

12

畢業後第一年
畢業後第二年
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自選科目

必需取得
加州大學
認可的10
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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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加州州立大學及加州大學入學條件
學生申請入讀加州州立大學（CSU，州大）或加州大學
（UC，加大），必須完成如下所列 15 學分的高中課程
（一學分相等於兩學期或一學年的學習）。完成新高中
畢業要求(即 2014 年或以後)的學生，成績是 C 級或以
上，均符合加州州立大學或加州大學的入學資格。
請注意，由 2010 年 9 月起，並非所有高中課程都符合這
要求。三藩市聯合校區每間高中備有州大及加大的課程
綱要。學生應與就讀學校輔導老師商討核實或登入
www.ucop.edu/doorways/。
此外，學生的平均分（GPA）、SAT／ACT 分數必須符合
州大或加大的要求。學生可選擇另一途徑入讀加州大
學，就是透過考試及格（Eligibility by Examination
Alone）。州大入學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www.csumentor.ed；加大入學詳情，請瀏覽網址
http://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admissions
。
a – g 項科目規定：

a. 歷史／社會科學：規定修讀兩年
兩年歷史／社會科學，包括一年世界歷史、
文化及地理；以及一年美國歷史或半年美國
歷史及半年公民學或美國政府。

b. 英語： 規定修讀四年
四年大學預科英語 ，包括寫作及古典與現
代文學閱讀。九年級英語修讀兩學期便能符
合這規定。

c. 數學： 規定修讀三年 （加大建議修讀四

需修讀以下一種的視覺與表演藝術一年：舞
蹈、戲劇、音樂或視覺藝術。

g. 大學預科選修科： 規定修讀一年
除上述 a-f 規定外，另需修讀以下其他一種
一年（兩學期）：視覺與表演藝術（非入門
課程）、歷史、社會科學、英文、高數、實
驗科學，以及外語（上述 e 項規定的外語第
三年，或另一外語兩年）。
州大注意事項：
所有規定科目，不論在任何年級修讀，成績必須達 C 等
或以上。
學生七、八年級所修讀的數學及外國語文，升讀九年級
時修讀高級的課程，方獲認可。所有其他科目，必須在
九至十二年級時完成。
大學入學規定可能每年修改。詳情請查閱最近期的入學
申請表或網頁 www.csumentor.edu。
加大注意事項：
另一入讀加大途徑，就是透過考試及格
（Eligibility by Examination Alone）。
第 三 種 途 徑 名 為 “Eligibility in the Local
Context”（高中直入資格）。加州每所高中學生，
11 年級末已修畢指定學術科目，並可依時畢業，其
中最優秀的百分之四可得加大入學資格，保證可進
入其中一間加大就讀。詳情請瀏覽加大網頁
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admissions。

年）
三年大學預科數學，包括初級與高級代數，
及平面與立體幾何。核准的綜合數學課程可
用作滿足這規定的一部份或全部，如同七、
八年級所修數學可獲高中承認相等於高中本
身的數學課程一樣。

d. 實驗科學： 規定修讀兩年 （加大建議修讀
三年）
兩年實驗科學最少具備下面三項科目中之兩
項： 生物（包括解剖學、生理學、海洋生
物學、水生生物學等），化學及物理。核准
三年制綜合科學課程的最後兩年可符合這規
定。修讀九年級實驗科學一年也符合這規
定。

e. 外國語文： 規定修讀兩年 （加大建議三
年）
修讀同一外語兩年。所修課程應注重講說和
理解，包括文法、生字、閱讀、作文及文
化。七、八年級所修讀外語，若得到高中承
認等同其開設的科目，可符合這規定。

f. 視覺與表演藝術（VPA）: 規定修讀一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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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學業計劃-高中、大學及職業輔導
高中學生能正確選擇學科，有助他們升讀大學和就業。
三藩市聯合校區建議學生採用高中六年計劃(見 18
頁) ，這表校可助你規劃 9-12 年級和大學首兩年的課
程。
這計劃可作為學生的指南；家長、輔導員和教師亦可用
來幫助學生準備大學和就業。
167 號法案 (寄養青少年)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 167 號法案(AB167) 修訂加州教育
則例第 51225.3 條 - 豁免寄養學生需要完成比加州畢業
要求更多的校區畢業要求, 假如該生:
z

在 11 或 12 年級從其他校區轉到三藩市校區或
從一所高中轉往另一所高中，和

z

由於須符合寄養福利條例而不能完成加州的課
程要求。

AB167 提案要求校區向不能完成校區畢業要求的寄養學
生提供一份豁免書(這有助該生申報大學)。
請參閱 12 至 17 頁三藩市聯合校區高中畢業要求(包括計
劃 F：在 11 或 12 年級轉到三藩市校區的寄養學生)
f)職業教育計劃及地區職業計劃
校區為所有男女學生（不論他們是否行爲有問題，或學
習上、身體上、語言上有特殊需要）提供就業機會。
所有高中學生（通常是 9 或 10 年級學生）須要修讀
“大學及就業”(College & Career Course)-2011,
2012, 和 2013 為 2.5 學分；2014 及以後為 5 學分)。這
個課程將幫助學生認識就業計劃的程序、探索職業的可
用資源，職業選擇和各行各業對教育的要求。
職業技能教育局(The Career Techn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專責統籌幾所職業學校內的就業教育計劃，
以協助有興趣報讀的學生認識基本的職業技能，並為學
生安排校外旅行、在職訓練及工作實習的機會，好讓學
生對本身有興趣的行業有更深的認識。高中生或家長需
諮詢輔導員，以知道更多有關職業學校或職業教育計劃
的資料。
John O’Connell 科技高中設有一個完整的文憑計劃，
供 9 至 12 年級學生報讀。欲知申請詳情，請致電 6955370 查詢。
三藩市縣地區職業計劃由三藩市縣教育委員會負責管
理，公開給年滿 16 歲的人士參加。所得學分算作高中畢
業學分。學生接受的工業/職業訓練分初級及高級，畢業
即可躋身就業市場，藉著在職實習提高技能，或轉到社
區大學、專業學校或大學，接受更高深訓練。學生修業
期滿，成績及格，可從地區職業計劃導師得到修業期滿
證書。
20

大多數的地區職業計劃課程是在高中提供，11 及 12 年
級學生可修讀這計劃，作爲普通課的一部份。其中一些
課程是大學建議修讀的。所有地區職業計劃課程提供的
學分可算作高中畢業學分 。
高中生如欲申請地區職業計劃課程，應向輔導員查詢就
讀學校可有此類課程提供。
有些地區職業計劃課程在課後下午 4 時至 8 時在不同的
高中提供，凡年滿 16 歲者皆可報讀。所有課程為每學期
5 學分。
欲知最新的地區職業計劃課程系列與簡介，及提供地
點 ， 請 聯 絡 The Career Techn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電話：379-7768。
職業教育計劃
校區的高中均設有很多的職業教育計劃。學生應向校長
查詢該等計劃的資料。校區鼓勵每位學生盡量修讀選
科，為他日就業作好準備。
無歧視/騷擾政策
三藩市聯合校區政策規定所有職業教育計劃課程，活動
及實習等，每一學生均有平等成功機會，不分種族，膚
色，宗教，國籍，年齡，謀生方式，性傾向，性別認同
或缺陷。英語能力不足，對入學及參與任何計劃，並不
構成妨礙。
涉及學生的不符規定申訴，應提交公平保證辦事處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第九條負責人，地
址：555 Franklin Street, SF, CA 94102 （參閱本手
冊第 116 頁） 。
g) 健康教育計劃
健康教育課程
健康教育為三藩市公立學校各年級的進修課程之一。健
康教育課程的目的，在於增補、加強及指導家庭健康常
識及必需的技能，以幫助青少年與成年人提高對健康
方面的決定。
課室授課及增補課程提高：1）個人一生的保健責任；
2）尊重及增強他人的健康；3） 瞭解生長及發育的過
程；4）使他們知道應用有關健康的資料、產品及服務。
以下各項為在小學、初中及高中各級講授適合其年齡的
健康概念。備有關於健康教育教育或 HIV/AIDS 的書面和
視像教材供參考。
小學
課程： 健康動力（Actions for Health） (ETR

Associates, 1994)；三藩市聯合校區編制有關愛滋病、
性行為及多元化之教程（ SFUSD Developed HIV/AIDS,
Sexuality, and Diversity lessons (SHPD, 1994);防
止濫用藥物與防止暴力（Too Good For Drugs and Too
Good for Violence ）(Mendez Foundation, 2003)；認
識愛滋病 （Tell Me About AIDS）(America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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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ssociation, 2007)。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
戀、變性及質疑自己性別/性取向之青少年） 家庭多樣
性書籍及課文 A Boy’s Guide to Growing Up and A
Girl’s Guide to Growing Up (Film Ideas/Marsh
Media)。
政策：每級每年 20 課。實施建議：
•
•
•
•
•
•

5 課堂關於自尊、心理/情緒健康、個人/社
交技能、防止暴力；
5 課關於家庭生活、青春期（4、5 年級）
及預防愛滋病；
3 課關於防止濫用藥物；
2 課關於營養；
2 課關於家庭多樣性；
5 課關於衛生、牙齒健康、健身運動等（以
學生的需要/關切為根據）。

初中
課程：終生健康（Lifetime Health）(Holt, 2009); 積

極預防：加州青年愛滋病/性別預防須知（Positive
Prevention: HIV/STD Prevention for CA Youth）
(American Red Cross, 2000); Understanding HIV
and AIDS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6); 初級個人
及社交技能（Personal and Social Skills, Level 1）
(ETR); 毒品教育警覺計劃（Project Alert drug
education） (BEST Foundation, 2000); 第二步防止
暴力課程（Second Step violence prevention
education） (Committee for Children, 2008); Peer
to Peer: Stop, Think, Be Safe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3); The New Dietary Guidelines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5); The Ten Signs of
Relationship Abuse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8);

滋病/性別預防須知（ Positive Prevention Level B:
HIV/STD Prevention for CA Youth） (American Red
Cross, 2000); 特殊教育版加州青年愛滋病/性別預防
須知（Prevention for Special Populations:
HIV/STD Prevention for CA Youth） (American Red
Cross, 2004); 安全約會（Safe Dates）(Hazelden,
2005); Sexuality and Society Holt textbook
supplement: Chapter Six: Diversity of
Relationships, Section 1& 2; Peer to Peer: Stop,
Think, Be Safe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3); The
New Dietary Guidelines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5); The Ten Signs of Relationship Abuse (Human
Relations Media, 2008); 2005 年血防線愛滋病影帶
（Bloodlines HIV video, 2005）; 防止狂飲：酗酒危
害影帶，健康系列（Binge Drinking Blowout: The
Extreme Dangers of Alcohol Abuse video, The
Health Connection ）(粗體者是經研究確認為有效的課
程)。
政策：90 節健康教育。實施建議：
• 15 節關於自尊、心理/情緒健康及個人/社
交技能；
• 15 節關於家庭生活、性教育、性病/愛滋病
及防止懷孕；
• 15 節關於防止濫用藥物，其中 6 節是防止
吸煙：
• 8 節關於防止暴力；
• 2 節關於性取向；
• 10 節關於營養及體能活動推廣；
• 25 節關於個人健康、消費者健康、防止受
傷等（以學生的需要/關切為根據）。

(粗體者是經研究確認為有效的課程)。

健康教育(全校區)資源

政策：每級每年 30 節。實施建議：
• 4 課堂關於自尊、心理/情緒健康及個人/社
交技能；
• 5 課堂關於家庭生活、性教育、性病/愛滋
病及防止懷孕；
• 6 課堂關於防止濫用藥物；
• 7 防止暴力；
• 4 課堂關於營養及體能活動推廣；
• 2 課堂關於多元化性教育
• 2 課堂關於個人健康、消費者健康、防止受
傷等（以學生的需要/關切為根據）。

高中生能在合法專業保健機構或在學校的健康教育支助
計劃取得保險套。學生將會接到有關預防及避免性病毒
傳染及避免有孕的節慾安全方法，作為保險套計劃的一
部份。

高中
課程： 防止濫用藥物計劃（Towards No Drug Abuse）
(Project TND, 2002); 健康抉擇（Decisions for
Health） (Holt, 2009); Health Smart (ETR, 2004);
青少年檔案（The Teen Files） (AIMS, 1998-2000);個

人及社交技能, 中級（Personal and Social Skills
Level 2） (ETR 2000); 積極預防，B 級：加州青年愛

學生可隨自己意願參加這項計劃，若參加的話，可秘密
尋求生育健康服務。
有數間社會機構經獲准在三藩市中小學的課室講解有關
性問題。這些機構的名單在每學期開始時刊登在校區行
政指令週訊（Weekly Administrative Directive，簡稱
WAD），也可在學生支援服務處網頁找到：
www.healthiersf.org。
查詢營養教育計劃 Support Services for LGBTQ Youth,
Foster Youth Services 及卓越課後計劃詳情，請在同
一網頁點擊找到的連結。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51550 條及第 48980 條通知家長／
監護人／看顧人，(1) 備有關於健康教育或 HIV/AIDS 的
書面和視像教材供參考。(2) 這些教材會由校區職員或
校區外聘顧問教授(3) 家長/監謢人可要求一份教育條例
51937 的副本(4)家長若不願子女參加健康教育課程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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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部份，可提出書面要求，其子女不接受此課程並不會
因而被罰。
假如校區外聘顧問或講員，須在 14 天前通知家長/監護
人：(1) 授課日期；(2) 每名講員所屬機構；和(3) 有
關申請副本的權利(加州教育則例 51937，51933 和
51934 條) 。

與健康有關的活動事項
學校有許多與健康有關的活動事項，由健康教育課程支
持。各校均獲資源及活動主題來增進健康認識，舉行與
健康有關的全校性活動。

h) 課後活動和運動
6 至 12 年級學生參加課後活動學生，所修讀學科平均分
必須在 2.00（C 等）以上。同時在參加活動期中，每階
段測驗各科成績必須保持不退步。
課後活動，即非日常教學課程，不計學分，不在上課時
間內進行。學生參加所有活動項目，均需具備 C 等成
績。學生參加活動如樂隊，在黃昏時演出，則給予成績
學分（議決案 73-10Spl）。
課後活動包括：課後樂隊，歌唱或戲劇，班級年刊，啦
啦隊，學生自治會，新聞寫作，各種會社，研習組，步
槍隊，鼓樂隊。

8、9 月 ....................認識健康月開始

運動員條件

10 月........................選擇積極方法，避免濫用藥物

學生在最近一次評分期平均分必須達 2.0，始符合參加
校際運動的資格，同時，學生也須在前一次評分期和目
前的評分期修讀全部學科。

11 月........................反吸煙月
12 月 .......................世界愛滋病認識月
1 月..........................學校安全及防止暴力月
2 月..........................體能活動月
3 月..........................認識營養月
4 月..........................同性戀者光榮月
5 月.........................夏日安全及活動月

因爲健康就是財富，所以每個月都有一個健康
主題，以幫助學生培養良好的健康習慣。

初中及高中生也須分別符合初中與高中運動手冊有關運
動員資格的規定。高中生受加州校際聯會（C.I.F.）管
轄，必須符合加州校際聯會一切規則的規定。初中及高
中轉校生也須分別符合初中與高中運動手冊有關轉校的
規定，而高中生也須符合加州校際聯會的規定（另請參
閲下一節有關轉校學生-參加作運動員的資格）。
任何學生若在進行運動比賽期間傷害他人（運動或比賽
負責人員）身體，其參加校際運動資格將取消。運動或
比賽負責人員，即裁判員或任何其他指派的人員，其職
責是執行比賽規則。犯過學生可在 18 個月後向州專員
（State Commissioner）請求恢復其參加比賽資格

轉校學生參加作運動員的資格
轉校的高中生必須在新校就讀滿一年，始符合參加作該
校運動員的資格；但若符合加州校際聯會頒佈的例外規
定，則可能不受此限。
轉校的初中生必須在新校就讀滿一年，始符合參加作該
校運動員的資格。初中生若是由一所非校區學校轉到另
一所校區學校，則可能不受此限。初中生若是由一所非
校區學校轉到另一所校區學校，則可能不受此限。初中
生若是第一次由校區一所學校轉到校區另一所學校，也
可能符合參加作新校運動員的資格。經過這次轉校後，
學生若再轉校，則必須基於個人安全問題、經證明的家
庭遷居或另一個家庭困難原因，才符合參加作新校運動
員的資格。
學生轉校若是由於行為不檢，需在入讀新校當日起計算
一年後，始准參加校區運動計劃。

81 號提案(寄養青少年)
2010 年 1 月 1 日起，81 號提案(AB81) 修訂加州教育則
例第 48850 節，要求寄養青少年在法庭頒令或在社工決
定須要搬遷時，即時可被視作符合居住要求所, 可以參
加校際體育或其他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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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或按金
在三藩市聯合校區就讀學生不必繳付任何費用或按金，
除非法律規定。學生自行組織團體或會社所收取費用或
按金交付，完全出於自願，不能因而取消其參加學校組
織活動權利（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5132.1 條） 。
i)工作許可證
學生年齡在十四至十七歲者，法律規定必須持有工作准
許證，始得受雇工作。
申請工作准許證地點為 : 學生支援服務處（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Department）， 555 Portola Drive,
Room 380，電話：695-5543，辦公時間為上午 8 時至下
午 4 時 30 分。
處理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在娛樂界工作准許證的辦事處
設在 455 Golden Gate Avenue 8th floor，電話：7035300。

未完全填妥的表格將不會獲得批閱。
個人申請需時 2 至 3 天，團體申請刖需要 2 至 3 週時間
批核。
凡學生年滿十八歲，或高中畢業尚未成年的，或參加加
州高中程度試（California High School Proficiency
Examination）及格者，不論年齡，均不需工作准許證。
同時，派送報紙或照顧孩童及農藝等工作均不需工作准
許證。照顧孩童的地方或農場需由家長／監護人所擁有
或經營。
有關青少年勞工的聯邦及州法例請瀏覽：
www.dir.ca.gov/dlse/DLSE-CL.htm(加州工業關係部)。

申請工作准許証時，下列 4 項目必須全部提交：
1.
填妥的申請表格：家長/監護人的簽合(頁表格
底部) ，和僱主簽名(在僱主欄內) 。
2.
社會安全卡：影印副本或由社會安全局發出的
証明文件。
3.
年齡証明：出世紙、護照、綠卡、或加州身份
証/和駕駛執照。
4.
在學証明：最近成績表或由學校發出的(附有日
期和簽名) 証明在學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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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長參與及夥伴關係
你身為校區的家長／監護人，應參與子女的教育。家長
及早參與，持之以恒，對子女在校學業成功，大有幫
助。
校區已制定出家長參與和夥伴(PEP Plan) 計劃，歡迎
家長／監護人親臨學校，了解子女的事宜，並參與學校
決策。
家長／監護人參與子女教育，除當學校義工外，還有其
他值得考慮的途徑。欲知更多家長參與和夥伴計劃資
料，可向子女老師、學校家長聯絡員或校長查詢，或致
電 家 校 合 作 辦 事 處 ， 電 話 ： 241-6185, 網
址:www.sfusd.edu。

a) 家長領導
我們對三藩市公校學生懷著雄心勃勃的目標。我們的基
本信念是，只有與教育有關人士群策群力，我們才能使
學生學業成功。在這方面，校務決策委員會和其他與家
長/社區有關的諮詢委員會（例如：學校諮詢委員會及
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對提昇學生成績有著重要的影
響。
校務決策委員會、學校諮詢委員會及英語學習生諮詢委
員會和其他家長/社區團體能集思廣益，將不同意見帶
到會議，擬定共同接受的改善計劃。將焦點放在遠大觀
念上；教職員與家長同心協力，確實參與，分析問題起
因，設計創新有效的解決方案，並共同監察進度，議會
與委員會如能做到這些，就是傑出的議會與委員會。
校務決策委員會: 校務決策委員會代表學校社區，包
括家長、教師、校長、其他學校職員及（若為中學）學
生。加州法律規定-假如學校獲得州或聯邦額外撥款，
校務決策委員會須訂立單一學生成就計劃(single plan
for student achievement) 。
校務決策委員會成員由校內代表學校社區各界人士選
出 ， 主 要 職 是 領 導 學 校 計 劃 過 程 （ Site Planning
Process ） ， 確 保 學 生 的 需 要 包 括 在 平 衡 計 分 卡 內
（ School Site Plan ） 和 制 訂 財 政 預 算 ( 例 如 Title
1)。
學校諮詢委員會： 所有接受州府 EIA-SCE 撥款的學
校，必須有一個由家長和職員選舉代表組成的學校諮詢
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可包括校長、教師、其他職員、
和/或由被介定為“學業需要特殊照顧學生”家長選出
的社區代表。學校諮詢委員會向校長和校務決策委員會
提交如何在平衡計分卡顯示這些學生的需要和最能善用
EIA-SCE 撥款來幫助有需要學生的意見。

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 學校有 21 名或以上的英語學
習生家長必須選舉代表成立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
（ELAC）。英語學習生家長在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所
佔百分比，至少與英語學習生在全校學生人數中所佔比
例相同。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其他成員可包括校長、
教師、助教、其他人士，及／或由英語學習生的家長所
選出的社區代表。
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的職責是向校長及教職員提供如
何在平衡計分卡顯示這些學生的需要和最能善用 EIALEP(包括 Title 1)撥款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全校區性諮詢委員會：三藩市聯合校區就法律規定和/
或提供意見及參與事務設有多個諮詢委員會。
三藩市聯合校區轄下諮詢委員會包括校區英語學習生諮
詢 委 員 會 (DELAC) ， 校 區 顧 問 委 員 會 (DAC) ， 社 區
KAWL 顧問委員會，社區(公立教育增補基金)顧問委員
會，社區(特殊教育)顧問委員會，家長顧問委員
(PAC) ，學生顧問委員(SAC) 等。欲知更多資料，請瀏
覽網頁：www.sfusd.edu。

b) 家長權利
州法律規定，參與教育過程，為子女接觸教育制度，是
學生家長／監護人的權利。
權利概要載於 1998 年教育條例第 864 章，包括：課室
旁聽；參與教師會議；作義工；了解子女出席情況；了
解子女測驗；選校；安全學校環境；得到課程材料；得
到學生學業進度資料；索閱學生記錄；了解教學標準；
得知學校規則；得到心理測驗報告；參與議會及委員
會；參與制定政策。
家庭學校伙伴法案（The Family-School Partnership
Act）容許家長、袓父母及監護人從雇主請假，去參加
孩子學校或托兒中心的活動。欲知更多有關家長權利資
料，請瀏覽網頁：www.sfusd.edu 和 www.cde.ca.gov/ls/pf/pf/。

學校責任報告卡
家長應預期收到每年度的學校責任報告卡（SARC）。報
告卡是州規定文件，用意是通知加州公校學生的家長有
關子女學校的結構，並學校每年度的加州學業成績指數
（API）排名。報告卡資料亦可上網查閱，網址：
http://www.sfusd.edu。
C)訪客
所有到訪人士（包括家長），必須先到校長室簽名，取
得允准證明，始得進入學校。校內人員可能要求訪客出
示允准證明。到訪學生則必需先取得其就讀學校校長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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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允准證明，並要取得所訪學校校長允准，始得進入校
內。
假如到訪人士故意破壞學校秩序、干擾學校活動、或有
合理理由相信到訪人士會做上述行為，校長/行政人員
有權拒絕或取消到訪人士進入學校。(刑法 626.4，
626.7)
到訪人士與職員會面應預先妥善安排，以免影響上課和
工作時間。

通告”(Notice of Procedural Safeguards and
Parents Rights )獲得這些資料。如你需要更多有關解
決爭端的資料(包括如何提出投訴) ，可向下列辦事處聯
絡：CDE, Special Education Division, Procedural
Safeguards Referral Service，電話(800)926-064，
傳真(916)327-3704，或瀏覽網頁 www.cde.ca.gov/sp/se。
在法律規定一些解決爭端的常規方法外，三藩市聯合校
區亦制定一些內部(較為簡單) 的解決方法。我們鼓勵
你在問題開如發生時善用這些方法。
以下是一些建議：

d)特殊教育
三藩市聯合校區特殊教育事務處為疑有缺陷的學童提供
評估，並鑑定學童的個別需要及提供適當服務。服務包
括：由三歲開始嬰孩和幼兒、學前的及早支援服，學齡
兒童(幼稚園-12 年級) ，和過渡務服務至 22 歲的生。

1. 與子女的課堂教師及/或了解你子女需要的學校教職
員討論有關問題。這可能包括你子女的特別教材專
家、輔導員、聽覺或語言專家，或其他幫助你子女
的專門人員。你亦可與指派到你子女學校的特殊教
育計劃專科教師商談。

假如你認為孩子有需要，請聯絡以下辦事處：

從出生嬰兒至 3 歲

金門地區中心（Golden Gate
Regional Center）熱線
英文、西班牙文及中文：
1-888-339-3305
電郵：intake@ggrc.org

3至5歲

學前教育新生事務處（Preschool Intake Unit）
電話：(415) 379-7693

現時就讀三藩市公校

聯絡校長

現時就讀三藩市私校/
教區學校

心理-教育評估：
鑑別及測驗中心（Screening
and Assessment Center）
電話：(415) 379-7607
其他評估(例如語言、職業冶
療等) ：
三藩市聯合校區特殊教育服
務 (SFUSD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電話：(415)379-7656

特殊教育教師可轉介有輔導/精神健康問題的特殊教育
學生(SB1895 或 AB3632) 。欲知更多資料，請致電學生
支援組，電話：750-4500。
解決問題
聯邦與州法律提供多個與地方教育當局解決問題的辦
法。個別教育計劃會議時可以從“程序保障和家長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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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討你子女的個別教育計劃，以決定計劃是否正在
執行。計劃是否需要調整以切合你子女的需要？你
可隨時要求檢討個別教育計劃。會議必須在你提出
書面要求後 30 天內舉行。
3. 問題如果沒有解決，便與校長商討。校長可能要求
負責特殊教育的副校長來帮助解決問題。你可聯絡
特殊教育組，電話：379-7656 或與學校所屬助理學
監。
4. 問 題 如 果 還 沒 有 解 決 ， 便 致 電 申 訴 專 員 Carol
Kocivar，電話：379-7642。她能幫助你將問題解
決。
申訴 – 任何家長、公民或機構如認為校區違反特殊教
育則例律或條例，都可採用下述申訴程序。

統一申訴程序（Uniform Compliance Complaint） –
這是正式申訴，需向條例執行主任提交，地址：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 555 Franklin S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詳細資料可向公平辦事處
（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 ） 索 取 ， 電 話 ： 415355-7323。
e) 免費翻譯及傳譯服務
家長/監護人在到訪學校和/或校區辦事處時，如需翻譯
或傳譯服務，可向子女學校校務處及/或校區辦事處索
取及填寫一份支援服務申請表 (pages 142 and 142 in
this Handbook)。
申請表可用你的母語填寫，填妥表格後可交回子女學校
校務處、三藩市聯合校區中央辦事處（555 Franklin
Street）或學生支援服務處（555 Portola Street）
假如你不滿意翻譯或傳譯服務，可填寫一份投訴表格，
並交回上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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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表格可向各校校務處、三藩市聯合校區中央辦事
處、或學生支援服務處索取，或可瀏覽校區網頁
www.sfusd.edu，點 擊 “Parent”下載或 在這指南第
142 頁。欲知詳情或需幫助，請致電 415-522-7343 留
言。
除非在緊急情況下，不得使用非校區審定合資格的傳譯
人員（包括學生及其他孩子）擔任傳譯工作。
f)家校通
家長和教師可透過家校通(一項簡易在線應用程式) 溝
通。家校通給家長和學生在網上獲得有關家課、成績、
教案、和考勤等資訊。
家長可以：

請注意: 你的戶口必須先獲學校行政人員批准，你才
可查看子女的成績。
如何保護學生資料？
加州多個大校區均採用家校通系統。所有儲存在家校通
系統的資料均已加密(至合乎校區安全標準)。只有已登
記教職員、學生和家長可使用家校通。所有你提交的資
料會保密(包括電郵地址)。
家長遇到疑問時，應如何處埋？
在登記後，家長可聯絡三藩市聯合校區詢問處(Help
Desk)要求協助。此外，家長亦可在家校通網頁上獲得
有關資料。

z

發電郵給子女的老師

z

查看子女的表現進展報告和成績

g) 全國學校午餐和早餐計劃

z

獲取學校和課堂資訊

z

向所屬群組發佈消息、活動資訊和討論議題

z

跟進子女功課和測驗安排

z

透過電郵，收到有關子女功課和測驗的提示訊
息(家長也可透過自動電話提示系統
"TeleParent"，以多達 22 種不同語言收到這些
訊息)。

本年的校餐計劃有改變。以下的政策於 2010 年 8 月生
效。一項政策與付費和學生帳戶結餘有關，另一項政策
有關新的預付手續。2009-2010 學年，所有學校安裝了
新的端點式電腦銷售系統。.

現在有多少間學校使用家校通？
校區所有學校均提供家校通服務。個別教師可自由選擇
是否採用家校通。已登記的家長在網上可看見孩子的課
堂資料。

校區每天為學生提供健康午餐。多數學校也提供健康早
餐。你的子女可能符合領取免費或減費校餐資格。

如何申請免費或減費校餐
家長/監護人需每年每子女填寫申請表。申請辦法既簡
單，又可保證子女每天獲得健康早餐或午餐供應。
免費及減費校餐申請表於每學年初派發給所有學生，並
且可於學校索取。請填妥後，盡速交回。

所有家庭應每年填寫一份校餐申請表
我怎樣可以進入家校通網站？
步驟 1: 進入網頁 http://www.sfusd.edu/schoolloop
步驟 2: 查找右方的“For Parents”框
步驟 3: 點擊“Participating Schools 的網站”
步驟 4: 找出子女就讀學校名稱後點擊家校通連結，再
按“Register Now”
步驟 5: 你應該看到學校的登錄頁面。點擊“Register
Now”
步驟 6: 點擊“Parent Registration”
步驟 7: 請在登記網頁上各欄填上資料。你孩子的“學
號”(hO number) 。孩子的學號可在舊成績表、學生証
或在上課首日派發的編班表(初中和高中) 上獲取。小
學方面可與學校校務處聯絡。

校區請所有家庭填寫校餐申請表格，即使你不符合
免費校餐申請資格或不打算讓子女吃飯堂食物。因
為這樣做會對校區有幫助。請在表格上填寫子女姓
名、校名，然後在表格的任何地方寫上“Not
Interested”（不感興趣）字樣。
學校撥款直接與每所學校獲批准的校餐申請表的總
數有關。
填妥的申請表愈多 = 學校得到撥款愈多
填妥的校餐申請表如何幫助我的家庭？
z

對孩子的幫助–餓著肚子的孩子根本不能學
習！進食富營養早午餐的孩子能更專心、做功
課更快、考試成績更好。

z

對家長的幫助–如符合免費或減費校餐資格，
請必須填妥校餐申請表。

z

校餐以可負擔的價格提供營養均衡的早餐或午
餐。

步驟 8: 按下“Register”（登記）。
恭喜你！你已成功登記為家校通用戶！請瀏覽你學校家
校通主頁，按下“Login”（登入），就進入家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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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研究顯示，不吃早餐或午餐會導致過量進食和
肥胖。

填妥的校餐申請表格對三藩市聯合校區意味著什麽?
z

z

z
z

更多的經費! 學校會得到多少的聯邦經費
(Title 1, E-Rate)、地方經費及私人基金，則
視乎交回的校餐申請表格數目有幾多。交回的
校餐申請表越多，學校得到的撥款就越多。
你們子女的學校會得到更高的學業成績指數
(API)! 若與同類學校的學業成績指數比較，
你們子女的學校能得到更高的排名。
更優質的餐食! 若有越多的經費，我們便能提
供更優質的餐食。
校餐申請表資料是否保密？

沒錯！校餐申請表資料絕對保密，我們不會向移民局或
外面任何機關公開你的資料! 校餐申請表格只在學生營
養服務進行處理及存檔。

少校區的經濟擔子，教委會將批准忘記帶餐費回校的學
生遲些時補交。政策所定條件如下：
校區校餐費系統目標為：
z

尊重學生，給予尊嚴；

z

使你學生受用餐服務時保持有良好經驗；

z

針對學生年齡，建立適當做法；

z

幫助學生養成付餐費的責任和自我負責的態
度；

z

確保學生不致餓著肚子離開。

預先付費能幫助校區達到這些目標。預付方法見下。
遇有欠繳餐費時，學生營養服務部會採取適當步驟，通
知和提醒學生和家長：
z

家長的校餐申請經處理過後，會收到資格決定
通知書，確定其免費校餐資格是否獲批准。

z

鼓勵不合資格的家庭採用預付方法。

z

家長可免費上網登記付款方法，網址：
www.MealpayPlus.com 。登記後，即收到電郵
通知，知道結餘是否過低或不足。

z

若結餘不足，家長會收到通知信，顯示所欠數
額。

假如我們不是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
z

我們向所有孩子(無論他們的身份)提供免費和
減費校

z

餐。假如你沒有社安號碼，請在申請表上有關
項目填寫

z

“無”。

請各位與我們攜手合作，共同提供優質營養飲食給三藩
市聯合校區的全體學生。各間學校有英文、西班牙文及
中文版的校餐申請表格及家長信。你們可在學年期間任
何時候提交校餐申請表，但最好是儘早交表，以便校區
得到更多的經費。

在開課頭 30 日期間的資格問題
8月16日至9月27日期間，校區營養服務部必須根據州
與聯邦法規，以學生在上學年結束時（即2010年6月30
日）的資格爲準。換言之，學生若於上學年末不合領取
免費或減費資格，就必須在這頭30日內支付餐費。
此外，9月27日後，校區營養服務部需將沒有遞交20102011學年校餐申請表學生或經直接證明不合資格學生的
身份定為付費身份。
所有學生應於9月22日前交回校餐申請表，以免上學年
的資格被中斷。
2010-2011 學年校餐價格
早/午餐與年級

全價

減費及免費

早餐

$1.50

$0.00

午餐

$3.00

$0.00

學生校餐帳戶及付費
三藩市教育委員會明白，學生有時會忘記帶錢回校。為
確保學生不致飢餓，並鼓勵學生養成負責任的行為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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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繳學生校餐費用(Mealpay Plus)
三藩市聯合校區採納一套預繳系统，幫助學生在飯堂更
容易/簡便獲得校餐、和令飯堂職員及家長易於管理。
z

上網預繳：你可以上網到
www.mealpayplus.com，用信用卡（credit
card）、現金卡（debit card）或電子支票
（electronic check）繳費。你既可以查核孩
子帳戶的結餘，又可以收到電郵通知，知道結
餘是否過低。雖線上交易要付出些少費用
（4.75%）， 但我們將提供優惠，以作抵消。
如想登記開設新帳戶，請上網辦理，依指示按
部就班進行。開設新帳戶時，需提供孩子的學
號（H0#）。學號可於孩子最近成績表或第一個
上學日收到的班時間表上（初中及高中）找
到。若孩子是小學生，身邊又沒有成績表，請
向校務處查詢。

• 在學校預繳：喜歡以現金或支票付費的話，可直接
向飯堂經理繳交，不需付任何手續費。為方便和提
高效率起見，我們鼓勵各位每月繳交、每隔一星期
繳交，甚至每星期繳交。繳交時請填妥預付表格，
連 同 款 項 ， 放 進 信 封 內 （ 信 封 上 需 寫 上 LUNCH
PROGRAM 二 字 ） 。 如 用 支 票 ， 抬 頭 請 寫 SFUSD
Student Nutrition Services（三藩市聯合校區學
生營養服務部），並且寫上孩子的姓名和校名。支
票也可郵寄至本部中央辦事處，地址：841 Ellis
St. SF, CA 9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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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預繳(1-866-438-7842) ：家長可以透過免費
電話 1-866-438-7842 辦理預繳校餐費用。如有疑
問 ， 請 致 電 1-877-237-0946(MealpayPlus 服 務 熱
線)。
z

網上免費服務，功能何止查看孩子吃什麽！
MealpayPlus 還讓你查看孩子購買午餐的記
錄，包括所買食物的詳細報告。

Mealpay Plus熱線
電話: 1-877-237-0946
網址：www.MealpayPlus.com
請瀏覽三藩市聯合校區網頁了解有關上述學生營養服務
的文件和政。欲知更多資料，請聯絡學生營養服務，電
話：749-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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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餐申請程序的常見問題』
填妥的校餐表格對三藩市聯合校區意味著什麽？

是否所有人都應該填寫校餐申請表格？

這意味著學生將能享有兩頓營養均衡的校餐，從而
獲得能量，使其學習表現更佳、學習得更快、及考
試分數更高。這還意味著我們的學校將合乎資格，
獲得十分需要的撥款資助，這些撥款和學生交回的
合資格申請表格百分比有直接關聯。

沒錯！* 除了校餐計劃帶來的營養益處，校區還憑
收集到全部免費、減費及付費校餐申請表格的百分
比，獲得更多的經費，用於重新投資到我們的學校
上。我們學校需要這些額外款項！

為什麼每年都要填妥同樣的表格？

若本人知道自己不符合或無興趣參加校餐計劃，是
否還須填寫整份表格？

現時聯邦法例規定，校區要每年重新證明學生是否
合乎校餐計劃資格。即使學生去年合資格享受免費
午餐，若今年沒有填寫新的申請表格，校區則不會
獲得用於支付你子女校餐的撥款。

不需要!* 倘若你不想申請校餐計劃的話，仍可以
幫助校區，就是在申請表上填上你子女的姓名和
現讀學校。

非公民或非居民身份的學生，合乎申請校餐計劃的
資格嗎？

若本人已經合乎資格領取糧食券或其他公共援助，
是否還須填寫申請表格？

合資格！校餐計劃是一項應得權益計劃，因此美
國所有的兒童，不管他們擁有哪類的公民身份，
均可享受免費或減費的校餐。校餐申請表格資料
絕對保密，我們不會向移民局或其他任何機關公
開你填報的資料。如沒有工卡號碼，則請在申請
表上簡單寫明 “none”（ 沒有）。

不需要!*校區每年從社會服務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收到一個檔案，列明合資格領
取食物券或另一個公共援助計劃的家庭。凡在檔
案上有名的學生，屬於免費那一類別。

若果本人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自己的子女享受免費午
餐，那又會怎樣呢？

支持三藩市聯合校區的學校！
我們要求所有學生提交申請表，無論合資格與否。
因此，交回申請表並不會讓人知道你子女是享受免
費午餐學生。校區不會從中挑出或公開讓人知道那
些合乎校餐計劃資格的學生。

請每年填妥及交回校餐申請表格！
我們的學生需要你們的支持！

*請填妥校餐申請表格，但不填寫亦無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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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Resources for Families & Students –
Health, Wellness, Academic Success

體育政策

h) 家庭及學生資源 – 衛生、健康、學業成功

小學生：每 10 天須上體育課 200 分鐘（例如：每天 20

家長可在三藩市聯合校區的學校找到豐富的資源，對如
何幫助自己子女在健康、發育、安全及學業方面取得成
功，甚有幫助。

分鐘或隔天 40 分鐘）。

藉著幫助孩子改善自己的衛生和健康，我們便能培養出
好學的學生。他們勤上學，在課室內外都取得成功。
家長可從子女學校的學習支援員、校區護士或健康計劃
那裡得到更多有關健康計劃的資訊。
家長也可直接從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電
話：242-2615）那裡或上網（網址：
www.healthiersf.org ）取得更多資訊。學生支援服務
處會有適當職員解答你的問題。
不少的資源已臚列如下。

幼稚園至九年級所有學生須上體育課。三藩市聯合校區
及加州教育則例規定：

初中生：每 10 天須上體育課 400 分鐘（例如：每天 40
分鐘）。
高中生：所有 9 年級學生須上體育課；所有學生須上
體育課合共 2 年，每 10 天 400 分鐘。
z
ExCEL 課後計劃之體能活動
所有 ExCEL 課後計劃必具備康樂這個元素。學生每星期
起碼參加有組織性的體能活動 40 分鐘（例如：每星期
兩次，每次 20 分鐘，或每天時間較短的活動）。這些
活動包括團隊運動（足球、籃球、排球）及個人運動
（舞蹈、瑜伽、武術）。
正面替代活動（初中）

營養及體能活動資源
健康政策
三藩市聯合校區已經禁止在所有學校銷售汽水和不健康
的零食。三藩市聯合校區健康政策規定，上課天期間所
有出售的食物，須達到營養標準。
這項政策針對學校生活涉及營養的眾多方面，從糕點售
賣至自動售賣機至學生籌款不等。
三藩市聯合校區健康政策包括以下各項：
z

上課天期間在校園提供所有食品的營養指引；

z

提供校園籌款/食品銷售的營養指引：

z

提供課室慶祝、獎品和計劃項目所用食品的營養指
引：

z

制定營養教育、體能活動及其他活動的目標，以促
進學生的健康。

三藩市聯合校區健康政策是由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營養
及體能活動委員會制定，以回應教育委員會決議案第
211-12A8條（三藩市聯合校區健康學校營養及體育運動
政策，2003年1月14日）及2004年兒童營養重新確認法
案（公法第108-265條，2004年6月30日）。委員會的成
員有家長、教師、營養學家及護理專業人員 。
查詢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http://www.sfusdfood.org
或 http://www.healthiersf.org。

初中多有提供正面替代活動（例如：背包徒步登山旅
行、繩索課程及風帆遠航），讓學生有特別機會，做有
益身心的活，避免有危險性的行為。
健康學校環境資源
提供給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及質疑自己性別/性
取向（LGBTQ）之青少年支援的資源
為了給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及質疑自己性別/性
取向之青少年及其家人營造安全環境，校區每所初中和
高中皆設有專任聯絡員，提供所需支援。每所小學的健
康顧問也會給學校提供支援計劃。
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及質疑自己性別/性取向的
學生較易有吸煙、喝酒和服用其他藥物的危險嗎，也會
較易患上憂鬱症。有時，在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
及質疑自己性別/性取向人士家庭長大的兒童，可能
因家族系統排列緣故，往往會被人針對。
防止暴力教育及活動
校區每所學校在課堂上教授學生解決衝突和避免打架的
技巧。所有學校也舉辦認識健康的活動，以促進學生的
安全意識，例如：安全及防止暴力月、加強安全活動及
同性戀自豪月/提倡尊重月。
校區給學校提供有研究根據的防止暴力課程、教師培訓
和用於佈告板、海報比賽、錄像帶及戲院放映的材料。
防止欺侮政策
三藩市聯合校區防止欺侮政策(政策第 5162 條)明文規
定: “所有學生均應平等待人，尊重他人，不得故意或
無意對任何人作種族、膚色、信仰、國籍、宗教、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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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年齡、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定或殘障之侮辱行
為。”（政策第 5162 條）
欺侮別人的後果包括：停學、留堂及社區服務。

有關三藩市兒童免費或低收費醫療保險資訊，請參
閱33-34 頁。
輔導、心理及社會服務

學生輔導計劃

輔導及支援小組

三藩市聯合校區輔導計劃(指導成功)為學業及行為有需
要的學生在校找到配對的成人導師，給予學生關懷和指
導。導師與學生建立穩定關係，能幫助學生建立個人技
巧和社交能力，避免出現危險行為。

校區的專業學習支援員、學校護士及健康計劃為遇到以
下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輔導及小組支援：抑鬱、焦
慮、悲傷，或其他危險因素（例如暴力和/或濫用藥
物）。

導師包括學校職員，例如：教師、輔導員及校長。每個
學生至少每星期與導師見面一次，時間為 30 至 60 分
鐘。
健康服務
校區護士及值班護士
校區護士皆受過訓練，能辨認出和回應可能影響學生學
業成績及考勤的問題，問題範圍廣泛，對學生的健康及
行為不利。

專業學習支援員（小學及初中）
專業學習支援員包括社工、持有學生人事服務執照的輔
導員，及/或註冊精神健康專業人員。他們提供服務給
有抑鬱、焦慮、悲傷及其他情緒或行為問題的兒童及青
少年。此外，他們為學生提供支援小組，並對家長及社
區進行外展工作。
專業學習支援員也就精神健康問題給其他學校職員提供
意見，幫助他們評估學校的學習環境及設計行為計劃。

校區有些學校有駐校護士，每校區到校一天至五天不
等。駐校護士為學生及其他家人提供直接服務，或推薦
他們接受社區健康服務及計劃。

專業學校輔導員

所有學校可於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就健康及行
為問題致電值班護士（屬校區護士）獲取服務。

他們是人類行為及人際關係方面的專家，透過輔導（個
人或小組）提供學生所需幫助；小組輔導、團體輔導、
諮詢和協調服務。

健康計劃（高中）
校區在多數高中設立健康計劃，實地提供健康及心理衛
生服務。服務人員包括心理衛生及藥物濫用問題輔導
員、社工、校區護士及其他支援人員。

學校輔導員受聘派駐小學、初中及高中，幫助學生在學
業、職業及個人方面取得成功。

小學導師
小學導師派駐星輝學校，協助學生改善考勤問題，務求
他們和看顧人整體上取得成功。
協調照護小組

學校健康中心（5 至 11 歲）
三藩市聯合校區健康中心提供全面的檢測，幫助解決干
擾小學生學習的問題。幼兒班學生及小學生符合規定條
件者，也可免費接受體檢及接種疫苗，規定是：持有加
州醫療補助計劃（Medi-Cal）、健康家庭（Healthy
Families）或健康兒童保險（Healthy Kids
insurance）資格，或低至中等收入的家庭。擁有私人
保險的兒童則不符合免費接受體檢或接種疫苗的資格。
如需服務，請向學校健康中心預約，電話：242-2615。
學校工具計劃（小學）
三藩市聯合校區協助小學改善課室室內的空氣品質，以
減少哮喘和其他健康問題的發生。學校工具計劃會對學
校進行檢查，以找出導致呼吸問題的環境問題，並提供
解決辦法。
戒煙（高中）
吸煙學生和準備戒煙學生可報名參加校區每所高中的煙
草控制教育及戒煙計劃。
如想了解有關三藩市兒童可申請的免費或低收費醫療保
險，請參閱第 34 及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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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每所學校皆有三種協同“照護小組”提供服務，透
過早期鑒別、轉介及跟進手段，幫助學生解決學業、行
為、考勤或健康方面的問題。
學生學業成功組(SST):學校成立學生學業成功組幫助學
生解決學業、行為、考勤和健康的問題，成員包括學生
家長/看顧人、學校教職員及支援服務提供者，目標是
確保在制定學業及行為計劃時，家長的意見受到照顧。
學生支援計劃(SAP): 每所學校皆有學生支援計劃小
組，成員包括訓導主任、輔導員、專業學習支援員、校
區護士及支援服務提供者（例如非牟利的精神健康輔導
員或縣社工）。他們定期開會，解決學生學業、行為、
考勤和健康方面的需要。
學生考勤檢討小組(SART): 這小組給曠課學生及其家
人提供相關服務，可能包括實地輔導服務、成人輔導員
服務、曠課講座服務，以及轉介至適當支援機構的服
務。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緊急/危機應變小組
校區協助每一所學校組織一支緊急/危機應變小組。小
組所需手冊及年度訓練以及發生危機時所需支援，皆由
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提供。

33

5) 出席指南

三藩市兒童醫療保健資源
兒童健康與殘障預防計劃

服務

• 定期健康檢查及防疫注射
• 牙齒護理轉介

處方藥物及住院不在健保範圍內

加州醫療保健計劃（兒童）

健康家庭計劃

• 完整的醫療保險範圍，包括所
有預防保健
• 牙齒及視力保險
• 防疫注射
• 學校及體育活動所需的身體檢
查
• 醫院護理
• 精神健康服務
• 濫用藥物服務
• 處方藥物

• 完整的醫療保險範圍，包括所
有預防保健
• 牙齒及視力保險
• 防疫注射
• 學校及體育活動所需的身體檢
查
• 醫院護理
• 精神健康服務
• 濫用藥物服務
• 處方藥物

誰合資格

• 具有加州醫療保健計劃之 21 歲以
下兒童
• 家庭收入達到聯邦貧窮線 200%
之 19 歲以下兒童

由出生至 18 歲的兒童， 19 至
21 歲者則在其他加州醫療保健計
劃範圍內

由出生至 18 歲的兒童（需不合資
格參加免付費加州醫療保健計劃）

公民或合法
居留規定

向公民、合法居民和無證兒童提供
服務.t6

如需全面護理加州醫療保健計
劃，則需具備公民、合法居民或
眾多其他身份類別的資格。無證
兒童只可得到緊急服務。

需具備公民或合法居民資格

聯邦貧窮線
的收入規定

高至聯邦貧窮線之 200%

• 出生至 1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 • 出生至 1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
之 200-250%
之 200%
• 1 至 5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之
• 1 至 5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之
133%
133-250%
• 6 至 18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之 • 6 至 18 歲：高至聯邦貧窮線之
100%
100-250%
•
每名兒童每月$4-$15
對很多受益人來說：不需付費
• 每個家庭每月最高$45
“分擔費用額”因情況而異
• 有些服務要求繳交$5 的共付額

費用

如何申請或
得到更多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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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付費

致電 1-800-300-9950 索取更多資料
或要求介紹兒童健康與殘障預防計
劃醫護人員；親臨兒童健康與殘障
預防計劃醫護人員的辦事處申請。

郵寄申請！致電(415) 863-9892
索取郵寄申請表及更多資料。

郵寄申請！致電免費電話
1-888-747-1222 索取郵寄申請表
及更多資料。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三藩市兒童醫療保健資源
凱撒兒童健康計劃
服務

•
•
•
•
•
•
•
•

完整的醫療保險範圍，包括所有預防保健
牙齒及視力保險
防疫注射
學校及體育活動所需的身體檢查
醫院護理
精神健康服務
濫用藥物服務
處方藥物

健康兒童及青年
•
•
•
•
•
•
•
•

完整的醫療保險範圍，包括所有預防保健
牙齒及視力保險
防疫注射
學校及體育活動所需的身體檢查
醫院護理
精神健康服務
濫用藥物服務
處方藥物

.
18 以下兒童（需不合資格參加雇主補助計劃，或因
移民身份或家庭收入緣故，不合資格參加加州醫療保
健計劃或健康家庭計劃）

由出生至 18 歲、家住三藩市的兒童及青少年因
移民身份、家庭收入或年齡緣故，不合資格參加
其他政府醫療健康保險計劃者，例如加州醫療保
健計劃、健康家庭計劃等。

公民或合法居留
規定

• 公民
• 合法居民
• 無證者 (非合法居民)

• 公民
• 合法居民
• 無證者 (即非法居民)

聯邦貧窮線的收
入規定

收入必須低於聯邦貧窮線的 300%

收入必須達到或低於聯邦貧窮線的 300%

每月保費(最高三名兒童：第四名或以上兒童則免交
費用)：
• 高至聯邦貧窮線的 249% - 每名兒童每月$8
• 聯邦貧窮線的 250-300% - 每名兒童每月$15
• 有些服務要求繳交$5 至$10 的共付額

每名兒童或青年每年保費$48 或$126，確實數目
視家庭收入而定。有經濟援助提供。

致電免費電話 1-800-464-4000 索取申請表格等資
料。

詳情請致電 415-777-9992 查詢。

誰合資格

費用

如何申請或得到
更多資料

有些服務要求繳交$5 至 $15 的共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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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席指南
a)引言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05 條規定：

加州教育則例所訂學生出席上課規定如下：年齡 6 至 18 歲
學生必需全日上課。家長／看顧人有責任確保孩子每日回
校上課。

學生因以下情況的缺席可獲接納：

如需幫助孩子上學，或有任何問題，請致電上學熱線(Stay
in School Hotline)，電話：701-STAY(701-7829)或瀏覽
網頁 healthiersf.org。

（1） 生病。
（2） 依照縣或市衛生官員指示而接受檢疫。
（3） 接受醫療、牙科、眼科或脊椎治療服務。
（4） 參加家庭直系親屬的喪禮。喪禮若在加州舉
行，缺席不得超過一天，若在外州舉行，則不

家長/看顧人：
準時上學貼士
確保你孩子早眠早起。
制定起床後的程序(梳洗、吃早點、穿衣服)，並貫徹執
行。

得超過三天。
（5） 依法律規定，參加作陪審員。
（6） 上課時間，學生因負起家長監護之責，攜帶一
兒童（或因生病，或因預約）去看醫生。
（7） 因合理的個人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出庭、

告訴孩子每天上學對學業成功的重要。

參加喪禮、法定假期或參加宗教儀式、參加宗

每天安排一段寧靜時間給孩子做家課。

教退修會、或出席就業會議，但需事先由家長

每天返學至為重要！

／監護人書面請假，經校長批准，或根據當局

經常缺席的學生比每天準時上課的學生成績會較差和輟學
率會較高。

所訂統一標準，經指定代表批准。
(8） 根據選舉法令第 12302 節，作選舉委員會委

經常缺席的經常缺席的學生較容易與毒品、酒精和暴力扯
上關係。

b) 學生缺席時，家長/監護人當怎麼做？

員。
補回作業

若學生將留在家中，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必須做以下其中一 學生在本段許可情況下缺席時，在合理可能提供安排的
件事：
情況下，學生可獲准補回缺席時所錯過的作業與測驗，
1. 在缺席當天致電學校負責考勤記錄的秘書：
並且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完成後，可得到全部應得的學
z

表明自己是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或看顧人；

z

說明缺席原因和預計缺席日期；

z
z

分。

補回測驗與作業由任教缺席學生的教師決定，程度合理地
臨時照顧小孩、逛公司購物、睡過時、不想上學、 相當於(但不一定相等於)學生缺席時所錯過的測驗與作
不
業。家長/監護人須負責向教師/學校交收這些補做測驗與
作業。
知穿什麽衣服等，皆不被接納為缺席理由。

2. 寫便條解釋，由子女回校時交給校長。
z

便條應包括子女姓名、缺席日期、缺席原因、家長 宗教退修會
/
本段提到因參加宗教退修會的缺席，每學期不得超過四

z

看顧人簽名及日期。

若家長/看顧人不做以上任何一項，學生便算無故缺席。
c) 缺席類別
允准的缺席（加州法令允准）
只接受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簽署的缺席證明信件，或十
八歲或以上學生簽署的缺席證明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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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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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准的缺席
不允准的缺席定義：全日曠課、無故遲到或缺席 30 分鐘或
以上。
不允准的缺席包括：
1. 未經核准而缺席不到校上課，不論其缺席原因是
由於學生或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之故（如購
物，要照料弟妹等等理由）。
2. 必須事前核准的缺席而沒有在事前提出請求核准
而缺席。
3. 除非在事前獲准，否則在遲到鈴聲後入課室也屬
未經核准的遲到。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若沒有執行以上其中一項，學生的缺
席將被當作 “無故缺席” 處理。學生在一年內累積到3個
無故缺席，校方將初次宣佈學生為法定曠課學生 。
學校可提出與學生和家長舉行會議以决定行動步驟

第三次無故缺席後，校方寄信通知學生家長/監護人，宣佈
學生為初次法定曠課生，要求舉行家長/監護人會議，定出
同意遵照的出席契約，並找出任何家長所需支援，以幫助
學生每天去上學。
z
z

同一學年，若無故缺席情況持續，校方寄信通知學
生家長/

z

監護人，宣佈學生為第二次法定曠課生，轉介學生
至學生

z

學業成功組，並繼續提供家長所需支援。校方也許
會為曠

z

課學生家長/監護人舉行由地檢官主持的調解小組
講座。

z

學生及家長若遵守調解條款，將會被轉介接受來自
校區及其他市與社區組織的資源。

z
z

同一學年，若無故缺席情況持續，學生將被列為慣
常曠課

z

生。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62 條規定，慣常曠課
生或不經常

z

出席上課學生，將交由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辦
理。 見下

曠課定義
初次宣佈為法定曠課︰學生一學年內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無
故缺席，或有三次或三次以上遲到超過三十分鐘。
第二次宣佈為法定曠課︰學生曾有法定曠課記錄，一學年
內有一天或一天以上無故缺席，或有一天或一天以上遲
到。
宣佈為慣常曠課︰學生一學年內曾三次或三次以上（至少
有 6 次無故缺席）被宣佈為法定曠課學生。（加州教育則
例第 48264.5 條）
若該學生無故缺席超過三天，三藩市聯合校區將發出通知
信給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其子女經被列為曠課學生。加州
教育則例規定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有責任督促其子女到校
上課。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忽略其責任，則將可能會被
指為違法及提出控訴。

z
z

同一學年，無故缺席情況持續的話，學生可被轉介
至地檢

z

處，因違反加州強迫教育則例規（刑法第 272 條，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93 條）而被起訴。

z
考勤情況未有改善，則由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進行調
解，與學生達成最後協議。若家長或學生未能在30天内遵
守協議，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便轉介此曠課案給地檢
官處理。

e) 由地檢官主持之調解講座
d) 學生缺席過多後果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60.5 條)

若無故缺席情況持續，學生家長/監護人可能被邀請在學生
學校於課後由地檢官主持的調解講座。開會通知一般由地
檢處發出。

若學生無故缺席，學校將發信通知家長，致電學生家庭，
與家長/監護人開會，確定家長/監護人同意採取的行動，以 這個為時 1 小時的講座/集會幫助家長/監護人明白曠課的法
律後果，並提供從學校和社區可得的不同種類的支援。會
及找出家長任何所需支援服務，以幫助學生去上學。
議目標是改善你子女的考勤。
以下是學生無故缺席後，家長可能需面對校方所採取的行
家長聽過地檢處代表講解有關強迫教育則例規後，接著會
動（詳情請參閱第 43 頁的流程圖）：
聽到社區組織、校長和輔導及學生支援服務處職員的講
解。很多學校也會展示當前的考勤記錄，讓家長了解有關
第一次無故缺席/第二次無故缺席，校方致電學生家庭。
模式。最後，不少學校會請家長/監護人簽署學校考勤記錄
z
檢討委員會的契約，以表示家長/監護人的承諾，幫助子女
每天按時回校上課。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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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講座是大好機會，讓家長/監護人得以避免法庭訴訟，並
且持續得到實質幫助，以改善子女的考勤。

違反刑法第 272 條者，雖屬輕罪，但因是導致未成年孩子
有違法行為，後果可能是在縣監獄坐牢一年，及/或罰款高
達二千五百元。

f) 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

什麼是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

違反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93 條者屬違法，可被罰款高至五
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由校區、社區服 百元。
務機構、感化機構、執法機構、社區組織、和個人組成。
z
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與學生和家長擧行會議，幫助學
生及其家人找出解決辦法，使出席問題得以改善。
h) 三藩市曠課評估資源中心

學生何時會被轉介至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
被轉介到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的學生是曾被評定為慣
常曠課生（學年中被報告曠課 3 次或以上）或考勤不規則
學生（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63 條）。
轉介學生到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前，學校會幫助學生
和家長矯正學生的考勤問題，例如提供輔導、導師指導、
補習、課後計劃轉介、行為支援、健康計劃轉介、家訪，
以及由地檢官主持的調解講座/集會。學校的學生支援計
劃、學生學業成功組及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會接觸學
生及家長/監護人，提供所需幫助。

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
職能
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的工作是解決學生的需要，使他
們勤上學，在學校成功。
在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的會議中，學生、家長/監護人
及學校代表將共同合作，找出解決辦法和資源，以應對影
響學生考勤的問題。

若學生或家長沒有回應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委員會的介
入，會有什麽後果？
家長/監護人若沒有遵照學校考勤檢討委員會的指示辦，便
屬違規，可被轉介至地檢官被起訴。見下。
學生若沒有遵照學校考勤檢討委員會的指示辦，可被轉介
至地檢官、駕駛執照或駕駛許可證被中止或收回，直至 21
歲止，或工作證被吊銷。見下。

三藩市評估資源中心是全市性、一站式的中心，讓警方將
曠課學生交給校區及社區組織處理。
這中心基本上是校區、男青年會市區服務部、哈克貝利青
少年計劃、三藩市青少年感化局、三藩市警察局、三藩市
兒童、青少年及家庭發展局的合作夥伴，開公私合作的先
河，善用現有資源，專門幫助慣常或長期曠課的青少年學
生。
三藩市曠課評估資源中心職員 ，包括一名來自校區的輔導
員和若干名來自三藩市男青年會市區服務部的個案經理 ，
會對有關青少年進行評估，決定接著當採取的最佳步驟，
以幫助他們及家庭重新投入教育進程，並轉介他們到有關
社區組織，接受相關服務 。 查詢詳情，請致電上學聯盟
（ Stay in School Coalition ） ， 電 話 ： 701-STAY

（701-7829）。
i) 出席上課政策
三藩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訂定下列出席上課規章(教委會政
策 P5113 條)：
A. 學生應按規定依時到校上課。
B.事前必須獲得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或校長允准給予離
校證明，否則不得在上課時間離開校舍。.
加州法律規定，確保子女上學是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法
律上的責任。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忽略此責任，可能
會受處罰。若學生不到校上課，學校將召開檢討委員會會
議，邀請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學生出席，必要時將他
們轉介至校區法律事務處。
加州教育則例所訂學生出席上課規定如下：

g) 轉介地檢官

年齡由六至十五歲學生必需全日上課。

家長/監護人若沒有遵照學校考勤檢討委員會指示辦，或沒
有出席學校考勤檢討委員會會議，可被轉介地檢處被起訴
違反加州強迫教育則例（刑法第 272 條、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93 條）。加州教育則例和刑法規定，違法者會招致嚴
重後果。
加州法律規定，六至十八歲的孩子必須上學。

十六、十七歲的學生必需到普通學校、高中補習學校上
課，或參加校區的另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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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歲或以上學生* :學生若尚未完成全部課程，不會因年
齡已達十八歲或其他理由而自動退出學校，除非有過失
（教育委員會決議案第 011-25A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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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屆十八歲，但成績欠佳，行為不檢，或曠課缺席過
多，可能遭校長著令不得繼續留校，但事前必召開家長／
學生會議商討。
* 特殊教育學生 – 為使學生完成課程，以便獲得證書或
修滿學分證明書，學校允准該學生繼續在學校學習，直至
二十一歲生日為止。

學生出席上課，各獲加州政府經費資助學生的教育費用。
學生每日出席上課，學校均獲州政府資助。學生若曠課缺
席，校區則蒙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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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校曠課處理程序流程圖

無故缺席次數

第一次

必要或建議行動

學校職員跟進行動

-

校方致電學生家中(職員致電或電話錄音)必要

在下次無故缺席後

-

校方致電學生家中(職員致電或電話錄音)必要

在下次無故缺席後

-

-

校方寄出通知信，宣佈學生為初次曠課學生。必要
致電家長/監護人的家居或工作地方
要求及安排舉行家長/學生會議
將學生轉介至學生輔助計劃(SAP)，學校考勤記錄檢討小組，城市/社區
夥伴或家長/學生考勤會議。立即執行同意事項。必要
為學生預備出席契約，並要求家長/監護人署名
將學生分配到其他有在校行爲健康計劃的支援服務處及/或適當社區或
宗教替代計劃
通知學校輔導員
學生需要每天上課前報到

-

寄出通知信給家長/監護人，宣佈學生為第二次曠課學生。必要
將學生轉介至學生學業成功組。立即執行同意事項。必要
與學生家長/監護人舉行會議。要求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簽署出席同意書
假如學生是特殊教育學生，重新檢討其個人教育計劃

-

第三次寄出通知信給家長/監護人，宣佈學生為曠課學生。必要
要求家長/監護人必須出席會議
轉介家長/監護人/到由地檢官主持的曠課調解計劃
與家長/監護人保持聯絡
繼續尋求其他可行的教育方法
家訪

假如學校與家長/監護人聯絡
及介入兩星期後，情况仍未改
善，轉介至學校考勤記錄檢討
委員會。

-

學生支援服務處把個案轉介至學校考勤討小組。必要
繼續記錄學生出席情况和所有行動，這些資料對地檢處至為重
要
永不放棄。繼續與家長聯絡。你不知道事情會在何時改變。

學生支援服務處會在兩星期內
訂下會議時間。假如學生未能
出席，學校考勤檢討小組會把
個案轉介地檢官。

無故缺席
第二次
無故缺席
第三次
無故缺席

-

第六次
無故缺席

第十次
無故缺席

第十一次
無故缺席

-

假如學校與家長/監
護人聯絡一星期後，
情况仍未改善，跟進
行動升級。
假如學校未能與家長
/監護人聯絡，無故
缺席持續，跟進行動
立即升級。

假如出席契約訂立
改，無故缺席持續，
跟進行動立即升級。

遲到(上學/上課/定義：
•
上學遲到：第一節開始後30分內學生沒有在座位上。
•
慣性遲到:超過10個上課天遲到1至30分鐘。
•
上課遲到：根據 教育則例，遲到的法律定義是：缺課或沒有上一節課超過31分鐘。遲到等如
一次無故缺席。
以下學校人員負責對曠課學生作出跟進：
行政人員、輔導員、教師、考勤聯絡員、考勤紀錄秘書、學生顧問、家長聯絡員、專業學習支援員、護士及訓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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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OFFICE OF THE DISTRICT ATTORNEY

KAMALA D. HARRIS

District Attorney

學生長期缺席是違法行為





在 2009-2010 年，有 4000 多名三藩市公校學生被定為慣性或長期性曠課學生，其中 1300 多名為小學生。



接近 75%的慣性及長期性曠課學生最終會退學。在加州，幾乎四分之一的學生會退學。



退學學生面臨終生失業及坐牢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極可能成為罪案的受害人或犯案者。自 2003 年以來，94%的
三藩市兇殺案受害人都是退學學生。



三藩市聯合校區採取一個包含七個步驟的程序，去處理學生的曠課問題。校區會當面、打電話或寄信通知家
長，邀請家長與學校官員舉行會議，和提供服務，以幫助家長確保子女上學。

地檢官賀錦麗提出的防止曠課方案
¾ 地檢官賀錦麗已聯同紐森市長、加西亞學監、三藩市警察局和社區夥伴展開一個全市性質的防止曠課方案。
¾ 地檢官辦公室與家長及學生進行小組調解會談，以處理慣性及長期性曠課的問題，結果令到涉及問題的學校學
生的考勤有所改善。
¾ 地檢官已委派數個由檢控官和社區安全工作員組成的團隊去打擊曠課問題。



任由子女不上學接受教育是違法行為
¾ 加州法律規定，六至十八歲的孩子必須上學。


違反刑法第 272 條者，雖屬輕罪，但因是導致未成年孩子有違法行為，後果
可能是在縣監獄坐牢一年，及/或罰款高達二千五百元。

 違反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93 條者屬違法，可被罰款高至五百元。
¾ 一學年內，學生無故缺席十次或以上便被視為慣性曠課生，但若無故缺席二十次或以上，則視為長期性曠課
生。
¾ 家長不確保子女上學可能會被檢控。2008 年，六名家長因子女觸犯曠課條例而被地檢官檢控。

如需幫助，以確保子女上學，或有任何疑問，請致電上學聯盟熱線：(415)701-ST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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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為守則
a) 導言
校區行為守則的大前提是：所有員生(包括哪些傷害別
人者)必須受到尊重，賦予尊嚴。 2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知道，不當行為雖往往可以修復，但
絕對不能接受。我們本著愛護態度，堅守原則，貫徹執
行所定清楚、公平和一致的違規後果。

b) 成功學習行為基本要素
所有校區學校的正面行為守則皆包括以下三國元素：

1. 接受有意義的教育，建立基礎，為將來前途計劃
作準備。
2. 保持原有高教育水準，並盡最大努力學習。有權
獲知教育委員會所施行的任何熟練程度測驗試的
權利。
3. 接受有價值的課程及有權發表他們對課程編訂的
意見。

1.學術嚴謹：課程、教學和評估能引起學生興趣

4. 身體安全及個人財物受保護。

有學校興趣的學生較少有不當行為。為培養學生的正面
行為，課程需嚴謹、以標準為本、能引起學生的探究精
神。授課內容應環繞基本問題，與學生的文化和生活相
關。

5. 校舍安全及設備衛生。

2. 正面行為支援

7. 有自由選擇學生自治會主席及參與事務的權利。

正面行為支援指對學生行為的期望及回應。校區學校每
天都教授、塑造和實踐正面的價值觀和行為。

8. 制度的施行及學生的權利均以民主制度為本。

3. 修補方法

9. 有權參與擬訂規則及條例，及接獲通知的權利。

修補方法涉及受害人及學校社區。它提供一過框架，長
遠來說，可給學校帶來正面的結果，讓“學校採取有效
行動作出回應，收到治療效果，而不是造成疏遠或強制
的局面。3

10.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的規定，查閱個人檔案記錄，
學習進度的記錄，成績表，教務主任檔案等 (第
49061 - 49078 條 ) 。 若 這 些 檔 案 放 入 不 利 評
語，學生有權獲得通知。

c) 正面行為守則

11. 有權參與符合要求條件的活動，不受不公平的待
遇。

校區建議一套正面行為準則作為指引，提醒所有學生有
關校區對他們行為的正面期望。

6. 與教師，輔導教師，校長，副校長及任何其他有
關的學校人員商談。

請參閱第 44 頁

12. 有權對學校當局提出請願，控訴或申訴，並在短
期內獲得解決。

這套正面行為準則於上課天期間適用於所有學校的不同
場合及地點：到校後、課室、走廊、衣物柜、午膳室、
小息、洗手間、集會、校巴、社區及辦公室。如何應用
於不同學習場合，請參閱第 49 頁。

13. 在不妨礙他人權益原則下，有信仰自由，學校當
局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懲罰。

校區的正面行為準則可總結為：尊重人人，尊重教育，
尊重環境。

14. 應獲得校長，教師等人員的尊重，違犯校規也不
得施予過分嚴厲懲罰及加 以歧視。

d)學生權利及責任

15. 若學生被嫌疑持有違禁品，校長或負責人有權搜
查該學生及其在學校的貯物櫃或汽車等。違禁 品
包括不應持有的毒品及有關的附屬物，利器及其
他，及持有足以危害他人的物品等等。

學生權利（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5134 條）– 學
生權利不能一一盡列，因此不限於下列及其他
在學校或作為公民所享有的權利：

2

The SFUSD behavior expectations are adapted from Toki Middle
School Restorative Justice Discipline Plan 2008-2009.
3

Amstutz & Mulle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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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不妨礙日常授課及行政措施的原則下，有權在
學校使用言論自由及自由集會的權利，但近日法
律闡明禁止學生派發或展示有猥穢性，或有誹謗
性的刊物，或擁護非法行動的行為。加州教育則
例第 48907 條中述明學生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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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佩帶有政治性的徽章，臂章或其他的標誌。
B. 不必經檢查，或行政當局人員或教育委員會審
核，可在佈告板上張貼。
C. 有權在上課前或下課後或午餐時間或其他不必
上課的時間，在不妨礙教學的原則下，可在校內
或校外派發有政治性的印刷品，新聞報紙或其他
印刷品，不必事前獲得允准，不受行 政當局或教
育委員會的限制。
D. 可自由組織政治或社區會社組織。
E. 在不影響課室學習的進行及在安全情況下，可
有衣飾、髮式、儀表的自主權。
F. 在學校可自由作合法的演說，不需事前獲得核
准。但只限於上課前或下課後，或在午餐時間，
其他的自由活動時間，以不妨礙教學進行為原
則。

顧及同學及學校的利益。
表揚自己及別人的成就。
敬重他人。
不粗言無禮，不藐視別人，不說輕視人的話，不存
輕視人的態度，不咒駡人。
4. 這是你的責任：
保持校舍環境清潔衛生，不隨便拋棄紙屑。
保持洗手間衛生清潔。
不塗畫牆壁，雕鑿或貼標語。
保護公物，不破壞任何儀器，貯物櫃，書桌，書籍
等公物。
如遇有閒蕩人物，即通知有關部門辦事人員。

學生的責任
學生責任未能一一盡列，但權利與責任相等，少負
其應有的責任即是削減其應有權利。

未經准許，不得擅自使用學校公物。
依正式手續借用學校儀器或公物。
小心保護學校儀器或公物。
借用學校儀器公物，保持完好，並依時交還。

1. 這是你的責任：
依時到學校及到課室上課。
若缺席不到校上課，必需先通知家長，並獲家長同
意。
未經教師允准，不得擅離教室。
未經學校行政人員允准，不得擅離學校。
2. 這是你的責任：

5. 這是你的責任：
所有學校發給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的通知信及其
他的印刷品，必需帶回家交與家長／監護人 ／看顧
人。
所有表格經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簽名後必需依時
交回學校。

參加各種學習活動。

如有外賓到訪學校，請外賓到校務處，並知會該處
人員。

遵守課室規則。

衣物穿著合宜，保持端整。

完成課室練習，包括指定家課作業。

不使用假證件，不偽造文件。

達到規定基本教育水準。

不違犯學生手冊所列的規則及法令規定。

上課前備妥應用物品。

依升級及／或畢業的課程規定，努力學習。
3. 這是你的責任：
在課室上課及學校各項教育活動中，表現合作及負
責任。
對學校工作人員，教師，管理人員，職員，外來賓
客，代課教師，及其他同學等，均表示尊重有禮。
認識及遵守學校手冊上的規定及法則。
如有爭執，以冷靜平和方法商談解決。
愛護他人財物。
誠實不欺詐。
不說粗言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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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正面行為守則
1. 在這裡學習
歡迎你在這裡學習。在這裡，我們會幫助你學習，保護你學習，若你的行為擾亂他人學習的時候，會糾正你的行為。
2. 禮貌地跟別人打招呼
微笑，點頭，眨眼，擊掌，握手，擊拳 - 所有這些動作，都是友善的表現，代表你很高興見到他們，並準備一起開始
有美好的學習天。
3. 不受取笑地帶
大家是在這裡學習，請互相尊重。如果你受謠言，侮辱，威赫，操縱等影響，請告知校內的成年人，他們會幫助你解決
這些問題，不讓它繼續發生。
4. 清理垃圾
清理自己的垃圾。當你看到地上有垃圾時，可順手拾起，清潔的校園使你自豪，也可給訪客良好的印象，知道三藩市的
學生是這麼的一個學生。
5. 適當的時間，地點和態度
當你感覺不開心，想找大人傾訴的時候，記着要耐心等候合適的時間。你可以問對方什麼時間及地點最適合傾談？緊記
見面交談的時候要保持冷靜和樂意聽取的態度。
6. 電子用品: 關閉及放於儲物櫃內
上課時並不需要使用手提電話及其他電子用品，個應該把這些東西關上並放於儲物櫃之內，最理想當然是放在家中。若
家人有要事需要聯絡你，可以致電到學校總機，一定可以找到你。
7. 清楚自己什麼時候需要在什麼地方
緊記自己的上課時間表，留意時間。老師會給你清晰的指示，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去到不同的課室，記着循正確的路行。
8. 用正確的聲線
聯歡會與圖書館是不同的地方也有遵守的模式。在聯歡會太靜是不禮貌的表現，同樣在圖書館大叫也是不可接受的。在
校內，我們會用室內的聲量讓大家容易聽見。r.
9. 緊記安全-步行安全－遊戲安全－坐立安全
無論自己或他人，也要小心確保大家的安全
10遵從教職員的指示
校內所有成年人都是不的師長。要細心聆聽他們的說話，遵從他們的指引。如你不認同他的指示，可以問他什麼時間和
地點可以討再論這個議題。你也可以與另一個成年人詢問，但先要遵從他的指示，一般成年人都樂於聽你說話如你能遵
從他們的話。

Adapted from Toki Middle School Restorative Justice Discipline Plan 2008-2009

44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如何應用校區正面行為守則在學校日常生活中例子

到校/離校

課堂

走廊

儲物柜

午膳室

小息

洗手間

集會

緊急情況

校巴

社區

辦公室、健康中心
等

尊重人人

尊重教育

尊重環境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等候吩咐才進入/離去
一旦進內，當除帽子和帽套
有禮貌與別人打招呼
別惹人生氣
尊重個人空間和財物
舉報不敬、欺凌或騷擾行為
說話合時、態度合宜、場合合宜
別惹人生氣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遵從教職員吩咐
言語得體

不遲到
將袋、書包、戶外服裝放在儲物柜
內
電話及其他電子用品需關掉或留在
家裡
依次序輪流
做好上課準備
善用記事簿

將垃圾丟掉
小心穿過門
輕聲說話

幫助朋友不遲到
尊重所有學習環境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到需要到的地點，不亂走
安排適當時間到儲物柜取放物品
帶備上課用品
不帶上課用品以外東西

將垃圾丟掉
小心走路
輕聲說話

善用儲物柜
使用編配給自己的儲物柜
鎖上儲物柜
儲物柜內物品擺放有條理
有禮貌
與朋友一起坐
留在座位上直至解散止
選擇健康食物
玩得安全
言語得體
有體育精神
在批准地點玩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得教師批准，才可往洗手間

依次序排隊輪候
不插隊
靜聽宣佈
輕聲說話
聽從所有教職員指示
到需要到的地點，不亂走
尊重所有學習環境
輕聲說話
尊重所有學習環

跟教師一起抵達、坐下和散去
尊重主持人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留下聽教職員講解
遵從教職員指示
保持冷靜
有禮貌與別人打招呼
坐立要安全
守規矩，不亂動手腳
別惹人生氣
尊重別人
別惹人生氣

以代表校區為榮
參加集會
待人有禮
留在原來地方
保持鎮靜
安全走路
聽從司機指示

輕聲說話
有禮貌與別人打招呼
尊重指示
坐下耐心等候

檢查自己的記事簿
執行任務

以代表校區為榮

將垃圾丟掉
輕聲說話
小心使用材料及傢具

將垃圾丟掉
開關小心、
衣物柜損毀，需報告教職員
向教職員舉辦塗鴉事件
將垃圾丟掉
循環再用
別將食物和飲品帶離午膳室
將垃圾丟掉
安全走路
小心使用設備
將垃圾丟掉
記住沖廁
適當地使用設施
見到不清潔或不安全地區時，作出
舉報
將垃圾丟掉
坐在自己位置上
將物料留在課室，別帶到集會地方
將垃圾丟掉
關掉電子用品
將垃圾丟掉
愛惜公物
輕聲說話
將垃圾丟掉
見到不清潔或不安全地區時，作出
舉報
愛護公物
將垃圾丟掉
見到不清潔或不安全地區時，作出
舉報
小心使用材料及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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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為守則

e)州及聯邦政策
體罰（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00 及 49001 條）
1. 三藩市聯合校區任何雇員不得對學生施行體罰。
2. 必要時，公校雇員可施以適度、合理武力，以防止
滋擾對人體造成傷害、對物體造成損失，目的是出
於自衛，或從學生手中奪去利器或其他危險物。
放學後懲罰留堂
(CAC, 第 5 條，第 353 節)
公校雇員可能由於學生行為不檢，輕度違犯校規，而懲
罰其放學後留堂。放學後懲罰留堂不得超過一小時。

收音機，傳呼機，
手機及其他發出電子訊號之儀器
學生可擁有發出電子訊號之儀器，包括，但不限於傳呼
機，可作接收及傳送聲音、數碼影像或文字信息之手機/
數碼電話或其他流動通訊儀器，MP3/音樂播放機，以及
遊戲設備。凡在校擁有這些儀器之學生，必須遵守以下
指引：

y

除上述規定或容許的情況，家長、監護人或看顧人若能
提供註冊醫生的書面證明，顯示這樣的電子儀器對學生
的健康很重要，就可以使用，但只限於在與學生健康目
的有關的情況下使用。
違反使用指引
如違反這些指引，儀器將被學校教職員沒收，並可能於
同一節課、同一天或同一星期稍後時間歸還學生，或要
求家長到校取回。儀器遺失、被竊或損壞，三藩市聯合
校區和學生恕不負責賠償。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及校區政策，學生如使用發出電子訊
號的儀器或校區設備去騷擾、威脅或欺負同學；向校園
外人士求助以進行暴力或其他有違法律或校區政策之行
為，將接受處分。
學校公物 - 賠償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4 條及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5139
條）
三藩市教育委員會將根據所訂政策，執行下列規定，補
償或賠償所借出學校公物：

所有個人發出電子訊號之儀器，必須於上課時間關
掉，以免影響課堂教學。這些儀器只可在教師授權
下並規定的參數、目的和時間範圍內使用，用以加
強課堂教學。

y

轉堂時間屬上課天一部份，故不可使用發出電子訊
號的儀器。

y

學生事前未經同學或教職員（包括教師、行政人員
或職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使用個人發出電子訊
號的儀器向他們進行拍照、拍攝或錄影活動。

y

在容許範圍內使用這些儀器時，必須遵守三藩市聯
合校區之學生使用校區科技資源同意書及學生網絡
安全行政規則（見本手冊 106 至 107 頁及 99 至 104
頁）的規定。

y

如對教學、學校項目或活動產生不良影響，則禁止
使用。

y

如觸犯三藩市聯合校區之規則、政策、條例，或聯
邦或州法之規定，則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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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健康理由而使用電子儀器

•

•
•

校長先以書面通知學生家長／監護人／看
顧人，然後才扣押學生成績報告表，畢業
證書，及／或轉校成績證明書。
若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均不能賠
償所損壞或交回所借用物件，學校校長將
會提出一項以工作抵償賠款辦法。
這政策規定，並非否定學生在學校有使用
教科書及其他教學用品權利。（參閱第 95
頁的轉學記錄）

搜查
若校長或其指派代理人有充分理由懷疑，經搜查後會有
證據顯示，學生違反法律、教委會政策、行政規則，或
其他校區或學校規則，則有權對學生進行搜身，有權搜
查學生財物、所使用之學校物品，或該學生車輛。理由
包括，但不限於，懷疑學生藏有非法毒品及附屬物、武
器，或足以危害學生或其他人之其他物品或藥物。搜查
範圍必須在與有關搜查目的範圍內，不因學生年齡，性
別，違犯實況而作超越範圍打擾。各學生均有一貯物
櫃，這屬學校公物，為方便學生存放日常上課應用書
籍，文具及其個人保健應用品。雇員不得對任何學生進
行光身搜查或體腔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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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上課前，上課期間及下課後）
凡在上課時間及早上學校開門之前一小時內，及放學後
校門關鎖後一小時內，公校學生將不得謂學校教師允准
或任何非經學校允准的人員作推銷認購或募捐，加入為
會員，或義務效勞等等。除非該機構是無黨派合法慈善
機構，或依加州法令勸募的目的，為非黨派，並以慈善
為目的，且經縣教育局核准或由該學校所屬校區管理處
核准（加州教育則例第 51520 條）。

4. 學生不得在校車上吃喝或亂丟東西。
5. 學生不得說粗言穢語。
6. 學生不得離開座位。必須待校車到站，車門打
開，始離座下車。
後果

闖入

學生在校車行為不檢，後果如下：
初犯：
（A） 與學生會談。
（B） 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C） 發出警告通知。

嚴禁學生未經允許，由就讀學校擅闖他校。違例者送警
局處理（法令 653 G 及 602 條）。

再犯：
與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會談。

任何學生帶同外界人士進入校舍滋生事端，打架，偷
竊，毆打等，將受懲罰及／或開除。

三犯：
（A） 書面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B） 拒絕接送該生 3-5 天。

f)三藩市聯合校區政策

四犯：

在校內停放車輛

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後，取消該生該學年乘坐校
車的權利。

學生駕駛汽車往返學校
所有學生駕駛汽車往返學校，必需要有家長／監護人／
看顧人書面同意書，提交校長。學生書面同意遵守所有
規則及駕駛汽車往返學校的規定。違反規定者則將按情
況加以適當處罰（教育委員會政策第 5131 條）。
校區政策規定，午餐時間，學生不得駕車外出。若有嚴
重緊急事件，獲校長或其指派代理人同意核准者，則屬
例外。

乘坐公共汽車規則
三藩市聯合校區希望所有學生在公共汽車上均遵守規
則。學生若在上學、放學回家途中，或從學校出發參加
有關課程活動而需乘坐公共汽車，若學校接到有關學生
在公共汽車上不守秩序的申訴，學校即行對該學生加以
處罰。

封鎖式校園
校車安全規則

準時抵達校車接送站。

教育委員會政策規定，為所有學生的安全及利益起見，
所有小學及初中要有封鎖式校園。學生持有訓導教師或
訓導主任所發的離校證才可以離校。高中校園也是封鎖
式校園，除非學校行政當局要將校園變成開放式校園。
高中校長會將校園規則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在校車接送站遵守秩序：包括在車站等候校車
時，不得亂動他人物品，不折斷花木。校車站
也屬學校管轄範圍，一切依校規執行。

衣飾／儀容標準

乘坐校車往返學校是權利，學生必需遵守校車規則，否
則權利被取消。學生乘坐校車，必需：

•
•
•

服從校車司機指示。

校車規則及行為
1. 學生必需遵守安全規則。
2. 學生不得毀壞校車的任何設備。
3. 學生不得在校車上打架，互相推碰，或絆跌他
人。

學生應穿適當衣服上學。有校服規定的學校，學生應每
日穿著校服上學。如有特別事故不能穿著校服，應請示
校長。衣服種類和款式及髮式屬個人的事（有校服規定
的除外）。除非服飾髮式嚴重不當，可能導致擾亂學
校，影響秩序或弄致不安全，校方不會干涉。
不適當服飾，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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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為守則

•
•
•
•
•
•
•
•

身體暴露半截上衣，袒肩短衣，半截短裙，袒
肩露背胸衣之類。
在衣服或紐扣上有猥穢的字或圖案，或暗示有
性方面的字樣。
在校內戴上帽子、蓋髮飾物或髮捲等。
與幫派及幫派活動有關的衣物。
暴露大腿的衣服，如迷你短裙或短褲。
泳衣，體操用短褲，體育課衣褲，跑步短褲，
剪短，薄衣，絲質或膠質短褲。
穿著或攜帶煙草宣傳品—為抑制及減少非法出
售及供應香煙及煙草製品予青少年。
褲子下垂，露出內褲。

學生如屢犯上述規定，將被罰停學。

滑板、溜冰鞋、滑板車和腳踏車
為學生安全起見，嚴禁學生帶滑板、溜冰鞋、滑板車及
腳踏車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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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補公義
a) 導言

關懷學校社群計劃

2009年，三藩市教育委員會通過決議第 96-23A1條，名
為“支持包容力大的學校環境、修補公義及替代停學與
開除的措施”，規定校區於2010-2011學年在校區若干
選定的中小學進行試驗計劃，實踐替代停學與開除的措
施。

關懷學校社群計劃是舉國公認和有研究根據的 K-6 年級
計劃，目的是促進建立全校性和課室的社群關係，焦點
是強化學生與學校的關係（提升學生的學業動機和成績
的一個重要元素），以及減少藥品使用、暴力和青少年
犯罪問題。

這措施規定，必須給予學生機會參與修補公義計劃（例
如朋輩法庭及/或其他替代停學及開除的可行方法），作
為處理紀律過犯的手段，除非停學/開除是法律所規定
（加州教育則例第48915 (a)、(c)條。

這計劃包括四個主要元素：青少年之聲、領袖培訓、社
區及家庭參與和合作學習。

措施鼓勵所有學校採用各種各樣方法去實踐修補公義。

b) 修補公義方法與實踐
應對學生不當行為所用的修補公義方法視乎行為對其他
學生的健康、安全、財物和學習機會所造成的損害程度
而定。
修補公義方法也因年齡/級別而異，需採取適性發展的回
應。
修補公義方法可能結合以下的不同策略
1. 若用意是進行修補關係而不是懲罰過錯，就致電學
生的家。
2. 提供學生機會，透過道歉、修補/賠償、清理垃圾或
塗鴉或其他相關行動，去修補問題。
3. 在課室內使用建立社群策略（例如班會）去應對問
題。
4. 約見學生，檢討行為守則和後果，重新教導什麽是
正面行為，並且對正面行為加以表揚。
5. 與家長及學校的學生支援計劃人員及/或學生學業成
功組舉行會議，將課後計劃、支援小組、替代計劃
或社區夥伴介紹給家長或學生。
6. 對於中度不當行為，則給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機會，
及/或建立社交技能。
7. 對於嚴重不當行為，則轉介學生至朋輩法庭。（詳
情見下）
8. 對於使用藥物行為，則轉介至由受過訓練的職員主
持的短暫介入會議、戒煙計劃或其他復康輔導計
劃。

c) 校區學校之建立社群計劃
校區不少學校已進行全校性的修補公義計劃。這些計劃
教導學生建立社群策略、衝突調解技能、以及解決學生
行為問題的修補公義方法。
學校教職員獲得專業培訓和幫助去實施這些計劃。修補
計劃例子：

三思而後行計劃
三思而後行計劃按部就班，教導幼稚園至八年級學生營
造正面的學校環境和課堂學習環境。學生學習合作技
巧，以致長期能在小組組員中做到合作無間的地步。這
計劃注重幫助學生如何彼此幫助，完成任務，並且學習
如何設定目標和解決疑難、如何監督和評估進展和如何
表揚成就。
參加計劃的學生需遵守四國協議：留心聆聽、欣賞別人/
不貶低或奚落別人的行為、互相尊重、有不參與意見權
利。

安全學校大使計劃
安全大使計劃專注青少年暴力預防、防止欺凌以及青少
年（4 至 12 年級學生）發展工作。
這計劃幫助和訓練有關青少年如何以非暴力方式溝通、
學習介入技巧，以致曉得如何防止、紓緩和制止同輩間
的虐待事件。.

合作解決疑難計劃
合作解決疑難計劃為學校教職員和家長提供有用工具，
讓他們能以積極主動，去以清楚、簡單利落的方法，去
直接解決學生未解的行為不檢問題。
這計劃焦點在解決問題，不會將學生隔離或將學生標籤
為問題兒童。

短暫介入會議計劃
短暫介入會議計劃是一個輔導支援計劃，為年青學生提
供平臺，說出自己濫用藥物的歷程。會議舉行三次，由
一名受過訓練的學生支援服務部職員主持。
參與計劃的學生獲得幫助，學習和認識濫用藥物問題如
何影響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從而有能力
設定目標，在藥物使用問題上作出明智決定。
校區所有初中和高中都參與短暫介入會議計劃

防止暴力和防止濫用藥物課程
校區所有學校提供課堂教學，幫助學生建立所需個人和
社交技能，以減少暴力行為和避免濫用藥物。校區為各
校提供高品質的課程（每個主題都是根據最新的研
究），又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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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濫用藥物課程所用教材是：Too Good for Drugs
（小學）、Project Alert（初中）、Toward No Drug
Abuse and Personal & Social Skills: Level 2（高
中） 。學校也訓練學生提供朋輩教育。

他們必須保持學業成績平均分在 2.0 或以上，當時並未
接受感化令監管，並在學校及社區保持著積極的態度。

防止暴力/騷擾課程所用教材是：Too Good for Violence
（小學）、Second Step or Too Good for Violence（初
中） 、Toward No Drug Abuse（高中）。

雖然每宗個案的裁決會因人而異，但大多數犯過者(作
為處分的一部分)均會被要求完成下列的一些項目：例
如社會服務、向受害人及其家人致道歉信、定期匯報學
業成績進度；參加輔導、謀生技能或其他相關課程；直
接向受害人提供服務(如適用)、賠償款項(如適用)；參
加一些學校計劃或其他任何適當及修補性的活動。

校區學生輔導員計劃（良師益友計劃）
校區學生輔導員計劃（良師益友計劃）為有高度需要的
學生在學校社區找出一位富有愛心的成人導師，為該學
生提供指導。導師與接受指導的學生每星期見面一次，
在教育、社交、情緒方面提供支援，以增強學生的成功
機會。
導師從學校的計劃統籌員那裡接受訓練和獲得幫助。
這計劃服務 700 多名學生（幼稚園至十二年級）。查詢
詳情，請瀏覽 www.healthiersf.org/mentoringforsuccess。

將會有什麼裁決？

如何可以為受害人服務？
定期邀請直接受害人和間接受害人(例如：家人、社區
人士)參加修補公義程序，務求計劃能產生最大的修補
效果和影響。受害人可親身參加聆訊，惟需先填妥“受
影響表格”(impact forms) ；預備在聆訊時宣讀用的
口頭聲明，或委派代表出席。受害人所有的參與均是自
願性質。

朋輩法庭(Peer Court)

如何處理機密資料？

三藩市的朋輩法庭是由市府資助的一項計劃，代替停學
(suspension) 和逮捕(arrest)等懲處。這是一項自願
計劃。朋輩法庭過程強調認清過錯和修補損害。

三藩市朋輩法庭採用一項由三藩市聯合家庭法院(San
Francisco Unified Family Court) Donna Hitch 法官
所頒令的法則，容許這計劃的職員可以獲得一些例如警
方報告(police report)、學校記錄等機密資料。這些
重要資料將有助這計劃更能收到修補效益。

請參閱下列資料；.
d) 朋輩法庭和三藩市聯合校區

常見問題和轉介程序

假如犯過者(被告)未能完成計劃，將如何處理？

三藩市的朋輩法庭如何運作？

朋輩法庭是停學、逮捕、少年法庭或其他懲罰以外的另
類選擇。當個案轉介至朋輩法庭時，該青少年原先的懲
處會一直保留，直至他能完成和符合朋輩法庭的規定為
止。假如被告未能完成這些規定，或在接受朋輩法庭計
劃時重犯過錯，個案將會發還轉介機構再作考慮，而原
先的懲處將會回復執行，有關青少年須重新接受傳統司
法程序。

三藩市的朋輩法庭是由市府資助的一項朋輩式的“修補
公義”計劃，提供擔任領袖(leadership)和另類的修補
(restorative) 機會，以代替停學(suspension) 和逮
捕(arrest)等懲處。青少年犯過者(亦稱為“被告”
(respondents))被轉介到此計劃，為他們自己的行為向
社會負責，而無須經過一般的司法程序。一般來說，青
少年犯過者是自願向朋輩法庭報到，以代替停學、逮
捕、少年法庭(juvenile court) 或其他司法懲處。朋
輩法庭不會對事件作出定罪判決。反之，過程強調認清
過錯和修補損害。
什麼是修補公義？我們為什麼要使用它？
修補公義是一項程序，向受害人、社會、犯過者和家庭
所造成的傷害進行修補。修補公義同時賦予社會重要的
角色，那就是要犯過者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和提高社區安
全。修補公義著重復修，與注重懲罰和威懾的“懲罰方
式”(punitive approach) 成為鮮明對比。
朋輩法庭能不能為案件定罪？
不能。被告在出席少年法庭前已對自己的行為承認過
錯，並願意在接受懲處過程中“修補所造成的損害”。

如何推薦志願人士為朋輩法庭服務？
我們的網頁：WWW.PEERCOURT.ORG，載有義工申請表、
訓練班消息、和其他有用資訊。同時，亦可致電
(415)865-2524 或電郵 tony@peercourt.org 與我們聯
絡。
什麼類型個案符合轉介至朋輩法庭的資格？
一般而言，初犯非暴力性輕微罪行會被轉介至少年法
庭。然而，一些案件如普通打架、攜帶仿真武器回校、
盜竊、及塗鴉等亦經常會被轉介至朋輩法庭。
學校：任何不涉及自動停學、驅逐出校或逮捕的個案均
可作轉介。
警方：任何符合官方部門指引的個案均可作轉介。

什麼人會在朋輩法庭服務？
青少年領袖經由他們學校、社區組織、朋輩或家人推
薦，可參加這項計劃和接受訓練。如希望留在計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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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以向朋輩法庭轉介個案？
透過我們在網頁(WWW.PEERCOURT.ORG)上的轉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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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校長和訓導主任、及青少年感化官均可替被
控青少年作轉介。如對個別個案是否適合轉介有疑問，
請致電(415)865-2524 或電郵 tony@peercourt.org 與
我們聯絡。

校區轉介學生到朋輩法庭程序
1. 學生犯罪。
2. 學校完成事件報告、標準停學程序等等。
3. 學校決定不進行停學處分，而將案件交由朋輩法庭
處理；條件根據手冊指引及安全考量。
4. 學校聯絡家長，得到批准，才將案件交由朋輩法庭
處理。
5. 學校完成網上轉介表格，或聯絡朋輩法庭，以取得
幫助，進行轉介。
6. 朋輩法庭計劃聯絡學校、家長、答辯人；批准轉
介。
7. 學校於家長同意披露學生記錄後，將事件報告發送
朋輩法庭。
8. 開始進行朋輩法庭程序。
9. 學生完成計劃後，得免被停學。
10. 若學沒有完成計劃，即恢復原定停學處分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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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紀律規則
a) 違規行為說明
52 至 55 頁闡明各項違規行為可導致的懲罰及／或開
除。任何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嚴重者可能被
三藩市聯合校區施予停學處分及或開除學籍。
請參閱 55、56 頁有關各項違犯第 48900 條說明。59 頁
懲罰說明表及開除說明表指出所述違犯行為對他們的影
響。

酒精及毒品
濫用：學生若被懷疑濫用酒精／藥品，應轉介到防止濫
用藥品青少年外展協調員、學校護士或學習支援專業人
士那裏接受輔導，或轉介到毒品戒除計劃事務處。
持有／服用：學生持有任何管制的物品，毒品或酒類，
吸毒器具，或服用酒類飲料或任何麻醉劑均為停學處分
根據。學生藏有受管制藥品（初次藏有一盎司以下的大
麻除外），需接受開除轉介，除非校長認為，鑒於環境
特殊，開除對學生並不適宜。
售賣：學生販售，供應，安排販賣酒精飲料，毒品，或
任何麻醉劑，或類似代用品。學生販賣受管制藥品，將
即時被轉介，接受停學及開除處分。

盜竊
盜竊意義即是以任何非法進入且行動表現有犯罪意圖，
或偷竊，甚至以手段強迫他人，並包括蓄意盜竊。

毀壞學校公物 – 塗鴉
教育委員會規定，凡學生破壞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公
物，將對該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採取法律行動。
家長忽略管教子女其懲罰輕重則按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4 條規定執行。同時，學生不得未經學校當局允准
而藏有噴霧罐或標記噴霧器。

損壞私有物╱傷害學校職員
凡學生企圖傷害任何學校人員或義務工作人員，或企圖
損壞任何人所有物，樓宇或個人私有物，校區公物，或
任何教職人員的私有物。該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應負責賠償所有損失。(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4 條)

違抗指示

凡意圖蓄意放火焚燒任何樓宇或學校周圍園地均屬違
法。學生不准攜帶火柴或打火機等回校。

所有學生應遵守規定，修讀規定必需課程及服從教師指
示 。 若 蓄 意 違 抗 學 校 當 局 人 員 ，
教師或校長等指示，足以構成懲罰或開除成因。同時在
往返學校途中，操場或休息時間等行為表現均為操行評
分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4807, 48900 條)

襲擊，毆打及威脅

爆炸性物品（包括煙花及爆竹）

襲擊 – 意圖即時用力對別人進行猛烈襲擊，造成傷
害，是法律所不容。

禁止在學校或學校活動中藏有破壞性工具、爆炸物品、
煙花或爆竹。違者需接受轉介，被罰停學或開除出校。

毆打 – 任何蓄意及非法使用武力或暴力傷害他人的行
為，即屬毆打。學生非出於自衛而對別人身體造成嚴重
傷害，將被轉介，接受開除處分，除非校長認為情況特
殊，開除處分對學生並不適宜。

勒索

縱火

學生如襲擊或毆打學校雇員，需接受轉介，接受開除處
分，除非校長認為情況特殊，開除處分對學生並不適
宜。
威脅 - 學生的行為有恐嚇性或意圖傷害他人。

欺負他人
欺負他人的行為受到禁止。欺負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透過電子儀器傳送信息，滋擾同學或學校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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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學生以不法手段強迫他人或令他人發生恐懼而同意交
出所有物者，將加以開除。

賭博
賭博是指所玩遊戲涉及金錢，禁止使用屬賭博用物或賭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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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取
仇視暴力
“仇視暴力”指基於實際或感受到的種族、宗教、族
裔、原國籍、殘障、性別、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原因，任
意行使或享受自己的權力，用暴力或威脅用暴力去蓄意
傷害、恐嚇或威脅他人，包括以破壞或毀壞別人財物去
威脅或恐嚇他們，一如上述。這條例並不適用於幼稚園
至三年級學生。

奪取指從別人擁有的情況下，或當著別人面前或在場
時，違背物主意旨，以武力或恐嚇手段取去其個人物品
(如帽子，外衣，鞋子，衣物等)。違犯者將被開除出
校，除非校長認為，鑒於環境特殊，開除出校並適當。

校舍鎖匙
凡末經學校人員允准而特有或複製校舍鎖匙將受嚴重處
分。

戲弄他人
“戲弄”指加入學生組織或團體（不管該組織或團體獲
教育機構承認與否）時/前，組織或團體所採用的入會
儀式，可能會對從前、當時或未來學生造成以下影響：
身體嚴重受傷；因丟臉或蒙受恥辱而導致身體或心靈受
傷。“戲弄”這一詞並不適用於體育活動或學校認可的
活動。

性侵犯或性暴力
性侵犯：包括以下罪行：（1）強姦（2）雞姦（3）向
14 歲以下兒童進行猥褻或淫蕩行為（4）口交（5）以武
力、威脅、恐嚇或令人感到恐懼等手段達成性交行為，
非法使別人身體受傷 (6) 以欺詐或詐騙方式使人感到
害怕，從而取得同意，對別人進行性交、口交或雞姦等
行為。

刀類利器
在學校場地或任何學校有關活動中，學生如藏有任何刀
類利器或危險物品，並且不合理地使用，將需接受轉
介，被罰開除出校，除非校長認為，鑒於環境特殊，開
除出校處分對學生並不適宜。學生如藏有短劍、匕首、
冰錐、刀（刀口長於2 ½ 吋）、折刀（可鎖定位置）、
剃刀（刀口沒有保護套），學校須報告執法機關。學生
如揮舞刀子，將被罰停學及開除出校。

性傷害：在違背被觸摸者意願下，凡觸摸別人私處以引
起性慾、性滿足或性虐待的行為，即犯了性傷害罪行。

刀類/利器不論大小，禁止帶回學校

(a)個人對上述行爲的屈服，會明顯或隱含地構成對自
己學業或成績有利的一個條件。

激光儀器
嚴禁攜帶激光儀器到學校或任何與學校有關的活動場
所。若有特殊原因持有此類儀器，必需事前取得校長或
其指派代表的書面允准證明。

真玩具槍枝，氣槍或鐵彈槍
嚴禁帶有似真玩具槍枝，氣槍，或漆彈槍到學校或任何
與學校有關的活動場所。學生如藏有這些武器者，學校
須報告執法機關。

化學噴霧劑及胡椒噴霧劑
嚴禁在校舍，校園或與學校有關之活動場所持有危害性
化學噴霧劑胡椒噴霧劑。逮反規定者，一如持有刀槍利
器，將嚴加懲罰，並可能予以開除。若學生年齡在十六
歲或以上，持有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書面授權充准者
除外。

性騷擾
性騷擾指在下述環境下，由來自教育場所的一個人或在
教育場所中的一個人所造成不受歡迎的性示好、性好處
要求，以及其他在言語、視覺或身體上本質為性的行
為：

(b)個人對上述行爲的屈服或拒絕，會被用作影響自己
學業決定的依據。
(c)述行爲會有以下目的或效應：對個人的學業成績造
成負面影響，或製造一個令個人驚恐、對個人不利或使
個人不快的教育環境。
(d)個人對上述行爲的屈服或拒絕，會被用作任何影響
自己決定的依據，使自己在學校或通過學校可得的益
處、服務、榮譽，並可參與的教育計劃和活動受影響。
上述行為必須由與受害人同一性別和具有通常判斷能力
的人作出判斷，認為嚴重或受害程度足以對個人的學業
成績造成負面影響，或製造一個令個人驚恐、對個人不
利或使個人不快的教育環境。這一段不適用於就讀幼稚
園及一至三年級學生。
侮辱不通常被應為是痛苦的欺壓。學生不可用攻擊性的
詞言毀損別人的尊嚴。所有學生均應平等待人，尊重他
人，不得故意或無意對任何人作種族、膚色、信仰、國
籍、宗教、血統、年齡、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定或殘
缺之侮辱行為。（委員會規章第 516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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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煙（煙葉製品）
嚴禁學生在學校及參加學校活動的任何時間吸用或持有
任何煙葉製品。任何教職人員或成年人在學校或出席學
校活動場所均嚴禁吸煙。學校設有戒煙計劃以便給予學
生自動推薦戒煙不會受罰的機會。詳情請向學校輔導教
師、防止吸煙青少年外展協調員、學校護士，或學生支
援服務處（電話：242-2615）查詢。

電擊槍
電擊槍是一種把貯存在槍內電流射擊在人體的攻擊器
具，由於電流刺激，人體暫時失去活動能力。在學校或
與學校有關活動場所均嚴禁持有電擊槍。學生如藏有電
擊槍，學校須報告執法機關。

恐怖威脅
恐怖威脅包括一個人所作的任何書面或口頭言論，表明
要蓄意威脅犯案，導致別人死亡、身體嚴重受傷，或財
務損失超過一千元（$1,000），意圖明確，為要使別人
將其言論當作威脅，即使沒有意圖真的實行出來，但從
言論的表面或在發出言論所處的環境，向被威脅者所傳
達的訊息豪不含糊、沒有限制、直接、明確，顯出目的
的嚴重性，並有意即時進行威脅，因此令到被威脅者為
自身安全、直系親屬安全，或為保障校區財物安全、自
己的財物安全或直系親屬財物的安全，持續感到恐懼。

偷竊
凡未經物主同意擅自取去他人所有物或學校公物。並包
括以欺詐，瞞騙或託辭等手段取用他人所有物。

恐嚇或欺負同學
嚴禁任何學生用言詞或文字恐嚇或傷害其他學生，均加
以處罰或開除。任何學生用言詞或文字侮辱其他學生，
包括族裔方面，性方面或愛好方面等等。

恐嚇學校人員
凡學生恐嚇，傷害學校人員者將依法懲罰或開除。凡在
學校或與學校有關活動場所，用言詞污辱學校人員均屬
行為不端。如學生襲擊，非禮或威脅等情形發生，學校
人員有責任向法律執行當局報告。若不提出報告則屬違
法。（加州教育則例第 44014 條）

利器
教育委員會規定，嚴禁學生在學校或學校主持活動場所
持有武器。任何人持有或出售可開合小刀者均屬有罪或
行為不檢。拔出或出示小型槍枝或任何足以致命利器以
恐嚇態度或用以與他人打架者，均犯行為不檢罪。嚴禁
暗藏或攜帶致命利器，如小彈弓，鐵拳頭，身上穿戴有
釘狀物，鐵管，球棍等等。
54

在學校場所或學校活動中，持有、售賣或提供槍枝（不
管子彈上膛與否），皆屬違法，違者將被停學及開除出
校。如學生在學校場地或學校一千英尺範圍內藏有槍
支，學校須報告執法機關。

b)紀律處分的根據 （加州教育則例第48900,
48900.2, 48900.3, 48900.4 及 48900.7條）
停學／開除是對犯規學生施行的最後一種紀律處分，在
其他矯正或解決方法無效時始執行，但當校長認為該學
生留在學校會對別人或財物有危險或影響教學，則屬例
外。
凡遵守校規學生不會無故被懲罰停學或開除。除非學生
違犯下列各項:
a.l. 構成，蓄意引起，或恐嚇而導致傷害他人身體的
行為。
a.2.蓄意對他人施用暴力，自衛者除外。
b. 持有，出售，或供應槍枝，利刀，爆炸物品或危險
性物體。除非獲得校長或其指派代表授權教師所簽
發書面允准證明，否則予以懲罰。
c. 非法持有，使用，出售，供應或服用受管制藥物、
酒類或麻醉品等。
d. 非法供應，安排或談論出售管制品，毒品或類似物
品 ， 酒 類 飲 品 或 興 奮 劑
之出售，運送或供應予人其他酒類代用品，或代替
酒精的材料，受管制的物品，酒類飲品或興奮劑
等。
e. 意圖或蓄意盜取或勒索。
f. 破壞或蓄意破壞學校公物或個人私有物。
g. 盜取或企圖盜取學校公物或他人私有物。
h. 持有或吸食煙草，或含尼古丁製品，包括（但不限
於）香煙，雪茄，袖珍雪茄，卷煙，無煙菸葉，鼻
煙，咀嚼菸葉及檳榔。學生持有上述違禁品，若為
醫生處方者，則屬例外。
i. 有褻猥行為，或經常說褻猥或粗鄙言語。
j. 非法持有，或非法供應，安排或協商出售毒品或附
屬物。
k. 擾亂學校教學活動，或特意違抗負責人員，教師，
校長，其他人員等執行職務。
l. 知情而接受他人非法得來學校公物或他人所有物。
m. 持有仿製槍枝。在此，仿製槍枝指非常似真的複製
槍枝，令人相信複製槍枝是真槍枝。
n. 進行或蓄意進行性騷擾。
o. 襲擊，威脅，或恐嚇學生申訴，該學生可能是證
人，或校區懲戒處分程序中的證人，目的在防止學
生作證人，或因該學生作證人而報復。
p. 非法供應，安排出售，談論出售，或出售處方藥物
索麻（Soma）。
q. 進行或蓄意進行戲弄他人。“戲弄”指加入學生組
織或團體（不管該組織或團體獲教育機構承認與
否）時/前，組織或團體所採用的入會儀式，可能會
對從前、當時或未來學生造成以下影響：身體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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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因丟臉或蒙受恥辱而導致身體或心靈受傷。
“戲弄”這一詞並不適用於體育活動或學校認可的
活動。
r. 進行欺負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透過電子儀器傳
送信息，明確滋擾同學或學校人員。
t. 依刑法第 31 節界定，教唆傷害或教唆意圖傷害他人
身體。此節規定下，學生可能被停學，但不會被開
除。學生如被青少年法庭裁定參與暴力罪行，教唆
嚴重傷害別人身體，因而定罪，就需接受紀律處分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a））。
.2. 進行性騷擾。此節不適用於幼稚園及小學一至三年
級學生。（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2 條）
.3. 構成，蓄意構成，恐嚇構成或參與仇視暴力行
動。此節不適用於幼稚園及小學一至三年級
學生。（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3 條）
.4. 蓄意騷擾，威脅，恐嚇一名學生或一群學生，導致
該名學生或該群學生上課學習情緒受擾亂，影響課
室秩序。此節不適用於幼稚園及小學一至三年級學
生。（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4 條）
.7. 恐嚇威脅，對學校人員或學校公物，或兩者不利。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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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停學懲罰規則及程序
停學即學生被逐出課室及驅逐離校。
任何學生若有困難問題，關注事項，或同學間有爭執，
下列建議有助於調停解決：
1. 與教師、輔導員、訓導主任或校長商議解決。
2. 若有可能，試與同學商議解決辦法。
3. 與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商討。
4. 與社區服務機構人員商討。參閱第 112 頁。
5. 若有可能，應用爭執處理方法處理。
6. 致電學生支援服務處，電話： 695-5543。
停學懲罰之權限（加州教育則例第48900(S)條）
遵守校規、行為良好學生，並不會被停學或逐出校。除
非學生違規行為涉及學校活動或上課，發生在學監或校
長的管轄範圍或校區管轄範圍內。學生任何時間違犯加
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與學校活動或上課有關，包括
（但並非只限於）下列各項：
a. 在學校內。
b. 在往返學校途中。
c. 在午餐時間，不論在校內或校外。
d. 在參加學校所主持活動場所中，或往返該活動途
中。

停學懲罰期限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0 及 48911 條）
由教師執行之停學懲罰
學生若有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中所列各項，任
何教師或代課教師， 有權在當日及翌日執行停學懲
罰。
由校長執行的停學懲罰
由校長執行的停學懲罰，每學年每宗不得超過五個連續
上課天，合共不得超過二十個上課天。
學生若由於行為不檢而轉到另一學校、職能訓練學校、
職能訓練班、補習學校、補習班以求適應，則在任何學
年，停學處分合共不得超過三十天（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3 條）。

由教師執行之停學懲罰（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0 條）
學生若有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中所列各項，任
何教師或代課教師， 有權在當日及翌日執行停學懲
罰。
教師若懲罰學生停學，應立即報告校長，同時令該生往
見校長，由校長處理。
提出懲罰的教師必須在備課時間、休息時間或放學後，
電話通知該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說明原因。同
時，教師應邀請該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出席家長教
師會議，討論有關懲罰該生事宜。
學生行為若有違抗、破壞、猥褻，或粗鄙表現，在合理
情況下，執行懲罰的老師有權要求家長／監護人／看顧
人到課室觀察。老師若要求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參觀
課室，校長需寄出書面通知，說明校方此舉是依法辦事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1 條規定）。此規定只適用於
與學生一起居住的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該教師必須確定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在課室觀察之
後，並在離校之前，與校長或其指派代表會談。若該教
師提出要求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到校會談，但該生家
長不予理會，則校長或其指派代理將與該家長／監護人
／看顧人接洽。同時，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將繼續依法追
究此事。（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l 條）

由校長執行之停學懲罰/規定之公正法律程序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1 條）
最高停學日數：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有權著令學生停學，不得上課或返
校，以五天為限。開除建議應於學生停學第五天前作
出。
非正式會議：
著令學生停學前，校長須與學生舉行非正式會議，並且
可行時，也與轉介學生到校長那裡的教師、主管或學校
雇員舉行非正式會議。在非正式會議中，須告知學生有
關著令其停學的原因和相關證據，並給予學生機會辯解
和提供證據。
緊急情況：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若認為情況緊急，可無需舉行會議
而著令學生停學。緊急情況指校長、校長指派代表或學
監認為的情況，足以對學生或學校人員的性命、安全或
健康明顯即時構成危險。若學生在沒有舉行會議前已被
罰停學，校長必須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學生有關
學生可要求舉行會議的權利，以及有關學生有權回校出
席會議。會議必須於兩個上課天內舉行，除非學生放棄
這個權利，或因坐監或住院緣故，不能親身出席會議，
那麼就需在學生身體狀況許可情況下回到學校後，儘快
舉行會議。
停學通知：
學生被停學時，學校雇員必須做出適當努力，親身或致
電聯絡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若不能聯絡上家長/監護人/
看顧人，學生就必須留在學校，直至聯絡上家長/監護
人/看顧人時為止或下課時為止。無論何時停止學生上
課，學校都須書面通知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
會議：
家長/監護人收到學校官員邀請，要求其出席有關子女
行為的會議後，需立即作出回應。倘若學生的家長/監
護人沒有出席會議與學校官員會面，學校不可對學生施
加懲罰，也不得以學生家長/監護人出席會議作為決定
學生恢復上課的條件。
停學等待開除出校：
若涉及開除出校或停學（在補習學校發生且持續至學期
餘下時間）的案子在處理中，學監或其指派代表可延長
停學時間，以待教委員就這行動作出最後決定。然而，
延長停學時間以等待教委會就開除出校作出決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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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述情況下才可獲批准：就是學監或其指派代表（學
生支援服務處），於學生家長/監護人應邀出席會議
後，認為學生的出現會危害他人或財物，或會妨礙授課
進行。
家課/作業：
被停學學生的老師可要求被停學的學生補做停學期間所
缺的作業或測驗。（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3 條）
社區服務：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可要求學生於非上課時間做社區服務
（校內或校外）。若在校外，則須得到學生家長/監護
人書面批准。“社區服務”可包括，但不限於，戶外美
化、社區或校園優化，以及教師、朋輩或青少年輔助計
劃。根據第 48915 條規定，若學生已被停學等待開除出
校，本段則不適用。

特殊教育學生
請參閱“特殊教育學生停學及開除程序”部分，第61
頁。

中小學生之停學懲罰
幼稚園至五年級：
校長將與小學部管理事務處人員，根據州授權法令規
定，及教育委員會政策，決定對該生執行懲罰。
六至十二年級：
六至十二年級學生，凡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所
列項目而被懲罰連續兩天以上者，除提議開除的學生
外，停學期間內，應暫時送到學生支援服務處輔導中心
學習。（行政規定第 5113.2 條）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要求舉行會議
討論學生之停學懲罰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4 條，停學懲罰若是由校長根
據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而執行，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可要求舉行會議，討論：
1. 停學理由，
2. 停學懲罰持續時間，
3. 涉及學校／校區政策事宜，及
4. 其他與停學懲罰有關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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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除聆訊程序
d)開除條例及程序: 開除流程(州教育則例第48915
條)
硬性規定之停學及開除轉介
加州教育則例規定，任何學生如違犯下列罪行，學校需
立即執行停學懲罰。
持有，出售或供應鎗砲; – 48915 (c)(1)
揮動小刀利器威脅他人 – 48915 (c)(2)

A. 聆訊日期：校長或學監以該學生的違法行為決定必
須開除，應在上課天計算 30 天內舉行開除聆訊。
1.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若提出書面通知，學生、家
長／監護人／看顧人准予推延聆訊會議一次，但不
能超過 30 天。
2. 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對第二次的通知仍不回
應，則不論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是否出
席，依期舉行審訊會議。

非法出售管制藥品 – 48915 (c)(3)
性侵犯或非禮的行為 – 48915 (c)(4) & 48900 (n)
藏有爆炸品 – 48915 (c)(5)
如發現學生犯了以上任何一項，教委會需下令開除該學
生一年（由開除日期起計）。

B.

聆訊通知：需於舉行聆訊日期前（至少十個日曆
日）給學生書面通知。
通知將包括:
1. 聆訊日期及地點。
2. 述明該事件的實情及執行開除的理由。
3. 與該學生違犯有關的校區記錄規章影印本一份。

硬性規定之開除轉介（除非校長認為不適宜）加州教育
則例規定，學生如有以下違規行為，必須被轉介接受開
除處分，除非校長認為情況特殊，開除處分對學生並不
適宜：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自衛者除外 – 48915 (a)(1)
沒有合理原因持有利刀或其他危險物品 – 48915
(a)(2).
非法藏有任何受管制藥品（初犯藏有不多於一盎司大
麻者除外）– 48915 (a)(3).
奪政或勒索 – 48915 (a)(4) & 48900 (e).
攻擊或毆打學校職員 – 48915 (a)(5).
學生因違犯以上一項而被開除的決定，必須以下列一
項或兩項為根據：
1. 其他矯正的方法不可行或不能奏效，沒法令學生
的行為恢復正常；或
2. 由於行為的本質，學生的出現會對同學或其他人
的身體安全持續構成危險。
自由裁量進行的開除轉介
違規行為若涉及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48900.2、
48900.3、 48900.4、 48900.7 條所列的其他罪行，則
校長可自由裁量，作出開除轉介（罪行完整名單見本
手冊第 55-56 頁）。
學生因違犯以上一項而被開除的決定，必須以下列一
項或兩項為根據：
1. 其他矯正的方法不可行或不能奏效，沒法令學生的行
為恢復正常；或
2. 由於行為的本質，學生的出現會對同學或其他人的身
體安全持續構成危險。

4. 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有權選擇親自或請代
表或請律師代表。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可指派代表（親友或社區機
構人員）出席聆訊作辯護。
5. 有機會查閱及獲得所有將在聆訊時應用的文件影印
本一份。
6. 可對質及質問所有出席聆訊的證人，及質問所呈堂
作證的所有證件。
7. 學生可用口述或書面作證，包括出席的證人。
8. 通知學生及家長/監護人，讓他們知道，根據加州
教育則例第 48915.1(b)條規定，自己有責任通知將
來的校區有關開除事。
C. 開除聆訊完成後：
1. 經行政小組判決開除後，學生，家長／監護人／看
顧人應根據上課天計算三天內獲通知。
2. 若聆訊結果決定該學生不必開除，該案件即終止進
行，同時該學生將立即恢復及允准回校照常上課，
接受其他任何學習課程、復康課程或兩者組合的課
程。若要在這些課程以外再附加一科以上課程，必
須由學監或學監代表經咨詢校區人員及學生家長／
監護人／看顧人後，作出決定。不開除決定一經作
出，不得更改。
3. 行政小組若建議開除此學生，該學生將收到通知，
即時被編派到縣社區學校或其他適合課程，同時學
監及教育委員會也收到有關通知。
4. 學生因犯事而被開除出校後四十個上課天內，教育
委員會需根據行政小組的建議，裁決是否開除學
生，除非學生書面請求教育委員會延遲作出裁決。
5. 若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想於行政小組作出最
後裁決前在教委會發言，可在教育委員會閉門會議
的公眾發言時間進行。閉門會議於每月第二或第四
星期二的例會對上的星期四舉行。在閉門會議中，
教育委員會將不會進行重新聆訊，而只會詢問學生
不應被開除的原因或是否有任何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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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對教育委員會所頒開除令的上訴
權
若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不同意教育委員會的裁
決，可向上訴複核委員會上訴。
程序

欲知更多有關上訴/複核程序，請聯絡：
Kevin Truitt
Associate Superintendent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Department
電話：522-6739

A.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必須於教委會表决通過
開除後 30 個日曆日內，填妥上訴通知/複核聆訊表
格，然後親身遞交、郵寄或傳真給校區，詳情如
下：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555 Franklin Street, Thir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2
Attn: Kevin Truitt,
Associate Superintendent,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Department
電話: (415) 522-6739
傳真: (415) 241-6012
B. 收到上訴通知/複核聆訊表格後，學生支援部高級助
理學監需於聆訊日前至少 10 個日曆日內，書面通知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有關聆訊日期、時間及地點，
而聆訊則將於收到上訴通知/複核聆訊表格後 20 個
上課天內舉行。
C.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需在提交上訴通知/複核聆訊當
日或之前，以書面形式，向學生支援服務處高級行
政 主 任 （ 地 址 ： 555 Portola Drive, San
Francisco, CA 94131）申請在開除聆訊時所呈交的
成績記錄單和輔助文件。只有那些在開除聆訊時實
際採用和呈交的文件才會轉交上訴/複核委員會複
核。

上訴/複核委員會複核上訴範圍
上訴/複核委員會複核上訴範圍只限於以下各項：
A. 行政聆訊小組所作是否超越其權限。
B. 在行政聆訊小組面前舉行的聆訊是否公平。
聆訊中是否存有偏見，濫用自由裁量權。
在上訴/複核委員會面前舉行的聆訊，期間有關證據，
是否雖經積極努力，仍未能提供，或不適當地不加應
用。
查詢上訴/複核過程及程序詳情，請聯絡學生支援服務
處 高 級 助 理 學 監 Kevin Truitt ， 電 話 ： (415) 5226739，傳真：(415) 241-6012。

開除後重返學校就讀手續
A. 由教育委員會判決開除的學生，可在指定期限
滿後由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學生支援服務
處人員舉行重返校區學校就讀的會議。
B. 教育委員會有關重返校區復學程序的規則及規
定，可能包括學生復學計劃，包括推薦輔導服
務，就業、社區服務計劃等。在這計劃下，該
學生的進展情況受評估時，教育委員會可能決
定不接納該學生重返校區復學。

D. 上訴/複核委員會需作出建議性決定，並需於聆聽上
訴後三個上課天內將建議和記錄提交教育委員會。
教育委員會需於收到上訴/複核委員會的建議性決定
和記錄後十個上課天內，複核那建議性決定，並作
出最後指示，以派人遞交或掛號郵寄方式通知家長/
監護人/看顧人。

e)特殊教育學生之停學及開除懲罰程序

停學
一般來說，學校官員如何懲罰普通教育學生停學，可用
同樣程序懲罰符合特殊教育資格學生停學。適用於全體
學生的懲罰標準同樣適用於特殊教育學生，特殊教育學
生並不能豁免。
特殊教育學生若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48900 條（a）至
60

（q），（s）項，第48900.2、48900.3、48900.4 或
48900.7 條，可接受停學懲罰不超過連續十個上課天。
同理，學生在慣常的連串較短期停學中，被罰停學不得
累積超過十個上課天。（基本上由類似行為導致的停學
處分會構成一個模式。）（聯邦法規34 § 300.536
(2006)）停學連續或累積十個上課天或以下，則不需決
定違規行為與身心障礙有沒有因果關係（聯邦法規34
及300.530(e) (2006)）。停學超過十個上課天，或在
慣常的連串較短期的停學中，停學累積超過十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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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則需決定違規行為與身心障礙有沒有因果關係（聯
邦法規34 及300.530(e) (2006)）。

開除
特殊教育學生若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48900 條（a）至
（q），（s）項，第48900.2、48900.3、48900.4 或
48900.7 條，可被開除，條件是：檢討違規行為與身心
障礙有沒有因果關係後，得出的結論必須是沒有（聯邦
法規34及300.530(c) (2006)）。
學生的行為若是由以下其中一項引起，則其行為是與身
心障礙有關：
1. 由自己的身心障礙觸發，或與自己的身心障礙有直
接和實質關係，或
2. 校區沒有實施個別教育計劃

若學生的違規行為涉及藏毒或藏有武器，或根據法律定
義，對別人身體造成嚴重傷害，則校區可單方面對學生
作出臨時安置，為期四十五天，不管其違規行為與身心
障 礙 有 沒 有 因 果 關 係 （ 聯 邦 法 規 34 及 300.530(g)
(2006)）。
除非已進行以下程序，否則不會就個別有特殊需要的學
生舉行開除聆訊：
1. 已檢討違規行為與身心障礙有沒有因果關係，而得
出的結論是沒有。
2. 公正法律程序及上訴程序（若已開始）已完成。
請參閱三藩市聯合校區特殊教育家長手冊。

聯邦法規 34 及 300.530(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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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生入學程序
本學生手冊於2010年夏季出版時，校區新派位政策
正值最後完成階段。因此，在“學生入學程序”
段落內有關資料或仍需改動。
欲獲取最新及詳盡的校區入學資料，例如派位選擇
及程序等，請參閱三藩市聯合校區2011-2012年學
生入學指南，或在2010年9月後登上校區網頁：
www.sfusd.edu ， 參 考 有 關 學 生 入 學 一 欄 上 之 資
料。

a) 入學程序
學生入學事務處(EPC)是進入校區接受教育的首站，該
處的派位輔導員會全程幫助各位辦理學生入學手續，無
論你的孩子是校區的新生或舊生。
學生入學事務處也提供語文評估及成績（在外國取得）
評審服務，且全年辦公。
我們的辦公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半；地址是：
Franklin 街 555 號一樓 100 室，電話：(415) 2416085。
遞交申請表時所需證明文件
新生遞交入學申請表時，需提供以下文件正本：
A. 家長/監護人身份證（需附有照片）
B. 出生證明：包括出生證明書、護照或正式醫院記
錄。若文件沒有家長/監護人姓名，則需進一步提
供監護人證明。
C. 兩(2)種含有家長/監護人姓名及地址的住址證明。
以下任何兩（2）種文件的正本（需於 45 天內發
出）均有效：
• 一至兩（1-2）種公用事業帳單，例如：PG&E
煤電費單、水費單、有線電視帳單或垃圾費
單。手機帳單不獲接受。
• 汽車登記證及汽車保單。
• 屋主或租客保單。
• 由福利部或其他政府機關發出的信函。
• 地契、產權或附有業主證明的租約。
已在校區就學的學生，若最近搬遷，亦需同樣提供兩項
地址證明。
防疫注射
凡十八歲以下學生，必須接受防疫注射，預防一些傳染
病。防疫注射記錄須於入學前交給學校，除非已獲豁免
(保健安全法令第 120335, 120340, 120345, 120365,
120375 條規定)。
請參閱 132 頁“入學防疫注射須知指引”。
學生若在指定期內不遞交免疫注射證明，不得入學，除
非已獲准豁免（保健安全法令第 3385, 3386, 338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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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請參閲第 63 及第 66 頁有關寄養青少年的例外
情況。

肺結核皮下試驗
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規定，學生需備有入學前 12
個月所接受的肺結核皮下試驗，除非已獲准豁免（決議
案第 44-23-S-p3 號規定），或有醫療檢驗人員的簽
名，證明沒有肺結核風險因素。若結果呈陽性反應，學
生須照 X 光。

幼稚園及一年級學生健康檢查
凡入學就讀的兒童，必須完成身體檢查。幼稚園生必須
於入學同一年 3 月 1 日之後完成身體檢查，一年級生則
必須於入學前 18 個月內完成身體檢查。如缺乏身體檢
查證明，將不能入學。學校健康表格可於學生支援服務
處網址 www.healthiersf.org 下載，另請參閱本手冊附
錄 131 頁。

防疫注射和健康檢查資源
下列公共健康診所及廉價/免費診所提供防疫注射、肺
結核皮下試驗和健康檢查：
Castro/Mission Health Center
3850 - 17th Street at Noe & Sanchez
934-7700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Street above Broadway Tunnel 364-7600
Hip Hop to Health Teen Clinic
446 Randolph Street
337-4719
Maxine Hall Health Center
1301 Pierce Street at Ellis
292-1300
Mission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
240 Shotwell
522-3870
Native American Health Center
160 Capp Street
621-8051
Northeast Medical Services
1520 Stockton Street
391-9686
Ocean-Park Health Center
1351 - 24th Avenue at Irving & Judah
682-1900
Potrero Hill Health Center
1050 Wisconsin Street
648-3022
St. Anthony’s Clinic
105 Golden Gate Avenue
241-8320
SF General Hospital Children’s Health Center
1001 Potrero Avenue, 6th Floor
206-8376
SF General Hospital Family Health Center
995 Potrero
206-5252
Silver Ave. Family Health Center
1525 Silver Avenue at San Bruno
657-1700
South East Health Center
2401 Keith Street at Armstrong & Carroll
67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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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寄養青少年之入學申請與權利
奉少年法庭令被安置於家庭以外居所的兒童，若想報讀
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可在辦公時間内，隨時到以下地
點報名。
•

獲安排就讀普通教育及特殊教材專家計劃之學生，
不用預約，可向學生入學事務處報名，地址：
Franklin 街 555 號 100 室 ， 聯 絡 電 話 ： 2416085。

•

獲安排就讀特別日班、融合計劃、日間治療班或非
公立學校之學生，將按指示，前往學生入學事務處
特殊教育派位組辦理派位事宜。特殊教育派位組聯
絡電話：355-6995。

•

獲派接受另類教育（即高中補習學校、自學、法庭
或社區學校）的學生，需往學生支援服務處報名，
地 址 ： Portola 道 555 號 ， 聯 絡 電 話 ： 6955543。

寄養孩子入學程序圖
請參考90頁，了解寄養孩子入讀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所
需文件及/要求之有關詳情。
如你有任何關於學生入學上的疑問，這程序圖有聯絡人
資料供大家查詢。

AB490 法案
有關撫養及監護未成年人的教育問題，AB490 法案對有
關人士的責任與權利作出了若干規管。AB 490 法案主要
規定如下：
穩定學校環境
• 縣派位機關在派位決策過程中，需考慮寄養兒童的
就學區，務求該兒童能在穩定的學校環境中學習。
• 寄養兒童即使沒有通常所需的學校記錄、防疫注射
記錄或校服，校區也須即時批准該兒童入學。
• 寄養兒童的學校安排若有變動，也當獲准留在原
校，直至學年結束，目的是讓該兒童能獲得穩定的
學校環境，因為穩定的學校環境對兒童有莫大益
處。
• 寄養兒童有權留在原校就讀，直至學校安置爭議得
到解決為止。
• 地方教育機構需指派一位職員領養照護教育聯絡
員，確保寄養青少年的課程安置、入學、轉校得到
適當。
• 需為寄養青少年考慮一所綜合公校作為學校安置的
第一選擇。

寄養孩子，即使不能出示入學所需一般文件或衣服（例
如：從前的成績記錄、醫療記錄、住址證明、其他證明
文件或校服），校區也需即時接納其入學。為確保學生
獲得安置到適當學校，學生入學時宜提供所有相關文
件。

及時移交學生記錄
•
地方教育機關及縣的社工及感化官須共同負起責
任，使學生能及時轉校過程順利，並及時將學生記
錄移交。
• 規定地方教育機關收到接收學校轉校申請後兩天
內，需將學生的教育資料及記錄送交該校。

為了孩子利益起見，若寄養孩子轉換寄養居住地點，他
/她仍可留在該學年正就讀之學校讀書。有關學生須向學
生入學事務處提交更改住址表格一份，同時於就讀學校
更新緊急事故聯絡卡上資料 。若新的寄養居住地點並非
在本市內，有關學生無須在該學年即時申請跨校區轉校
許可證。

保障學生的分數及學分
•
要求校區承認學生在就讀公校、少年法庭學校或非
公校、無宗派學校時所圓滿完成的作業（全部或部
分）及計算所得學分。
• 確保寄養青少年在安置改變、出庭或參與法庭命令
有關活動而缺席時，不會受懲罰。

如欲查詢更多有關寄養青少年資源的資料（包括免費補
習），請聯絡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寄養青少
年 服 務 協 調 員 Maya Webb ， 電 話 ： 242-2615 ， 内 線
3310 ； 電 郵 ： webbm1@sfusd.edu. 或 瀏 覽 網 頁 ：
www.healthiersf.org/fys。
三藩市人民服務局(HSA)教育聯絡員是 Gloria AnthonyOliver 電 話 : 557-5305 ； 電 郵 ： Gloria.AnthonyOliver@sfgov.org。

z
欲知更多有關 AB490 法案的角色和責任，請參閱 San
Francisco County AB490 Interagency and Community
Agreement, 網址如下：
www.healthiersf.org/fys/Resources/caregiver.cfm#rights

三藩市聯合校區有關寄養青少年的表格（例如入學申請
程序表格、安置/變遷表格）可於學生支援服務處網頁
www.healthiersf.org 下載，另請參考本手冊附錄 E。

穩定學校環境，增加社區支援: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社區”
寄養/領養我們三藩市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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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明，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若有固定居所和得
到 別 人 支 持， 他 們 在 學校 將 會 有 更好 表 現。 因
此，三藩市聯合校區及其夥伴機構發起了“我們的
孩子, 我們的社區” 寄養/領養我們三藩市的孩子活
動。
你的愛心可容納多一個人嗎?三藩市寄養孩子(SF
Foster Youth) 十分需要導師、短期照顧人士、
寄養及領養父母的幫忙。
如你有志成為寄養孩子的長期支持力量，請聯絡寄
養孩子服務辦事處(Foster Youth Services) ，
電 話 ： (415) 242-2615 ； 或 瀏 覽 以 下 網 站 ：
www.healthiersf.org/FYS。
我們會在10月13日(三)下午5:30-7:30於三藩市聯
合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地址：1515 Quintara)舉
行迎新活動。

教育決定權利
家長有權為孩子教育下決定，除非以下情況，例如孩子
正受合法監護、孩子離家出走後獲領養(父母終止撫養
權)，或少年法庭判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決定權無效。當
法庭剝奪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決定權後，法庭必須委任一
位負責的成年人擔起孩子在教育決定方面之責任。若法
庭在剝奪父母/監護人對孩子的教育決定權後無法找得他
人代為處理，法庭會把個案轉交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育代
理統籌員，由統籌員為學生尋覓一位理想的代理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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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而是要返回他/她家庭現時暫住地區內
的學校就讀。

c) 變遷家庭兒童(無家可歸兒童)的入學方
法及權利
McKinney－Vento 無家可歸援助法案
McKinney－Vento 無家可歸援助法案的成立目的是消除
變遷家庭兒童(無家可歸兒童)在入學、考勤及在校爭取
成功時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礙。
無家可歸兒童定義
學生若缺乏固定、恆常及可在晚上有足夠時間棲息的住
所，均可被視為無家可歸兒童。此外，定義還包括：
A. 凡居住在庇護所、單房旅舍、過渡性房舍、街頭、
汽車、被棄置的建築物，及其他不適合留宿的住所
的兒童及青少年都被視為無家可歸者。

派位
學校須立即替無家可歸學生辦理入學手續(縱然缺少下
列文件) ：
z

學業紀錄

z

住址証明

z

醫療紀錄

z

防疫注射紀錄*

*30 天寬免期(防疫注射紀錄)

B. 居於汽車、公園、被棄置的建築物，及其他不適合
留宿的住所的兒童及青少年都被視為無家可歸者。

首次報讀三藩市聯合校區學校的變遷家庭兒童(無家可
歸兒童)，可往學生入學事務處報名，地址： Franklin
街 555 號 100 室，電話：241-6085 或 241-6136。

C. 暫住於拖車營地或露營營地的兒童均被視為無家可
歸者。

爭端解決程序

D. 與親友同住的兒童及青少年：凡因為找不到住所或
負擔不起住房而與親友同住的兒童均被視為無家可
歸者。

地方教育機關必須確保每名無家可歸兒童及青少年有同
等機會接受相同、免費和適當的公立教育，包括公立學
前教育。以下是解決爭端的説明：

E. 住院兒童及青少年：可出院但遭父母遺棄而需繼續
住院的兒童被視為無家可歸者。

z

選校或申請入學時若有爭端，所選學校必須先
讓無家可歸兒童或青少年馬上入學，然後解決
爭端（公法第 107-110 節、第 722
(g)(3)(E)(iv)條）。“入學”一詞意指“在校
上課及充分參與學校活動。”

z

學校必須儘快轉介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至校區
聯絡員處，以便可以儘早展開爭端解決程序。
校區聯絡員也必須以同樣程序幫助孤身青少
年。

z

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孤身青少年若不滿所得學
校選擇或學校派位，可透過書面解釋有何不
滿，並有權提出上訴（根據公法第 107-110
節、第 722(g)(3)(E) (ii)條） 。有關書面解
釋必須完整、簡潔和清楚，並以有關家長、監
護人或孤身青少年能看得懂的語言來書寫。

z

關於選校或入學的裁決，校方必須向家長、監
護人或孤身青少年以書面敘明理由。

z

若爭端未能在校區層面獲解決或在上訴中，校
區聯絡員須將所有書面文件交縣教育辦事處
(COE)無家可歸事務聯絡員處理。COE 聯絡員屬
學生支援服務部高級執行主任之職。COE 聯絡
員會審視所有收到之文件，並在收到文件後 5
個工作天内得出學校選擇或學校派位的決定。
之後，高級執行主任會通知校區聯絡員及有關
家長。

z

若爭端依然未獲解決，學生支援服務部高級執
行主任則會將所有文件呈交加州無家可歸者協
調員。在審閱地方教育機關、COE 聯絡員及有

F. 孤身青少年：父母或監護人不愿收留在家中的兒
童，若留宿於街頭、庇護所或其他過渡性或不適合
居住的地方，都被視爲無家可歸者。
G. 寄養兒童及青少年：一般而言，居於寄養家庭的兒
童並非無家可歸者，但兒童若因父母無棲身之所而
被安置於寄養家庭，則被視為無家可歸者。此外，
兒童若因等待寄養或被疏忽照顧，別無其他地方可
住，需住於緊急庇護所或過渡性收容所，也被視為
無家可歸者，直至獲得安置爲止。
H. 被監禁的兒童及青少年：被監禁和受州政府看管的
兒童，若無地方居住，都被視為無家可歸者。
I. 離家出走兒童：凡離家出走，留宿於離家出走庇護
所、街頭、被棄置的建築物，或其他不適合居住地
方的兒童，即使父母願意收留他們，也被視爲無家
可歸者。

學校選擇 /學生權益
無家可歸兒童有權在最後一所曾就讀的學校繼續就讀
(如可能)，或有權在其家庭暫時居住地方的就學區學校
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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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學生可在無家可歸情況下留在自己所選學校一
直就讀。該學校會被視為學生的原有學校。

z

若學生家庭獲得永久居所，學生可留在現時學
校繼續就讀，直至該學年完結為止。

z

若無家可歸兒童現時並非在居所就學區內學校
就讀，他/她將不可入讀/升讀該就學區內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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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家長的一切文件資料後，加州教育部會在收
到文件後 10 個工作天內正式通知有關家長他們
最終可獲的學校選擇或學校派位。你可與加州
無家可歸者協調員 Leanne Wheeler 聯絡，電
話：(916) 319-0383 或電郵：
lwheeler@cde.ca.gov。
z

服務

z

每日學生上學所需公車月票

z

書包及文具

z

校服

z

補習服務

請聯絡變遷家庭與青少年計劃聯絡員(電話：2422615)，申請有關服務。

d) 加州英語發展測驗(CELDT)
加州及聯邦法例規定各校區需為(A)所有新註冊入學而
母語非英語的學生及(B)被鑑定為英語學習生的學生進
行一次州規模的語文能力測驗。
在加州公校舉行的語文能力測驗稱為加州英語發展測驗
(CELDT)。加州英語發展測驗目標有三：1)鑑別出英語
能力有限的學生；2)確定英語能力有限學生的英語程
度；和 3) 評估英語能力有限學生在英語“聽、講、
讀、寫”四方面的能力。
所有首次註冊入讀加州學校的幼稚園至十二年級學生，
假如他們在家庭語言調查表上顯示家庭語言並非英語，
就必須在註冊後 30 天內接受加州英語發展測驗，以決
定是否屬英語學習生的身分。家長或監護人在入學申請
時必須填寫家庭語言調查表。英語學習生須每年參加加
州英語發展測驗以便校區繼續評估他們的英語水平，直
至他們被鑑定為英語流利生(RFEP)為止。

e) 轉校/ 更改課程
資格
學年期間轉校對學生及各校造成不便，故一般不被接
納。只有在下列情況，學生於九月開學後轉校可能獲批
准︰

要。學生入學事務處或會把特殊教育學生家長/監護人轉
介學生個別教育計劃小組。(參考下面 “個別教育計劃小
組同意轉介” 部分) 。
家長/監護人可基於地址更改理由提出轉校申請，申請人
必須填寫一份轉校申請表，並把它交回學生入學事務處
（EPC） 地址︰Franklin 街 555 號 100 室，電話︰2416085。遞交地址更改表格時，必須同時提供家長/監護人
有照片的身份證及兩份新住址證明。這兩份住址證明必
須是最近的，並且印有家長/監護人的姓名及地址。以下
任何兩種證明文件皆可接受︰水電費單（日期必須是 45
天內）、最近汽車保單及車輛登記證明、業主或租客保
單、物業稅單、現時租約，或 45 天內由政府機關(如：
社會服務機構)發給家長/監護人之公函。任何遲於 4 月
15 日之轉校申請將不獲批准。

2. 紀律處分
學生在完成開除聆訊或輔導會議程序後可透過學生服務
辦事處轉校。若因開除聆訊或輔導會議決定而透過學生
服務辦事處轉校的學生屬特殊教育學生，學生服務辦事
處及開除學生之學校必須把有關學生現有個別教育計劃
（IEP）資料傳真至學生轉讀之學校，同時把他/她的所
有學業記錄馬上交到新校。如有需要，開除學生之學校
須於 30 天內與學生轉讀之學校一起進行一次個別教育
計劃會議。

3. 安全考量
家長/監護人若基於學生安全考量而申請轉校，必須經由
學校提出有關申請。申請人必須提交學生福利、學業轉
介與過渡服務表格，同時附上一份證明安全問題的警察
報告及任何有助申請的學校證明文件。填妥的表格須交
學校，再由學校轉交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服務辦事處，
地址︰Portola 路 555 號，電話：695-5543。學生服
務辦事處會決定與學生安全有關之轉校申請是否恰當和
合理，一經批核，學生會被安排到一所仍有學位/課程空
缺的學校就讀。若學生屬特殊教育學生，學生服務辦事
處會把家長/監護人轉介到有關學生的個別教育計劃小組
(請參考下面 “個別教育計劃小組同意轉介” 部分) 。

1.

地址更改

4. 個別教育計劃小組同意轉介(特殊教育)

2.

紀律處分

3.

安全考量

特殊教育學生派位必須經個別教育計劃之檢討過程。特
殊教育學生在開學後轉校，只要個別教育計劃小組認為
有關轉校申請恰當和合理。若家長/監護人有意為有特殊
需要之子女申請轉校，他們必須透過子女老師向有關方
面召開一次個別教育計劃小組會議。負責老師須回應有
關要求，在 30 天內召開有關會議，並聯絡他們學校的
特殊教育服務的資源專科教師，尋求協助。

4. 個別教育計劃小組同意特殊教育學生轉介

1. 地址更改
家長/監護人若搬遷到三藩市另一地區居住，想幫其子女
轉往一間較近居所的學校就讀，而該校又有學位/課程空
缺，則可以辦理轉校。若學生屬特殊教育學生，則要視
乎學校是否能滿足該生個別教育計劃內所列各項特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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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轉介

跨校區轉校許可證

更改課程 (語言沉浸及雙語文課程) 家長/監護人若想為
子女更改現時就讀語言課程（例如從西班牙雙語文課程
轉為普通教育課程），必須向學生入學事務處提交申請
表。學生入學事務處職員會根據學位/課程空缺、學生年
級、學生語言能力及/或需要來審批申請。

非三藩市居民學生可報讀三藩市公校，但其家長/合法
監護人現時所居住城市的公立校區需與三藩市聯合校區
達成特別協議（加州教育則例第 46600 及 48204 條規
定），發出跨校區轉校許可證。跨校區轉校許可證可從
所居住城市的校區獲取，並需得到雙方校區的批准。

家長/監護人若基於更改課程需要(語言沉浸課程及雙語
文課程)而申請轉校，必須填妥轉校申請表，然後交學
生入學事務處， 地址︰Franklin 街 555 號 100 室，電
話︰241-6085。

學生家長或合法監護人若於三藩市以外（約 100 哩）居
住，即使學生現與看顧人一起居住於三藩市，也必須取
得跨校區轉校許可證。許可證有效期一年，每學年須有
一張存檔。

緩刑學生轉介

跨校區轉校許可證批准與否，需視所要求學校的年級有
沒有空位而定。學生的行為、學習進度及／或出席率若
不能達到校區標準，校區有權撤消學生的跨校區轉校許
可證。

由青少年緩刑部填寫 “學生入學派位或轉校申請表，然
後送交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服務辦事處負責計劃主任
(地址︰Portola 路 555 號) 。若緩刑學生屬無家可歸青少
年(寄養青少年)，則入學申請可直接交學生入學事務
處。

轉校程序
三藩市聯合校區內任何轉校事宜不經學校進行，一切涉
及特殊教育學生、更改課程、跨校區就讀或更改地址之
轉校申請需由學生入學事務處處理。

於三藩市公校註冊的學生若在學年期間搬遷到校區以外
的地方居住，學生可在所註冊的學校繼續讀完該學年，
但其家長／監護人需立即通知校區，並且需從新搬到城
市的校區獲取跨校區轉校許可證。，
校區人員若發現學生違犯上述居址規定，校區將會採取
適當行動，包括要求學生立即離開學校。此外，校區若
因調查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的居址而需要支付調查
費，校區可向非居民學生家長索償這些費用。

基於學生安全考量或紀律問題之轉校申請會交由三藩市
聯合校區學生支緩服務部決定，並由學生入學事務處輸
入學生資訊系統。

g) 被其他校區開除而轉讀本校區的學生（加州教
育則例第48915.1條）

f) 學生住址規定

學生在其他校區曾違犯校規，危害其他學生或校區人
員，經審訊裁判罰停學期間，三藩市聯合校區可拒絕其
申請：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15a 及 48915c

本學生手冊於2010年夏季出版時，校區新派位政策
正值最後完成階段。因此，在“學生住址規定”
段落內有關資料或仍需改動。
欲獲取最新及詳盡的校區入學資料，例如派位選擇
及程序等，請參閱三藩市聯合校區2011-2012年學
生入學指南，或在2010年9月後登上校區網頁：
www.sfusd.edu ， 參 考 有 關 學 生 入 學 一 欄 上 之 資
料。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00 條，兒童若有家長／監護人
／看顧人居住三藩市校區範圍內，可入讀三藩市公校。
校區明白，我們的學生生活於一個流動性的社會，居住
安排林林總總。因此，在一些情況下，例如家長入獄或
住院，或家長／監護人住在外州，或居處離開三藩市一
百多哩，校區政策容許學童入讀三藩市公校，只要該學
童的看顧人住在校區範圍內。但是，該學童若只為能入
讀某校而居於看顧人處，而不與家長／監護人居住，一
經校區人員發現後其入學申請將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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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嚴重傷害他人軀體。出於自衛者除外。
在學校或校外活動場所持有任何利刀，爆
炸物品或其他危險物品。
3. 非法藏有任何受管制藥物。
4. 奪取或勒索。
5. 恐嚇或傷害學校人員。
6. 擁有，販賣或供應武器。
7. 向別人揮出利刀。
8. 非法出售受管制藥物。
9. 進行或企圖進行性攻擊。
10. 藏有爆炸物品。
凡學生由其他校區開除轉來，必須提交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生支援服務處有關該生開除細節（學校校長需轉介家
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學生往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
三藩市聯合校區審訊組將加以審問，以決定該生是否會
繼續對其他學生或校區人員有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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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上學選擇
另類學校及教育計劃
州法律授權所有校區提供另類學校。加州教育則例第
58500 節將另類學校定義為一所學校或學校内不同的班
學習小組，其運作方式為達到以下目的：
(1) 為學生提供各種機會，使他們能以積極培養自
立、進取、仁愛 、自發、才略、勇氣、創新、
責任及喜樂等美德。
(2) 認定學生有學習意欲，學習就發揮最大效果。
(3) 維持學生主動自發的學習精神，並鼓勵學生追
求自己的興趣。學生的興趣（部分或全部）可
由學生向其教師講解選擇學習項目時引發出
來。
(4) 不斷和不停提供各種機會，讓教師、家長及學
生合作，共同制定學習程序和學習題材。
(5) 為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各種機會，使他們能
對千變萬化的世界（包括但不限於學校所在的
社區）不斷作出回應。
縣學監及校區中央辦公室需備有本法律的副本，供對另
類學校感興趣的家長、學生或教師查詢詳情。本法律特
別授權感興趣的人士要求校區教委會在每個地區設立另
類學校計劃。
以下是可供選擇就讀的另類學校：
獨立高中位於 3045 Santiago Street，反映三藩市的豐
富文化及多元化的人口結構。學校為已取得至少 60 學
分的學生提供另類教育機會。但學校也可作出一些調
整，收容 9 年級的學生。若能於一年內能畢業的學生將
獲得優先。學生可獨自學習，以獲得高中畢業文憑為目
標繼續接受中學教育。學生需要每週上課一次，每次一
小時，學生與教師／輔導員一對一方式進行教學。（9
年級的學生則需要每天上課）。設立計劃的目的是為了
滿足特別學生的需要。通常這些學生因需要全職或半職
工作、照顧子女、參與職業訓練（例如：芭蕾舞訓
練），或遇到其他情況而不能每天上學。

也可報名就讀。學生需每天上課，全日學習；但因需要
完成額外的作業，故獲得機會，以加快的步伐修取高中
學 分 。 學 生 可 透 過 學 生 支 援 服 務 處 （ 地 址 ： 555
Portola Drive, Bungalow #2）申請補習高中。學生獲
錄取前，必須與家長或監護人出席長一小時的收生面
試。報名所需證件如後：最近成績單一份，個別教育計
劃一份（特殊教育學生適用），住址證明，以及防疫注
射記錄。
加州學齡家庭教育計劃的目的是加強就學中懷孕/育兒
少女所需的支援服務，以提高她們的學業成績和育兒技
能，並為她們的孩子提供高品質的托兒/發展計劃。位
於 1325 Florida Street 的 Hilltop 高中是可供選擇的
另類三藩市聯合校區計劃，為學生提供更多支援服務，
包括在校開設托兒服務、育兒教育和職業教育。加州學
齡家庭教育計劃向上述所有校區學生提供服務，不管她
們是在 Hilltop 或任何一所校區學校就讀。報讀這計劃
純屬自願。查詢詳情，請致電 695-5543，通過學生支援
服務處聯絡這計劃的協調員。
縣 社 區 學 校 的 行 政 辦 事 處 位 於 727 Golden Gate
Avenue 。縣社區學校為 6 至 12 年級的學生提供個人化
的學校環境，學術與品行並重。除提供傳統的校區課程
外，縣社區學校還提供獨特、適合學生個人的計劃，包
括同等學歷證書(GED)、網上文憑、行爲訓練及職業輔
導。學生獲得經過特別訓練、資格優秀而又合乎不讓一
個孩子落後法案規定的教師任教。那些教師並且得到心
理學家、輔導員、課程專家及其他人士的協助，幫助這
獨特的學生群體在學業及行爲上回到正軌。視年齡、編
派及開除的狀況而定，學生有權選擇留在這些計劃或重
囘校區學校或計劃。這類學生由學生支援服務處負責轉
介及編派，其入學申請經處理後，即獲安排到縣社區學
校就讀。報名所需證件如後：最近成績單一份，個別教
育計劃一份（特殊教育學生適用），住址證明，以及防
疫注射記錄。查詢詳情，請聯絡學生支援服務處，電
話： 695-5543 。

所有學生每星期需完成 35 小時的獨立學習，相當於 7
科，每科 5 學分。作業可在家、圖書館或學校內完成。
如欲申請，可聯絡學校及防止退學辦事處（地址：555
Portola Dr, Bungalow #2）。學生除需要遞交兩頁的
申請表外，還需提交一份自傳，現在的成績單或獎學金
紀錄副本，個別教育計劃副本（適用於特殊教育學
生）、住址證明，及防疫注射紀錄副本。詳情請致電
242－2528 向校長 Jennie Chin-Low 查詢。

家居教學（Homebound Instruction） - 暫時殘障計
劃，於預見學生暫時不能上學四星期或以上一段時間內
提供。學生居家不能到校上學的時間及原因，概由領有
執照的醫生決定。在居家這段時間內，特殊教育學生將
每星期接受 5 小時教學，普通教育學生將每星期接受 2
小時教學。若預料學生將缺席少於四星期，該學生將留
在原校就讀，接受該校的家課。如需報名參加這計劃，
請聯絡特殊教育辦事處，地址：750 25th Avenue，電
話： 379-7612。

Ida B. Wells 高 中 位 於 1099 Hayes Street 及
Downtown 高中位於 693 Vermont Street 是校區的兩間
補習高中，幫助缺少高中學分的學生（相對於他們的年
齡）。補習高中的申請人須十六歲，或報讀的學期期間
十六歲。十八歲的學生，若報讀後翌年暑假末將畢業，

社 區 家 居 教 學 計 劃 (Community Home Based
Education）設於 Room 124 at 555 Portola Drive，服
務三藩市聯合校區那些尋求有別於普通課室環境的另類
教育的家庭，由幼稚園至 8 年級。學生及家長／監護人
每星期需上課 1 小時，由家庭教師及三藩市聯合校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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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任教。在大多數情況下，家長／監護人充當家庭教
師，採用校區課本教授與學校同級程度的科目。家長／
監護人每天授畢校區規定的課程外，可隨自己意願，另
教其他科目或採用額外課本。學生於家庭教師／家長／
監護人教導下，每天必須根據自己年級的要求上一定時
間的課。索取社區家居教學計劃申請表及安排面見教
師，可致電話：695－5543x13029。報名時需提交以下
證件：住址證明、防疫注射紀錄副本、以前的成績表、
學生作業樣本。

私人補習教師（Private Tutor）也可以教導學生，但
必須持有有效的加州教師執照，適合教授相關年級的課
程，而所教課程必須符合公校的規定。每天授課時間起
碼 3 小時，每年起碼 175 天，時間在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之間（請見加州教育則例 48200 及 48224 條）。補習
教師並不需要如私校般申請批准證明。各位若希望子女
從普通公立高中取得高中畢業文憑，請注意一點，並非
所有公校都承認從私人補習教師所得的學分。大部份公
立高中只承認另一間獲評審承認高中的學分。家長／監
護人若想自己在家教導子女，可以在家設立一所私立學
校。然而，家長／監護人若為教師，則家長／監護人必
須持有教師執照，否則教學工作需由另一名持有教師執
照人士來進行。法律規定，私校需上網登記，得批准證
明，網址：http://www.cde.ca.gov/privateschools。
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是指 沒有教師執照的家
長／監護人在家只教自己的子女。但因為到公校上學是
強制性的，所以無論使用函授課程或其他種類課程，都
不能獲得許可豁免，不讓子女到公校上學。此外，家長
／監護人提交私校所需的批准證明，並不能將家長／監
護人改變成一所私校（加州教育部，2002 年 7 月）。
數間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專長於某些範圍
及年級的，公開入學申請。這數間特許學校獲三藩市教
育委員會授予特許權，但各校有其收生措施。如欲索取
特許學校名單，可致電特許學校辦事處，電話：3557323。
跨校區入學申請（Interdistrict Enrollment）：如想
就讀三藩市聯合校區以外公校，可選擇跨校區入學申
請，但安排須得兩校區（即三藩市聯合校區同意讓學生
離去，另一校區同意接受）同意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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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歧視、騷擾或設施投訴
無歧視條例(教委會政策第 5111.4 條)
校區的教育計劃或活動，不得有學生因性別（真實的或認知的）、族裔、種族、國籍、宗教、膚色、體障、智障、年齡
或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包括騷擾）。
教委會需確保所有學生獲得平等機會，得以入學接受教育、參加輔導計劃、體育計劃、測驗及其他活動。學校教師及義
工需特別謹慎，避免在教學、指導及監管時，造成種族隔離、偏見及將學生定型的現象。為保護學生不致害羞，校區可
為男女生分別提供浴室，性健康教育課和性教育課。
教委會禁止校區任何雇員、學生或其他人士對學生恐嚇或騷擾。教師需提高警覺，如目睹學生及教師有干擾另一學生參
與學校服務與活動或享受其應得權利的行爲，需立即作出反應。
設施申訴程序圖
若你子女曾被騷擾或歧視，你可選擇不同種類申訴，以獲得幫助，例如：若騷擾或歧視是因殘障、種族或性別而造成，
你可提交多於一種的申訴。以下圖表列出一些你可以作出的選擇。若你對這些選擇或圖表上沒有列出的其他選擇有疑
問，請聯絡公平保證辦事處，電話：(415) 355-7334。

申訴程序

歧視種類

校區聯絡辦事處

邦殘障人法案(ADA) 申訴

歧視殘障人士。

ADA 辦事處
地址：135 Van Ness Avenue,
Room 213 SF, CA 94102
電話：(415) 355-6964
聯絡人: Mary Fung

1973 年復康法案第 504 節
之申訴

歧視正在參與由聯邦財政資助項目和活動的殘
障人士。

第一層次：與直接牽涉的人士會
面，以解決申訴。
第二層次：學生學習小組或校長提
交申訴。
第三層次： 504 節聯絡員
第四層次
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F,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聯絡人：Susan Wong
統一申訴和第九條聯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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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程序

歧視種類

校區聯絡辦事處

統一申訴

因種族、宗教、年齡、性別、膚色、實際與認
知性別及性取向、族裔、祖先、國籍、智障或
殘障；或因某人有上述一項或多項因素而需參
加校區舉行或州府資助以個別或小組形式進行
的計劃和活動而造成的任何歧視。所有與違反
州或聯邦法律教育規定有關的投訴，包括成人
基本教育、綜合分類資助計劃、移民教育、職
業教育、托兒及兒童培育計劃，以及特殊教育
計劃等等。

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投訴：
1. 教材不足；
2. 設施處於緊急或危急狀況，對學生的健康及
安全構成威脅；
3. 學 校 洗 手 間 沒 有 根 據 加 州 教 育 則 例 第
35292.72 條而清潔、保養或保持開放；
4. 教師不獲工作分配或任用不當及/或
5. 校區沒有對讀完 12 年級但在加州高中畢業
試中一部分或兩部分不及格的學生提供密集
教學或服務。

校長

在參加校區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中因膚色、性
別、國籍、體障或智障、生理性別、族裔、性
騷擾及性取向等因素而造成的任何騷擾和歧
視。

教師、校長、職員或

參閱 142 頁申訴表格

威廉氏申訴
參閱 116 頁申訴表格

學校層面之騷擾/歧視申訴
參閱 114 頁申訴表格

Room 306 SF,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聯絡人：Susan Wong
統一申訴和第九條聯絡員

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F,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聯絡人：Susan Wong
統一申訴和第九條聯絡員

性騷擾申訴/政策

性騷擾

教師、校長、職員或
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參閱 114 頁申訴表格

Room 306 SF,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聯絡人：Susan Wong
統一申訴和第九條聯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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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聯邦殘障申訴程序（教委會政策第1343條）
政策
依照聯邦殘障人法案（ADA），校區不會在任何政策、程序、計劃或作業中，對殘障者有歧視。校區的無歧視申訴程序
包括以下範圍：進入和使用校區的設施、參與校區的計劃或涉及校區的聘用事宜。
學生、教職人員、家長或學校其他成員提出所稱歧視殘障問題及申訴，將獲迅速公正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對申訴、歧
視舉報，或任何屈委申訴進行報復。申訴人的身分、成績，或工作職位，將不因提出申訴而受影響。

申訴程序
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公衆人士若察覺到需要和解時，應聯絡校區聯邦殘障人法案第二條協調員（SFUSD ADA
Title II Coordinator），電話：（415）355-7341，聼障人士專線：（415）522-8688，傳真：（415）355-6988，電
郵：radonovy@.sfusd.edu。
任何人士如認爲自己曾因殘障而受歧視，或某一類別人士曾因殘障而受歧視，可於所指控的違法事件發生後 180 天内，
向校區聯邦殘障人法案第二條協調員申訴，而該協調員將會對事件進行調查，或將事件交由有關部門作進一步處理。校
區的申訴表格可向校區的聯邦殘障人法案辦事處索取，地址：135 Van Ness Avenue, Room 213, San Francisco, CA
94102 ， 電 話 ： （ 415 ） 355-6964 ， 聽 障 人 士 專 線 ： （ 415 ） 522-8688 ， 傳 真 ： （ 415 ） 355-6988 ， 電 郵 ：
ada@sfusd.edu。
申訴人如對解決方法有問題，可向校區殘障咨詢委員會提出上訴，電話：（415）355-7314，傳真：（415）355-7313。
該委員會將會審閲所提交的一切資料，並於 20 天内作出書面答覆。

申訴程序時間表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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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聯邦殘障人法案的申訴必須於指控的違法事件發生後 180 天内提交。
聯邦殘障人法案協調員於收到申訴後 5 工作天内，將發信給申訴人，表示申訴已收到。
聯邦殘障人法案協調員於收到申訴後 15 工作天内，將進行調查，並發出一封有關調查結果及建議解決方法的信函。
在一些特殊、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情況下，可能另需 20 工作天。
申訴人可於收到調查結果及建議解決方法的信函後 15 工作天内，提出意見或要求對解決方法作出修改。
聯邦殘障人法案第二條協調員於收到申訴人的意見後，有 5 工作天以完成最後解決方法。
申訴人在最後解決方法發出後，有 20 工作天的時間向校區行政總監提交上訴。
校區殘障咨詢委員會有 20 工作天的時間作出決定。校區會盡量權衡事件各方理據而得出結論。 整個聯邦殘障人法
案的申訴程序約需要 180 至 300 天才可得出最終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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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歧視殘障 – 第504節
政策
依照 1973 年復康法案第 504 節（第 504 節），校區需在其權力範圍內，對每一名殘障學生（不管殘障性質或嚴重程
度）進行鑑定、評估，和為他們提供免費適當教育。校區必需確保，凡符合第 504 節殘障定義的學生均獲得適當教育、
支援與服務，以滿足他們獨有的需要，如同滿足非殘障學生的需要一樣。根據第 504 節，殘障學生是指：（a）身體或
智能不健全，導致生活主要活動受限制，包括學習；（b） 有正式的傷殘記錄; 或 （c） 被視為屬於有關傷殘。
若殘障學生現時就讀計劃未能切合需要，或未能提供適當支援與服務，因而令有關學生得不到免費及適當的公立教育機
會，校區會轉介學生到有關學校的學生成功組(SST)跟進處理。學生成功組會評估學生的殘障性質及殘障對該生在教育
上的影響程度，然後向校區第 504 節委員會提交第 504 節計劃之申請。若你想索取第 504 節資源指南，請你登上以下網
頁：www.healthiersf.org/Programs/PIPS/Section%20504/forms.cfm。

申訴程序
根據第 504 節，若任何人士因傷殘歧視理由向校區提出投訴，投訴處理必須依照下列程序而進行。有關投訴人在投訴校
區時會獲得這份程序的副本一份。
第一階段:
投訴人會先跟最直接牽涉的人士（如教師）會面，以尋求非正式的投訴解決方法。如果投訴在會面內沒有得到解決，或
投訴人希望跳過第一階段，他/她可正式提出申訴。申訴是一種書面的投訴，內裡說明違犯第 504 節指控的有關性質，
並持有具體且足夠支持個案受理之證據。
第二階段:
申訴應以書面提交學校學生成功組(SST)主席或校長。申訴人會跟適當的學校代表討論有關申訴，並嘗試非正式地解決
申訴問題。該代表會在 10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回應投訴人，除非得到申訴人同意延期，以便提出調查結果和/或任何
雙方同意決議申訴的辦法。
第三階段:
若申訴事項在第二階段尚未圓滿解決，有關申訴將會被提交給校區第 504 節協調員，另申訴人會跟校區聯絡員會面。會
議中彼此會尋求所有能解決投訴、且雙方均能接受的合理方法。校區聯絡員會在 10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形式回應投訴
人，除非得到申訴人同意延期。
校區聯絡員會就申訴展開所需調查。若調查需要聯絡當事人(即投訴人及被投訴人)以外人士，校區聯絡員需預留另外 10
個工作日以進行申訴調查工作。若校區聯絡員需要額外日子進行調查，他/她會在原定 10 個工作天期限前以書面形式通
知投訴人。
第四階段:
若校區聯絡員未能解決投訴，投訴人可跟三藩市聯合校區公平保證辦事處聯絡。
有關申訴程序的存在並不影響投訴人以個人或團體名義直接向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出聯邦投訴的權利。若大家想得到此
申訴程序的全文內容，請參閱第 504 節資源指南，網址如下：www.healthiersf.org/Programs/PIPS/Section%20504/forms.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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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統一申訴程序（行政守則第 1342 條）

I. 政策
A. 目的與權力
三藩市教育委員會確認，校區需肩負的主要責任，是確保遵守州與聯邦政府教育計劃的法律與條例。校區需依照統一申
訴程序處理有關申訴，就是指控在任何州財政資助計劃或活動中，因族裔身份、宗教、年齡、性別、膚色、性、性取
向、種族、祖宗、國籍、智障而受歧視的申訴。校區處理指控在以下項目違犯州或聯邦法律的申訴時，也需遵守統一申
訴程序﹕成人基本教育、綜合分類資助計劃（consolidated categorical aid programs）、移民教育、職業教育、托
兒與兒童培育計劃，以及特殊教育計劃。統一申訴表格見第 45 頁附件 A。
B. 權限
1.

校區無權聆訊以下申訴，並且必須將申訴人轉介至以下所提機關或校區部門﹕
i 有關兒童培育計劃的健康及安全問題，若涉及註冊設施， 須轉介至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若涉及豁免註冊設施，須轉介至適當的兒童培育 區域行政主管；
ii 若涉及兒童營養計劃的歧視問題，須轉介至美國農業部或農業部長。三藩市聯合校區收到有關歧視申訴後，
即轉介至美國農業部食物及營養服務處西岸區域辦事處；
iii 有關歧視問題，如牽涉 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條，可以統一申訴方式，向公平保證辦事處提交。民權法案第
九條規定，“不得基於性別理由而禁止任何人參與受聯邦政府資助的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不讓任何人享受由
聯邦政府資助的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的利益，或歧視任何參與受聯邦政府資助的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的人
士”。申訴人應知道，若統一申訴中的問題涉及聯邦政府，公平保證辦事處也可能聯絡美國民權辦事處。雖然
有這規定，任何公衆人士皆可先聯絡美國民權辦事處，以查詢更多有關第九條或美國民權辦事處的調查權力及
申訴程序的資料，然後才向校區提交統一申訴。
iv 根據加州法規第 22 章 98410 條，涉及就業歧視的申訴受加州公平就業及房屋部（State Department of
Fair Employment and Housing，簡稱 DFEH）權限所管；
v 根據州定虐待兒童報告（Mandated Child Abuse Reporting）法律規定， 虐待兒童指控，於收到後 24 小
時內，需由三藩市聯合校區第 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轉介至有關縣公共服務部、保護服務處
（Protective Services Division），或執法機關。但根據本段所言，從統一申訴程序所接獲的申訴，若指控
某兒童或某一群兒童的身體即時有危險，或某兒童或某一群兒童的安全或幸福受威脅，三藩市聯合校區則責無
旁貸，需對申訴進行調查；
vi 詐騙指控將交由校區有關部門分組主管及該部門的法律事務部處理。

2.

校區公平保證辦事處收到任何有關這些問題的統一申訴後，需於 5 個曆日內將之交由指定機關辦理，而詐騙的個
案則交由校區有關部門作適當處理，予以解決。

3.

校區公平保證辦事處收到統一申訴後， 需於 5 個曆日內以一等郵件或親身通知申訴人， 其申訴需轉介至另一機
關或校區部門。除虐待兒童及詐騙事件外， 轉介統一申訴之責任， 需由申訴人獨自負責， 校區概不負責 。但
公平保證辦事處將提供地址名單，以利轉介之進行。

II. 尋求額外幫助之權利
所有申訴人皆有權尋求額外幫助，提交各人的統一申訴，使申訴得到處理。申訴人可向公共機關或私人機構求助，例如
法律援助組織，私人律師或加州教育部分類計劃申訴管理組（Categorical Programs Complaints Management Unit）
提供的地方調解中心。申訴人若選擇尋求幫助， 及／或保留這些公共機關或私人機構的服務，校區概不負責這些服務
之費用。

III. 申訴管理協調員
A. 學監或其代表需接受統一申訴，進行調查，確保校區依法辦事。負責接受統一申訴、進行調查的申訴管理協調
員，詳情如下﹕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統一申訴管理協調員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公平保證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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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B. 學監或其代表需確保，所指派調查申訴的人員， 需熟悉所處理申訴事件之有關法律及計劃。這些人員可視學監
或其代表決定，獲得律師的法律意見。

IV.

提交統一申訴程序

A. 通知三藩市聯合校區。任何個人、公共機關或機構，指控在任何州財政資助計劃或活動中，或在任何從州財政得
益的計劃或活動中，因族裔身份、宗教、年齡、性別、膚色、性、性取向、種族、祖宗、國籍，體障或智障而有
歧視存在，或於成人基本教育、綜合分類資助計劃（consolidated categorical aid programs）、移民教育、
職業教育、托兒及兒童培育計劃，以及特殊教育計劃中，有違犯州或聯邦法律的情形出現，可用三藩市聯合校區
提供的表格（附件 A），以書面方式提交申訴，說明所涉及三藩市聯合校區的計劃，交予：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統一申訴管理協調員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B. 公平保證辦事處收到這些統一申訴後，即交予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統一申訴管理協調員，該協調員即將所收
到申訴紀錄在案，註明收件日期及處理辦法。
C. 申訴人若因不識字或其他殘障緣故， 不能作出書面申訴， 公平保證辦事處需幫助申訴人提交統一申訴。

V.

提交統一申訴截止日期

A. 申訴人若決定提交統一申訴， 指控在任何州財政資助計劃或活動中，或在任何從州財政得益的計劃或活動中，
因族裔身份、宗教、年齡、性別、膚色、性、性取向、種族、祖宗、國籍，體障或智障而受歧視，申訴必須於事
發後 6 個月內（無論足以構成申訴基礎時或首次確認事件時），提交三藩市聯合校區公平保證辦事處。
B. 若因為“加州教育部直接介入” （Direct Intervention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加
州法規第 5 章 4650 條）所闡明的其中一個情況存在， 需州直接介入，統一申訴便須提交加州教育部之分類計劃
申訴管理組（ Categorical Programs Complaints Management Unit），而不是提交公平保證辦事處（附件
B）。
VI. 保密
VII.

A. 三藩市聯合校和加州教育部需確保，申訴人獲得保護，不受報復，並且對指控被歧視的申訴人的身份予以保密。

VII. 初步調查由申訴管理協調員負責進行
A. 一切提交公平保證辦事處之統一申訴， 初步調查由派駐該處之申訴管理協調員負責進行， 其職責如下﹕
1. 校區收到統一申訴後 5 天內， 申訴管理協調員需決定， 指控歧視的申訴是否於事發或事件確認後 6 個月
內提交。至於其他統一申訴， 申訴管理協調員需決定， 申訴是否於事發或事件首次確認後 9 個月內提
交。若統一申訴不是在規定時間內提交，申訴管理協調員將不接收，並通知申訴人有關權利， 就是可向州
教育廳廳長（State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上訴， 申請延期提交申訴。
2. 校區收到統一申訴後 5 天內， 申訴管理協調員若斷定公平保證辦事處不適宜進行調查， 便將申訴事件轉
交校區合適部門調查解決。當個案使公平保證辦事處與申訴人之間起利益衝突時， 或當事件完全落在其他
部門的權限時， 統一申訴可能轉交校區其他部門處理。
3. 申訴管理協調員轉交統一申訴給校區其他部門處理時，公平保證辦事處需負責核實， 那些部門遵照本行政
守則所述有關時限及程序規定 ， 處理統一申訴。這些時限及程序適用於調解、調查過程、最後裁決及向
加州教育部之上訴。
B. 申訴管理協調員於公平保證辦事處收到統一申訴後 5 天內， 需將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政策及行政守則
（有關統一申訴及向加州教育委員會的上訴程序）一份， 以一等郵件寄給或親身交予申訴人， 並向申訴人解
釋，什麼情況下可直接向加州教育廳廳長提交上訴（附件 B）。

VIII. 調解
A. 調解指一種排難解紛的活動， 由第三者幫助有關人士調解爭訟。
B. 申訴管理協調員於收到統一申訴後 5 天內， 可非正式與申訴人商討使用調解的可能性。申訴人若同意， 申訴管
理協調員則需進行安排所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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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平保證辦事處開始進行統一申訴調解前， 申訴管理協調員需確保， 一切有關人士都同意調解一方可接觸保密
資料。
D. 調解過程中， 申訴人及／或代表和校區代表都得到機會，提供證據。
E. 調解過程若未能解決問題， 申訴管理協調員或校區其他部門負責調查及解決統一申訴的代表， 需就申訴進行調
查。
F. 調解不得超過公平保證辦事處或校區其他部門調查及解決申訴的時限，除非申訴人書面同意延長時間。

IX. 統一申訴調查
A. 校區收到統一申訴後或統一申訴調解不成功時 5 天內， 申訴管理協調員需舉行調查會議。
B. 調查過程中， 申訴管理協調員需與申訴人電話商談或面談， 提供申訴人或其代表機會，口頭複述申訴， 提出與
申訴有關資料， 並商討申訴。有關人士若同意，可彼此討論申訴，及彼此盤問或盤問彼此的證人。
C. 此外， 申訴人或其代表或其他證人亦可書面提出與申訴有關資料， 交予申訴管理協調員或 部門指派之調查員。
D. 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可從其他見證指控違例的人士， 或其他能提供與指控違例有關資料的人士得到說明解
釋， 並且審閱可提供與指控違例有關資料的文件。
E. 申訴人若拒絕提供文件或拒絕提供在申訴中與指控有關的其他證據給調查員，或不與或拒絕與調查員合作，或妨礙
調查進行，可導致申訴不受理，原因是缺乏支持指控的證據。
F. 當地教育機構若拒絕讓調查員接觸在申訴中與指控有關的記錄及/或其他資料，或不與或拒絕與調查員合作，或妨
礙調查進行，可導致根據所收集證據而得的結果，證明確有違例，使申訴人獲得賠償。
G. 除非有關人士同意延長時間， 否則調查必須於校區收到統一申訴後 60 個曆日內完成，將最後報告提交申訴人。
H. 這些條例同樣適用於校區任何其他受指派調查及解決統一申訴指控問題的部門。
公平保證辦事處有責任確保，校區其他獲派調查及解決統一申訴的部門遵守這程序及時限。

X. 申訴解決
A. 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於校區收到統一申訴後 60 個曆日內， 或 於申訴人書面同意之指定時間內，需照第 XII 節所
述， 將公平保證辦事處的調查與裁定製成書面報告， 交予申訴人。

XI. 最後書面裁決
A.
B.
C.

D.

校區裁決需最後製成書面報告，送交申訴人。
校區裁決的報告需用英語寫成， 並且可行的話， 或照法律規定，用申訴人的母語寫成。若報告不能用申訴人的母語
寫成，校區需安排一次會議， 請一位社區人士為申訴人口譯。
報告需包括﹕
1. 調查結果及處理申訴方法 ﹔
2. 改正行動（如必要）﹔
3. 處理申訴方法之理據；
4. 詳細說明調查中所發現的具體問題， 並這些問題已解決的程度；
5. 雇員若因申訴而受紀律處分， 書面裁決／報告需說明已採取的有效行動，並記下雇員已接獲有關校區期望的通
知。報告不需提供紀律行動性質的詳情；
6. 需於校區最後裁決作出後 15 天內，通知申訴人有權向加州教育部上訴， 並開始上訴的程序；
7. 申訴若涉及歧視，校區需通知申訴人有關權利，就是申訴人向加州教育部上訴 60 天後有權尋求民法賠償（加州
教育則例第 262.3 條）。
雇員若因統一申訴而受紀律處分， 這報告需說明已採取的有效行動， 並記下雇員已接獲校區期望的通知。報告不需
提供紀律行動性質的詳情。

XII. 上訴加州教育部
A.

申訴人若不滿意教育委員會的裁決， 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需書面告知申訴人其權利，就是於教育委員會作出裁
決後 15 天內， 可就裁決事向州教育廳廳長提出上訴，上訴須指明不服校區裁決的原因，並應附上原來申訴的副本和
校區對申訴的裁決書。

XIII.民法賠償
申訴人可於校區申訴程序以外尋求民法賠償。申訴人可向調解中心或公共／私人執業律師求助。法庭可頒下的民法賠償包
括禁制令及限制令。申訴若有關歧視，申訴人須於向加州教育部提交上訴 60 天過後， 才可尋求民法賠償。

XIV.三藩市聯合校區對提交加州教育部的上訴當負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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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校區接獲申訴人、州教育廳廳長或加州教育部代表有關上訴通知後，需呈交州公共教育總監以下文件各一份：
原來申訴；
2.
校區裁決副本；
3.
校區調查性質及程度摘要（若裁決沒有提及）；
4.
解決申訴所採取行動的報告；
5.
校區申訴程序副本；及州教育廳廳長所需其他有關資料。

XV. 加州教育部直接介入
A. 如附件 B 所述， 當加州法規 4650 條所列其中一個情況存在時， 加州教育部可直接介入申訴， 不需等候校區採
取行 動。
B. 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需通知申訴人， 若三藩市聯合校區收到申訴後 60 個曆日內沒有採取行動，州教育廳廳
長可能介入。

XVI.週年通知規定
A. 學監或其代表需每年公佈校區申訴程序，以及有關上訴、民法賠償，並申訴人可將申訴直接提交加州教育部的條
件（條件見附件 B）的資料， 以符合加州法規第 5 章 4622 條規定。校區需書面通知校區學生、雇員、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校區諮詢委員會，及其他有關人士，有關校區統一申訴程序事，包括向加州教育部上訴的機會。
B. 校區需採取行動， 確保每年將這行政守則發給前述有關人士， 以符通知規定。發給方法可透過刊印在學生及家
長／監護人手冊上，或透過其他出版方法， 或直接發給， 或親身遞交。
C. 週年通知、統一申訴及三藩市聯合校區最後報告，需以英文寫成，並且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5 條規定，需要時
也需以申訴人的母語寫成。當學校有百分之十五或以上學生的母語不是英語，發給家長/監護人有關申訴程序的一切通
告，除用英語外，還需用學生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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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預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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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威廉氏統一申訴程序（教委會政策第1342條及行政守則第1342.1條）

政策
1.
2.
3.
4.
5.

教材不足；
設施對學生的健康及安全構成威脅的緊急或危急狀況；
學校洗手間沒有依照加州教育則例第 35292.72 條而得到清潔、保養或保持開放；
教師不獲工作分配或任用不當及/或
校區沒有對讀完 12 年級但在加州高中畢業試中一部分或兩部分不及格的學生提供密集教學或服務。

申訴程序
威廉氏統一申訴必須向爭議發生所在學校校長提交。校長須把那些超出他/她權力範圍處理或涉及教學工作不完善的投
訴交公平保證辦事處處理。
申訴人可保持匿名。但如想收到答覆，則必須在申訴表上提供聯絡資料。
威廉氏統一申訴內容如確有根據，學校需於收到申訴後 30 個工作天內將問題解決。校長或其指派人士應在收到申訴後
45 個工作天內通知投訴人有關投訴的解決結果。申訴人若不滿意解決結果，可在教委會例會上作出申訴。申訴人就設
施對學生健康與安全造成威脅的緊急或危急狀況提交申訴後，若對解決結果感到不滿，可於收到校區回應後 15 天內，
向州教育廳廳長(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提交上訴。
請參閱本手冊第 116 及 117 頁的威廉氏統一申訴表樣本。

決定申訴有效性指南
A. 教材：威廉氏申訴所提教材是否足夠問題必須包括以下方面：
1. 學生（包括英語學習生）沒有合乎標準的教科書或教材，州或校區通過採用的教科書，或其他規定的教
材，可供上課或帶囘家時使用。
2. 學生（包括英語學習生）沒有教材或教科書，或教材與教科書兩者，可供在家或課後時使用。
3. 教科書或教材質素差，不能使用，有缺頁，或因損壞以致無法閱讀。
B. 教師不獲工作分配或任用不當：威廉氏申訴所提問題，必須包括以下各項：
1. 學期開始時，合資格的教師並沒有獲得分配到班上任教。不應連續有不同的代課教師或臨時教師到班上任教。
教師應具備正式資格，並受過任教學科的訓練，包括教授英語學習生的訓練（如班上有英語學習生的話）。
2. 一名沒有教授英語學習生資格或訓練的教師，獲分配到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學生是學英語學生的班任教。
3. 一名教師獲分配任教某班某學科，而該學科是該教師不勝任教授的。
C. 設施狀況：威廉氏申訴所提問題，必須對學生或教師的健康或安全構成緊急或危急威脅狀況。緊急設施需要不
包括任何表面或不重要的修理。對學生或教師的健康或安全構成緊急或危急威脅狀況的例子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各項：
1.泄漏煤氣；
2.暖氣空調系統失靈；
3.窗、門、閘和圍欄構成安全風險；破碎玻璃會讓師生容易觸及；
4.室內表面如天花、牆壁、地毯或地板造成物理性或生物性危害（發霉）；
5.不適當地儲存危險及/或易燃物，對師生構成威脅；
6.建築結構有缺陷，例如地板、屋頂及牆壁傾斜或凸起；柱子、牆壁傾斜；木材有乾腐病/發霉；
7.防火安全系統不當，例如：滅火筒及灑水系統不能操作；沒有消防疏散安全措施；
8.電器設備安裝不當，引致電力系統及/或照明系統不能操作；電線破損；
9.主要蟲鼠為患，例如：老鼠、蟑螂、雀鳥、蜜蜂等；
10.水被污染，飲水器喪失功能或打理不當；
11.洗手間骯髒，沒有定期進行保養，廁紙、肥皂、紙巾欠供應，馬桶或尿廁損壞，間隔/廁間門失去使用功能；
12.污水管道倒流、堵塞或水管破裂，引致水浸，留下水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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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屋頂破壞，落水管被垃圾堵塞著，課室內天花或牆壁濕水；
14.操場敷面材料不足夠；有裂隙，有絆倒人危險，有排水問題；設備破壞或失去功能；
15.地面骯髒或蓋滿了塵；滿布塗鴉。
D.加州高中畢業試不及格學生在完成 12 年級後應獲得密集課程與服務：如遇到以下相關問題，必須通過威廉氏統
一申訴程序提出：
1.沒有在高中學校課室張貼通告，通知學生如在十二年級結束時仍未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試，之後有權獲得密集課程
和服務（為期不超過連續兩學年，或直至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試止，以先達到者為準）。
2.統一申訴程序沒有作出規定，容許學生提出申訴。
3.沒有向合資格學生提供書面通告，讓他們知道在十二年級結束後，他們有權繼續接受教學服務。通告必須於每學
期結束時寄到學生的最新地址。
4.合資格學生沒有機會接受所需密集課程及服務，而英語學習生也沒有機會接受所需服務，以提高英語水平。
三藩市聯合校區和加州教育部必須確保申訴人受保護，免受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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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學校層面 – 騷擾/歧視申訴程序（行政守則第 5166 條）
任何家長或學生，如認爲自己子女或自己在校區任何教育計劃或活動中，曾因膚色、性別、國籍、體障或智障、生理的
性、種族、年齡、性取向而受歧視（包括騷擾），可按以下程序提交申訴。
校區禁止因提交申訴、舉報歧視或參與申訴程序而引發任何形式的報復行爲。校區確認及尊重學生與雇員的隱私權。對
申訴進行調查時，需保護他們的隱私權。申訴人的身份需受到適當保密。
學監需確保受指派接受申訴及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的雇員熟悉相關法規。視學監或其代表的決定而定，這些雇員可尋求
律師的法律意見。

I. 提交歧視/騷擾申訴
1. 學生如認爲自己曾被歧視或騷擾，包括但不限於性騷擾及歧視，學生本人、家長或監護人（下稱“申訴人”）可
立即聯絡任教教師或其他雇員。學校雇員收到性騷擾/歧視的口頭或書面申訴後，需於 24 小時内將事件報告校長
或其代表。
2. 若性騷擾或歧視涉及校長或校區任何其他雇員，校長或校區任何其他雇員通常為接受申訴者。學生、家長、監護
人、接受學生報告或目睹事件的雇員，可向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學監或學監代表提交口頭或書面申訴。第九
條申訴管理協調員地址為：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統一申訴管理協調員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 (415) 355-7334
傳真： (415) 355-7333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開始進行調查時，需遵照本行政守則所載之一切規則辦理。若申訴是針對第九條申訴管理
協調員的判決，申訴需交給校區法律事務處作出裁決。
3.

任何屬於 504 節的申訴需交給學生支援服務處高級行政主任進行調查及作出裁決，地址：555 Portola Drive,
San Francisco，電話： (415) 695-5543。

4. 家長、監護人或學生，可向校長、校長代表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提交口頭申訴或填交騷擾/歧視申訴表（見附
件 A）。每所學校必須保存騷擾/歧視申訴表的副本。
5. 家長、監護人或學生應在騷擾/歧視申訴表的適當空格上畫“√”，以表明申訴的性質，例如：家長/監護人的子
女若曾被性騷擾，家長/監護人就需在性騷擾的空格上畫“√”，並簡述事件的經過。
6.
家長、監護人或學生若以口頭作出申訴報告，校長或其代表仍須遵照本行政守則所載程序，對申訴進行調查。
7. 校長或其代表於收到口頭或書面騷擾/歧視申訴後五個工作天内，需將騷擾/歧視申訴確認函以一等郵遞寄給或遞
交給申訴人（見附件 B）。若騷擾/歧視申訴以口頭方式提交，確認函將視爲校區的證明，證明騷擾/歧視申訴的
存在。
8. 校長或其代表需迅速以保密及尊重的態度對所有歧視或騷擾申訴進行調查，並於進行調查時，需與：
a. 提出申訴的學生進行個別談話
b. 受指控的人談話
c. 任何目睹事件或行爲發生的人談話
d. 任何提到有相關資料的人談話
9.

需給申訴學生機會，以描述事件的經過，列舉證人或提供其他證據。

10. 校長或其代表只需與上述的人討論有關申訴。如需自己進行調查，或因適應用於特別情況的其他良好理由，校長或
其代表也可與下列人士討論申訴事件：
a. 學監或其代表
b. 提出申訴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c. 被指控有歧視或騷擾行爲的人的家長/監護人
d. 駐校警察及/或三藩市警察局學校安全組（Twenty-Nine Car）
e. 認識涉及事件學生的教師或職員（他們可幫助決定誰在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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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負責對虐待兒童的擧報進行調查的兒童保護機關官員
g 校區律師
h. 任何由州、聯邦及地方法律與規條授權的個人或機關官員
11. 當家長或提出申訴的學生及被指控的人彼此同意，如合適的話，校長或其代表可以安排輔導員、教師、行政人員或受
過訓練的調解員提供幫助，對申訴進行非正式調解。
a. 除非提供上述幫助，否則總不可要求提出申訴的學生直接與被指控的人進行調解。
b. 校長或其代表不得強行要求舉行上述會談。
c. 校區考慮是否適宜舉行上述會談時，需最優先考慮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對報復或安全問題的顧慮。
12. 對申訴作出判決時，校長、校長代表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可考慮以下各點：
a. 上述人士的聲明
b. 每個人描述的細節是否有矛盾
c. 申訴學生如何對事件作出反應的證據
d. 被指控的騷擾者的前科證據
e. 過去任何被發現為虛假騷擾申訴的證據
13. 在判斷性騷擾的嚴重性時，校長、校長代表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可考慮下列各點：
a. 那不當行爲如何影響一名或多名學生的教育
b. 那不當行爲的種類、發生頻率及維時多久
c. 牽涉人數有多少
d. 被指控騷擾者的年齡及性別
e. 被騷擾者
f. 事發地點及情況
g. 在學校發生的其他事件，包括與性別無關的騷擾事件
14. 校長、校長代表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於收到申訴後十個工作天内，需完成調查，作出報告（報告需包括調查結
果、判決及判決原因），並需將報告交給申訴學生及被指控者。這報告名為騷擾/歧視調解報告（見附件 C）。
15. 校長或其代表需每月於中小學校長會議或兒童培育中心及縣社區會議上，將名為騷擾/歧視調解之申訴書面報告
（見附件 C）副本，呈交領導、公平、成就及規劃處或其代表。
16. 如發現騷擾或歧視事件確曾發生，報告中需描述已採取什麽行動，以終止騷擾行爲，並解決對受騷擾學生的影響，
以及防止報復或遏止騷擾行爲進一步惡化。
17. 校長、校長代表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於收到申訴後兩星期内，需斷定申訴學生是否曾進一步受到騷擾或成爲被
歧視目標，並需與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舉行會議，以斷定騷擾/歧視情況是否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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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校長或其代表需將這資料記錄下來，並採取所需的適當行動。
II.

執行

學監或其代表需採取適當行動以加強校區對無歧視及性騷擾條例的執行，包括以下可能需要的行動：
1. 清除粗俗或惹人討厭的塗鴉。
2. 分別為教師提供在職培訓及為學生提供指導或輔導。
3. 通知家長/監護人有關所採取的行動。
4. 通知兒童保護服務處（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5. 採取適當紀律行動。此外，校長或其代表可採取紀律措施，懲罰被發現虛報騷擾/歧視的任何人。
III. 學校層面裁決之上訴
1. 家長、學生、監護人或被告人如要對學校層面的裁決提出上訴，可於收到調解報告後五個工作天内，向第九條申
訴管理協調員提交騷擾/歧視上訴表格（見附件 D）。
2. 上訴可以郵遞、傳真或遞交方式交給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一申訴管理協調員
Office of Equity Assurance（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 355-7334
傳真：(415) 355-7333
3.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或其代表於收到上訴後五曆日内，需發出上訴收執確認書（見附件 E），以確認收到上訴。
4.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於收到上訴後十個工作天内，作出其最後判決，用附上的騷擾/歧視申訴報告表格（見附件
F），以一等郵遞或遞交方式發出。
5. 如有爭議，或上訴關係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的判決，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保留權利，可將上訴事件交由校區法
律事務處處理。

IV. 通知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
1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連同本行政守則副本，需通過行政週訊（WAD）的發行過程，送往各校，並附上指
示，飭令各校將性騷擾條例副本張貼於校務處、教師休息室、家長中心、輔導中心。
2.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行政守則需於中小學及兒童培育中心的校長會議並縣學校會議上派發，並附上指
示，飭令各校必須將這些條例張貼於校務處、教師休息室、家長中心、輔導中心。
3.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需於每年刊印於發給所有家長的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上。
4.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條例需張貼於校區網頁上（在公平保證及特許學校辦事處部門條下）。
5. 每學年初，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隨發給家長/監護人的任何其他通告發出（加州教育則
例第 48980 條）。
6.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張貼於校長辦公室附近顯眼的地方（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6
條）。

7.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於每季、每學期或每年暑期課程開始時提供給新生，作爲新生輔
導活動的一部份（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6 條）。

8.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刊載於學校或校區任何有關綜合規則、條例、常規及行爲準則的
刊物上（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6 條）。

9. 校區無歧視/騷擾與性騷擾條例及本行政守則必須提供給雇員或雇員組織。

V. 報告規定
1. 公平保證辦事處需保存提交給校區一切有關性騷擾申訴的記錄，並於每年 6 月 30 日將記錄呈交學監。
2. 性騷擾/歧視申訴需另存於學校保密檔案，作為學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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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學校事件報告
校長或其代表若知道任何足以構成提交學校事件報告理由的事實時，不管有沒有收到騷擾/歧視申訴，仍須提交學校事
件報告給學生支援服務處，地址：555 Portola Drive。

VII. 保護兒童服務
校區官員除遵守本行政守則規定外，還須遵守州定虐待兒童報告法律（Child Abuse Mandated Reporting Laws）之規
定。

VIII.賠償
本 行政守 則絕 不阻止 家長 、監護 人或 學生尋 求其 他法律 賠償 ，包括 但不 限於向 民權 辦事處 （ Office for Civil
Rights）提交申訴，或向法庭尋求民事或刑事賠償。民權辦事處地址如下：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地址：One Federal Plaza, Room 239
San Francisco, CA 94102
電話：(415) 556-4275
根據聯邦法律規定，民權辦事處的職權範圍涵蓋以下方面：種族、國籍、性別、殘障及年齡。
註：除附件 A 外，所有附件都可以在公平保證辦事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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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性騷擾政策(教委會政策第5166條)
申訴程序:
性騷擾申訴必須向學校校長/其指派人士或教師提交。當事人若感到尷尬，可向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提出申訴。每間
學校均備有性騷擾/歧視申訴表供家長索取。申訴也可以口頭形式進行。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的辦公室設於公平保證
辦事處，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Third Floor, San Francisco, CA 94102，電話：(415) 355-7334。
學校職員或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必須在收到申訴後十個工作天内完成調查。有關調查及最終報告會絕對保密。
以下是一些額外資料：

I. 禁止性騷擾
1. 根據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5 條，被禁止的性騷擾包括，但不限於，不受歡迎的性示好、性好處要求，以及其他在言
語、視覺或身體上本質為性的行為：
a. 個人對上述行爲的屈服，會顯明或隱含地構成對自己學業或成績有利的一個條件。
b. 個人對上述行爲的屈服或拒絕，會被用作影響自己學業決定的依據。
c. 上述行爲會有以下目的或果效：對個人的學業成績造成負面影響，或製造一個令個人驚恐、對個人不利或使個
人不快的教育環境。
d. 個人對上述行爲的屈服或拒絕，會被用作任何影響自己決定的依據，使自己在學校或通過學校可得的益處、服
務、榮譽，並可參與的教育計劃和活動受影響。
2. 被校區禁止而又可能構成性騷擾行爲的種類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a. 不受歡迎、與性有關的調情或挑逗
b. 與性有關的侮辱言詞、媚眼、綽號、恐嚇、語言傷害、惡言或含貶義的描述
c. 口頭上對個人身體的生動評論，或過份涉及私人的談話
d. 涉及性的笑話、便條、故事、圖畫、圖片或手勢
e. 散播與性有關的謠言
f. 對就讀於單一性別學生過多的班級的同學所說出取笑的話或涉及性的言詞
g. 觸摸他人身體或衣服而帶有性暗示的行為
h. 故意將人逼到一角或妨礙他人正常行動的舉動
i. 限制同學使用教育工具
j. 展示帶有性暗示的東西

II. 通知
1. 校區性騷擾條例副本需通過行政週訊（WAD）的發行過程，送往各校，並且附上指示，飭令各校將性騷擾條例副本
張貼於校務處、教師休息室、家長及輔導中心。
2. 性騷擾條例需於中小學及兒童培育中心的校長會議上派發，並附上指示，飭令各校必須將性騷擾條例張貼於校務
處、教師休息室、家長中心、輔導中心。
3. 性騷擾條例需於每年刊印於發給所有家長的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上。
4. 性騷擾條例需張貼於校區網頁上（在公平保證及特許學校辦事處部門條下）。
5. 每學年初，性騷擾條例必須隨發給家長/監護人的任何其他通告發出（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 條）。
6. 性騷擾條例必須張貼於校長辦公室附近顯眼的地方（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6 條）。
7. 性騷擾條例必須於每季、每學期或每年暑期課程開始時提供給新生，作爲新生輔導活動的一部份（加州教育則例
第 212.6 條）。
8. 性騷擾條例必須刊載於學校或校區任何有關綜合規則、條例、常規及行爲準則的刊物上（加州教育則例第 212.6
條）。
9. 性騷擾條例必須提供給雇員或雇員組織。

III. 執行
學監或其代表需採取適當行動以加強校區性騷擾條例的執行，包括以下所需行動：
1. 清除粗俗或惹人討厭的塗鴉
2. 為教師和學生分別提供在職培訓和教導或輔導
3. 通知家長/監護人
4. 通知兒童保護服務處（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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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取適當紀律行動。此外，校長或其代表可採取紀律措施，懲罰任何被發現作出虛假性騷擾申訴的人。

IV. 性騷擾
教育委員會致力保持教育環境沒有騷擾事件發生，禁止在校内、在學校主辦或與學校有關的活動中，有學生受到同學、雇
員或其他人士性騷擾，並且也禁止對申訴人、證人、協助的人，或參與根據本條例及行政守則所定申訴程序的人作出報復
行爲或行動。

V. 教導/資料
學監或其代表需確保校區所有學生得到適合學生年齡有關性騷擾的教導和資訊，包括：
1. 什麽行動及行爲會構成性騷擾，包括可能發生於同性別人士之間的性騷擾事實。
2. 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不須忍受來自任何人的性騷擾。
3. 鼓勵舉報所目睹的性騷擾事件，即使受害人並沒有作出申訴。
4. 應該向誰舉報。

VI. 申訴程序
1. 須讓所有學生知道行政守則第 5166 條有關騷擾/歧視申訴程序的存在。學生要求時，校長或其代表需提供行政守則副
本給學生。
2. 任何學生，如感覺自己曾為性騷擾目標，可依照行政守則第 5166 條規定，向校長、校長代表、教師或第九條申訴管理
協調員提出申訴。
3. 任何學校雇員需於收到申訴後 24 小時内，將事件報告校長或其代表，不論受害人作出申訴與否。
4. 若性騷擾涉及校長或校區其他雇員，而校長或校區其他雇員通常又是接受報告的人，收到學生報告或目睹事件的雇
員，就應向無歧視協調員、學監或學監代表作出報告，不論受害人作出申訴與否。
5. 校長或其代表收到性騷擾申訴後，需依照行政守則第 5166 條規定，立即進行調查。如發現所報告的性騷擾事件確曾發
生，校長或其代表需迅速採取適當行動，以終止騷擾，並處理騷擾對受害人所造成的影響。校長或其代表也需告知受
害人可採取什麽可行補救辦法，並需向學監或其代表提交報告，以及將事件轉介至所規定執法機關處理。

VII. 紀律措施
1. 任何學生，如在學校主辦或與學校有關活動中對任何人進行性騷擾，即違犯本條例，需接受處分。4 至 12 年級學生的
處分可能包括停學及/或被開除，而在進行有關處分前，需對事件的整個情況詳加考慮。
2. 校區也需對任何有性騷擾/歧視行爲的雇員採取任何適當行動。
VIII. 記錄保存
學監或其代表需保存一切有關性騷擾舉報的紀錄，而有關性騷擾的申訴及聲稱則需保密，除非為使校區能對在學校重復出
現的騷擾行爲加以監控、處理和防止，或除非有必要透露資料，以促進調查工作和其他必要補救行動之進行，或使監控行
動能以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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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6 月 30 日，需將性騷擾申訴記錄呈交學監。

IX. 保密
法律規定，所有申訴需嚴加保密。

X. 報復
三藩市教育委員會禁止對提交申訴、舉報歧視或參與申訴程序的人有任何形式的報復行爲，並且禁止對申訴人的地位與
工作安排，或對學生/申訴人的成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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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知書
a) 強制性報告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向三藩市警察局報告
遇到下列情況，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通知執法機關：
1.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就學生可能涉及藏毒、販毒
或藏有受管制藥品的行為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2(c)條) 通知執法機關。
2.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就在學校地帶（包括校内、
學校場地或學校 1000 呎範圍内）藏有武器(加州教
育則例第 48902(c)條、刑法第 626.9 條)通知執法
機關。
3.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就學生在學校或學校場地藏
有匕首、短劍、冰錐、刀（刀口長於 21/2 吋）、折
刀（可鎖定位置）、剃刀（刀口沒有保護套）、電
槍/眩暈槍、氣槍或鐵彈槍、漆彈槍 (加州教育則
例第 48902(c)條、刑法第 626.10（a）條)通知執
法機關。
4. 校區雇員被學生襲擊、毆打，或人身安全受到學生
威脅時，雇員自己及其知情上司需即時報告執法機
關(加州教育則例第 44014 條) 。
5. 學生被停學或開除後一上課天內，校長或其指派代
表需通知執法機關有關以下事：學生藏有、使用、
出售、供應或服用任何受管制藥品、酒精類飲品或
麻醉劑；或非法出售或談判出售看似但據稱是受管
制藥品、酒精類飲品或麻醉劑(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2(b)條、48900(c)、(d)條) 。
6. 校長如因學生用槍支、槍支以外的致命武器或器
械，或用任何可能使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的方法襲擊
別人而處罰學生停學，則必須於執行停學處分前通
知執法機關。(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2(a)條、刑法
第 245 條) 。
7. 事件如涉及性侵犯，除向兒童保護服務處（詳情見
下）報告外，還須報告執法機關。
8.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必須就 1) 學生或非學生在校內
藏有、販賣、或提供槍械；2) 學生或非學生在校
內藏有爆炸物(聯邦法，2009 年 10 日修訂) 通知警
察、校園保安或駐校警察。
法庭緩刑學生
當學生違犯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0 條，學生支援服務處
或學校人員將通知感化官。學生在緩刑期間必須勤到出
席上課及遵守紀律規定。
法定執行 – 開除學生
警務人員若提出合理證據，校長或其指派代理人即有權
在校內拘捕學生。在這情況下，校長應立即通知該學生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告知有關其子女被警方拘捕及
被捕地點。若該學生為虐待受害人在受保護期間，則例
外。在這情況下，校方人員應將該學生家長／監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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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顧人住址電話等告知警務人員（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06 條）。
校長或其指派代表依法執行，報告兒童保護服務機構
學校人員既須依法執行，報告有關當局，所以若知道或
觀察到自己認爲或合理懷疑某兒童被虐待或不獲照管，
就需立即或盡早打電話報告兒童保護服務處，並且於知
道事件後 36 小時内，撰寫報告，傳真到兒童保護服務
處。兒童保護服務處熱線：(415)558-2650、(800)8565553。
兒童被虐待或不獲照管的情況包括（1）蓄意對兒童身
體造成傷害；（2）性虐待或性侵犯；（3）不照管（應
負責給予兒童健康的人，並不給予兒童照管或粗暴對待
兒童，對兒童的健康造成傷害或威脅）；（4）蓄意傷
害兒童，或危害兒童的健康；（5）非法體罰或傷害。
兒童被虐待或不獲照管的情況不包括：兒童彼此間的毆
鬥；警官執行職責範圍内的任務時，因使用合理武力，
以致兒童受傷害，或學校人員平息一場對人身體有威脅
或對財物有損害的騷動時，因出於自衛，或從學生手上
奪過武器或其他危險物品，而使用合理和必要的武力。
虐兒調查
警方及/或兒童保護服務處官員(1)持有法庭令或法庭手
令，(2)得到家長同意，或(3)在緊急情況下，有權就虐
兒指控到校面見兒童。
b) 聯絡警方，尋求幫助
(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決議案 92-23A6，1999 年
6 月 22 日通過）
三藩市聯合校區希望與三藩市警察局繼續合作成功，確
保校區學校校園安全，並加強校區師生的安全教育和學
校與學生家庭之間的信賴關係。此外，校區明瞭青少年
學生有不法行為，經法庭處理的嚴重後果，務求學生避
免觸犯法紀。因此議決如下：
A. 向警方求助：學校教職人員及校長只在下述情
況始要求警方協助：1）需要護衛學生及學校教職
人員的安全；2）法律規定；或 3）有犯罪行爲者
不是學生。若校區内部的紀律程序能安全與適當地
處理，就不需請求警方協助。
B. 向 警 方 求 助 程 序 ： （ 1 ） 情 況 危 急 時 ， 致 電
911、駐校警察（SRO）或任何警務人員，並且盡
快通知校長；（2）若學生或教職人員沒有即時危
險，一名教職人員應聯絡校長，決定是否向警方
求助，以處理涉及學生犯罪行爲的事件（準則以
A 段為根據）：（3）通知領導、公平、成就及規
劃(LEAD)處，並且當日提交書面報告，詳細描述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警方對事件採取什麽行動。若警方在不合適的場
合介入，校區就需作出糾正措施。
C. 警務人員執行的職責：在輔導、教育計劃或其
他與學校有關活動的事上，教職人員及校長應鼓
勵警務人員與學生進行非正式接觸，但在開除聆
訊的事上，卻不應請求警務人員與學生面談或搜
集證據，除非認爲不這樣便會對自己或別人構成
危險。
D. 警方面談：除非懷疑學生被虐待，否則學校必
須立即通知學生家長，包括致電緊急事故聯絡卡
上所有電話，即工作電話、傳呼電話及學生提供
的任何電話。學校必須告知家長來校原因及接受
警務人員盤問，如無法與家長聯繫，學校應讓學
生選認一名在校成年人代表回答警方盤問。
校區歡迎各位就安全學校議決及與三藩市警察局合作事
提供意見。如提供意見，請利用本手冊第 137 頁的安全
學校議決委員會意見表。
c) 學生記錄

1) 查閱學生記錄
(a) 年齡在十七歲或以下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看顧人；
（b）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而依靠父母生活學生的家長/監
護人/看顧人；c） 年齡在十六歲以上或合資格就讀專
上院校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皆可查閱學生記
錄。
記錄檔案管理：每一學生的檔案記錄將設一查閱者登記
表，不論任何人或機構要求或取用檔案內的資料，一一
列在登記表上。若要查閱登記表，應直接往見校長。
（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4 條）
分數：學生的分數由教師決定。若並非有錯誤，作弊，
欺詐，不及格等原因，則該學生的成績便作決定。若不
可能穿體育運動衣服，不會影響體育成績。（加州教育
則例第 49066 條）
學生進度：每一學校均遵照規定，在每一規定成績計算
階段，對各學生作學習成就評估。若任何科目有不及格
的可能，則與該學生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會談或以書面
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不出席
會議，不理會書面通知，並不會排除使學生在評分期末
不及格的可能。（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7 條）
轉學成績：任何學校對轉學學生要求一份轉學成績記
錄，應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他們有權獲得子女的
成績記錄副本或提出反對。（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8
條）

查閱記錄：在日常上課期間，可隨時查閱學生記錄，但
事前須向校長提出要求。並在提出日起五天內獲得允
准。（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9 條）
記錄資料：包括學生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及地點、
主要修讀學科、所參加獲正式認可的活動及運動，運動
隊隊員的體重及體高，參加日期，該生的成績及獎項，
及最近期就讀的公校及私校（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1
（c）條）。上述資料可提供予學校資助的家長組織、
未來顧主、私校或大學、新兵招募處、執法機關、提供
支援服務給學生及家長的地方、州與聯邦政府機關（包
括可利用這些資料以核實參與全國免費及減費午餐計劃
學生的資料的機關，例如三藩市社會服務局和加州教育
部）。若家長/監護人書面提出請求，則不得對其他任
何人公開資料。（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通知校區其子
女的記錄資料必須保密，則校區不得將資料提供給上述
任何或所有機關組織。）
另一組的資料包括以下的學校出版物，可供上述有關組
織或任何公眾人士索取。公眾人士因為在學校活動舉行
時在場，故可能會索取以下文件副本：
• 顯示出學生在戲劇製作中所扮演角色的戲劇演
出節目單；
• 可能載有學生照片、活動記錄或學習領域的年
刊；
• 優異生名單或其他公開張貼的嘉獎名單；
• 可能印有學生姓名、所獲學位及榮譽的畢業禮
程序表；
• 可能印有學生姓名、身高及/或體重資料的體育
活動單子。.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若不想子女的記錄資料被公開，必
須向校長作出書面要求。校長於收到家長/監護人/看顧
人有關不想子女的記錄資料被公開的通知後，就不能向
上述任何一個或所有機關組織公開有關學生的記錄資
料。然而，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未能及時通知校長，
校長就很難防止學校印刷刊物上的學生資料不被公開。
加州學校資訊系統：三藩市聯合校區參加加州學校資訊
系統，透過電子轉轉移方式將學生數據報告加州教育部
及學生需遞交資訊的校區及/或學生申請入學的公立專上
院校。加州學校資訊系統所保存的數據皆符合聯邦及加
州隱私及保密規定。參加加州學校資訊系統對學生及家
長皆有好處，使學生記錄可以遞交得更快，並且有關學
生的評估及學術安置在遞交時即可獲得。學校及校區也
可從中得益，簡化向州作出規定的報告和減少麻煩。家
長有權檢查加州學校資訊系統所保存的學生資訊。如想
啟動這程序，請聯絡學校校長。
資料統計：校區可以自行決定提供不能認出學生身份的
統計資料予公共機構或私立非牟利大學，大學研究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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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或發展機構，若此作為會對學生的教育方面有
裨益的，同時並不會指認任何一學生（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74 條）。若你認為校區沒有遵守聯邦法令有關記錄
保密的規定，可向美國教育部申訴，地址：50 United
Nations Plaza，San Francisco，電話：556-4120。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及合資格學生，將會在其特殊教育
記錄毀滅前，先接獲通知。
有關書面請求校區對子女資料保密不對外發表，必須在
接到通知書後三十天內遞交請求書。
學生入學時，校區必須通知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有關學
校設有為學生印指模的服務。
各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如有需要，可提出請求。詳情可
向學校校長查詢。

2) 家庭教育權利暨隱私法案及保障學生權利之中小學
權利通知書
家庭教育權利暨隱私法案（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簡稱 FERPA）賦予 1）17 歲
及以下學生的家長；2）18 歲及以上學生的家長，若學
生在報稅單上被列爲受扶養人；3）18 歲及以上的學
生，或就讀專上學府的學生（稱爲 “合資格學生”）
若干權利，而這些權利與學生的教育記錄有關，簡述如
下：
1.於學校收到查閱請求日起計 45 天內，有權查閱學生
的教育記錄。
家長或合資格學生應向校長（或適當學校人員）提交書
面請求，指明所想查閱的記錄。學校人員將作出安排，
通知家長合資格學生查閱記錄的時間和地點。
2.家長或合資格學生若認為學生的教育記錄不準確或誤
導，有權要求修改。
家長或合資格學生若認為某記錄不正確或誤導，可要求
學校作出修改。手續是向校長或適當學校人員）去信，
清楚指明記錄哪部份想修改，並且說明不正確或誤導的
原因。學校若不應家長或合資格學生的請求，將記錄修
改，需將決定通知家長或合資格學生，告訴他們有權申
請聆訊，要求修改。家長或合資格學生接獲聆訊權利通
知時，將得到有關聆訊程序的進一步資料。
3.同意透露學生記錄上個人資料的權利（家庭教育權利
暨隱私法案不需同意而授權透露者除外）。
有一例外可不需同意而透露學生個人記錄，就是向依法
執行教育任務的學校人員透露。學校人員指學校僱用的
人員，有校長、主管、教師或支授人員（包括衛生或醫
務人員及執法單位人員）；教育委員會委員；與學校簽
約執行任務的人或公司（例如律師、核數師、醫療顧問
或治療師）；或出任官方委員會（例如紀律或申訴委員
會），或協助另一學校人員執行職務之家長或學生。學
校人員若需查看某教育記錄以完成自己的專業職責，便
是依法執行教育任務。
學生向另一校區尋求報名或打算報名時，學校可不需同
意而將教育記錄向另一校區官員透露。[ 註：家庭教育
權利暨隱私法案規定，校區需作出合理嘗試，通知家長
或學生有關查看記錄的請求。
92

4.向美國教育部申訴學校涉嫌不遵守家庭教育權利暨隱
私法案規定的權利。
負責執行家庭教育權利暨隱私法案機關的名字及地址如
下：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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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或學生家庭的精神或心理問題；

查，及收集、透露或使用個人資料作傳銷、出售或分發
給別人的用途時，作出安排，保護學生的隱私。校區起
碼在每學年開始時，直接通知家長有關這些政策；政策
有重大改變後，另通知家長。學生如已獲安排參加特定
活動或以下所指的問卷調查，校區也將用美國郵政或電
郵，直接通知學生家長，讓家長有選擇機會，不讓子女
參加有關活動或問卷調查。學年開始時，校區若知道有
關活動或問卷調查舉行的確實或大概日期，即通知家
長。若問卷調查或活動是在學年開始後才安排，家長將
獲得合理通知，有關下列已計劃的活動及問卷調查，並
且獲得機會，選擇不讓子女參加，同時也可以審閱有關
的問卷調查。下面是這規定所包括的活動及問卷調查：

3. 性行為或態度；

y

收集、透露或使用個人資料作行銷、推銷或分銷給
別人的用途。

5. 嚴厲批評其他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家人；

y

6. 與法律承認有特殊地位人士（例如：律師、醫生或
牧師）的關係；

進行任何全部或部份不受國家教育部經費資助的受
保障資料問卷調查。

y

上述任何非緊急、用針等刺進身體的身體檢查或
測驗。

保障學生權利修正案 (PPRA) 賦與家長某些權利，有關
以下我們所做各事：問卷調查，搜集及應用資料作行銷
用途，和某些體格檢查。這些權利包括：
於要求學生回答涉及以下一個或多個受保障領域（“受
保障資訊問卷調查”）的問卷調查前，先徵得家長同意
（假如問卷調查是全部或部份由美國教育部的計劃所資
助）：
1. 學生或學生家長的政治聯繫或信仰；

4. 非法、反社會、自我證罪或不良的行為；

7. 家長或學生的宗教實踐、聯繫或信仰；或
8. 收入（法律規定用以決定是否合乎計劃資格者除
外）。

家長如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侵犯，可向以下部門提出申
訴：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收到通知及得到機會，使學生得以選擇：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1. 不參加任何其他的受保障資訊問卷調查，不管那些
問卷調查是由何種經費資助；
2. 除聽覺、視覺及脊柱側凸檢測，或州法律批准或規
定的身體檢查外，不接受就學規定、由學校或學校
代表進行的非緊急、用針等刺進身體的身體檢測，
並且這些檢測對保障學生的即時的健康及安全並非
必要；及
3. 不參與收集、透露及使用個人資料的活動，而這些
個人資料是從學生得來，作行銷、推銷或分銷給別
人的用途。
在請求時，並在進行或使用前，審查：
1. 給學生的受保障資訊問卷調查；
2. 從學生收集個人資料時所採用的方法，而從學生收
集的個人資料是為了達到上述行銷、出售或分銷給
別人的目的；及
3. 課程所採用的教材。
學生若是 18 歲或是在州法律下已脫離父母監護權，上
述這些權利則從家長轉移到學生身上。
就家長這些權利的事，三藩市聯合校區經咨詢家長後，
已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並且在進行受保障資料問卷調

Washington, D.C. 20202-5901

3) 校區加州健康兒童問卷調查及青少年危險行為

問卷調查資訊
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聯同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和加州教
育部，將於 2010-2011 學年期間，分別對校區所屬學校
6-12 年級學生及 5、7、9 及 11 年級學生進行青少年危
險行為問卷調查及加州健康兒童問卷調查。
參加班級將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出。較小型學校可能所有
班級都需參加。調查結果將於 2011-2012 學年供校長、
教職員及家長/看顧人參閱使用。
調查內容：調查監控六類最影響青少年學生及年輕人健
康的問題 — 導致意外受傷和暴力行為：學校安全問
題；吸煙問題；喝酒和其他使用藥物問題；導致意外懷
孕及性病問題，包括愛滋病感染；不健康飲食問題；缺
乏體力活動問題 — 以及環境與個人強項和資產問題。
這兩項問卷調查每兩年進行一次。
參加純屬自願：你不一定需要參加問卷調查。參加學生
只需回答自己想回答的問題，並且可於任何時間停止作
答。請囑咐子女盡量參加，使我們能夠繼續為你子女和
其他學生提供支援服務，以及改進健康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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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記名方式進行：調查或數據不會記錄或附有姓名。
調查結果在嚴格控制的情況下披露，確保姓名保密。
家長/監護人獲隨機抽樣挑選參加問卷調查者，將於進行
前接獲更多資料。五、六年級學生需獲家長/監護人批准
才可以參加。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家長如不想子女參加，
需向子女教師提出書面要求。
查詢詳情：加州健康兒童問卷調查和青少年危險行為問
卷調查分別由 WestEd （一個公共、非牟利教育組織，
網址：www.wested.org/hks ）和加州教育部（網址：
www.cdc.gov/yrbs ）制定。如想有人用電話將問卷調
查問題讀給你聽，或你想與有關人見面以細看問卷內
容，請致電 242-2615，與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聯絡。

須起碼上課一天，而因此緣故的缺席每月不得超過
4 天。（加州教育則例第 46014 條及校區政策第
6301 條）
3. 無故缺席定義見本手冊第 36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05 條)
4. 住在醫院或其他住宅健康設施的臨時殘障學生將被
視為符合就學居住要求，條件是醫院需位於校區範
圍內。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07 條)
5. 上述學生符合接受個別教學資格，惟通知校區有關
學生居於合符規定醫院的基本責任在家長/監護人身
上。(加州教育則例第 48208、48206.3 條)

4) 加州地方教育機關(LEA)支付帳單選擇計劃
三藩市聯合校區與加州衛生服務部及加州教育部合作，
推行一項計劃，容許校區因提供合資格學生指定的健康
服務（例如，但不限於，適當地規定的特殊教育健康評
估），從聯邦醫療補助取回已付的費用。根據地方教育
機關的條例與準則，我們讓你知道，合資格學生的紀錄
可能會交由校區的帳務機關處理，並會以保密方式進
行。服務提供者與校區簽有合約，其中有一條款特別規
定，不得不適當地將資料披露。合約也規定，如披露任
何健保或醫療資料，必須完全遵照聯邦健康保險轉移及
責任法案（Federal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
Accountability Act，簡稱 HIPAA)進行。
目前由此計劃提供給所有學生的學校健康服務將不會改
變。學生不會不獲得他們上學所需的服務。

6. 傳染病控制及學生接種疫苗資訊見本手冊第 132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03 頁）
7. 給學生服食處方藥物通知書見本手冊第 122 頁。
（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23 條）
8.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可向校長作出書面要求，豁免
子女接種疫苗及/或接受體檢；學生如有下列充分理
由，將不用上學：
A. 患上傳染性疾病：或
B. 沒有接種疫苗，有接觸傳染病的危險。（加州
教育則例第 49451 條）

5) 轉移記錄
由於欠交費用，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提出要
求，向校區或學校索取學生記錄時，將不會加以拒絕
（加州法規第 5 章 438C 條）。

9. 有關接受性健康教育及不想子女接受性健康教育通
知書見第本手冊 21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51938
條）
10. 有關半日時間表及教師培訓日資訊見本手冊第 8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c)條）

d) 其他年度通知書

1)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年度通知書
學年開始時，校區就不同權利和責任問題，發給家長/
監護人/看顧人相關通知書。這些通知書如下所列，按
規定需列入本手冊中：

11. 投資未來專上教育或大學教育對你子女的成功來說
至關重要。家長應考慮適當投資選擇，包括（但不
限於）美國儲蓄債券。（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d)
條）

1. 學生紀律守則，見本手冊 52-55 頁。（加州教育則
例第 35291 條）。

12. 有關學生必須通過家長高中畢業考試才能高中畢業
的資訊見本手冊第 12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e)條）

2. 學生在上課時間要離校參加宗教或道德倫理活動，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必需書面通知學校，惟學生必

13. 與學生有關的校區性騷擾政策見本手冊第 87 頁。
（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g)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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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區學生入學申請指引就現行入學與課程選擇和就
學居住要求提供簡要說明。（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h)條）
15. 有關因事請假後補回功課權利的資訊見本手冊第 36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j)條）
16. 有關申請州經費以支付大學預修測驗費用的資訊見
本手冊第 11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48980(k)條）
17. 有關加州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入學規定和網址的資訊
見本手冊第 19 頁。（加州教育則例第 51229 條）

通知家長，容許家長參與輔導過程及作出決定。
（加州教育則例第 221.5(d)條）
24. 有權拒絕參加教學中對動物有害的活動 – 學生可
選擇不參與對動物有害的專題作業。（加州教育則
例第 32255-32255.6 條）
2) 2001 年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NCLB）
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規定，家長/監護人/看顧人有以
下權利：

•

教師、助教專業資格的資料：家長有權請求得到有
關任教子女教師和助教專業資格的資料，包括：教
師是否符合州的規定，具備應有的資格及執照，能
勝任任教年級及科目；教師是否因為特殊情況，得
到緊急准許證或其他臨時身份而任教；教師大學時
的主修；教師是否持有高級學位和高級學位所修讀
的科目是什麼；是否有助教提供服務給你子女，若
有，則該助教具有什麼資格。若學生已由一名不合
乎應有資格的教師任教，且任教已超過 4 個星期或
以上，校區則需通知該生家長。

•

個別學生的州評鑒測試資料：家長有權提出請求，
獲得子女每個州評鑒測試的成績資料。

•

英語能力有限學生：法案規定，校區必須事前通知
英語能力有限學生的家長有關其子女的課程，包括
被鑒定為英語能力有限的原因、接受語文學習課程
的需要、學生的英文程度及評量方法、學生學業成
績狀況、可修讀課程所用的教學法、所建議的課程
將如何滿足學生的需要、課程如何進行、家長讓子
女退修或開始時不報讀某科的選擇權，以及轉讀非
為英語能力有限學生而設的班的預期比率。

•

計劃改善學校：學生的學校一旦被鑒定為計劃改善
學校，校區需通知家長，并且讓家長知道選校及得
到補充教育服務的機會。

•

不向軍隊招募人員透露學生資料：家長可提出書面
請求，在未得其書面同意前，校區不得將其子女的
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招募人員。

18. 有關職業教育及詳細職業教育的網址，以及如何約
見學校輔導員討論選課以符合加大/州大入學規定，
或如何報讀職業教育等資訊，見本手冊第 20 頁。
（加州教育則例第 51229 條）
.
19. 備有植物乳液保險套：有高度效能，可防止 HIV 過
濾性病毒菌或愛滋病菌的傳染。
三藩市公立高中學生可在就讀學校取得植物乳液安
全套。社區的合法保健機構供應有關如何避免或減
少個人傳染愛滋病，HIV 病毒的資料，有關其他性
行為傳染病毒的危險，並設有安全套備索。資料包
括節制性行為及安全套失效。學生可隨自己意願參
加這項計劃，若參加的話，可秘密尋求生育健康服
務（見下面“學生接受保密醫療服務而缺席”那一
節）。
20. 課程摘要 – 三藩市聯合校區各校備有課程摘要和
學術標準供索閲（加州教育則例第 49063 K 條）。
21. 英語教育 – 加州法律規定 ，所有學生學習英語
時，教師必須以英語授課 。然而 ，在特定環境
下 ，家長若事前提供同意書（需每年提供），以表
示清楚明白，這規定就可以獲得豁免。查詢詳情，
請聯絡校長。（加州教育則例第 305 及 310 條）
22. 不能強制家長/學生參與的活動 – 學校不可要求
學生或學生家長參與以下活動： a) 對學生家庭生
活的素質或性質進行評估、分析或監察；b) 對家長
進行測試；c) 非學術性居家輔導計劃；d) 家長培
訓；或 e) 硬性規定參與家庭教育服務計劃。(加州
教育則例第 49091.18 條)

3) 學生接受保密醫療服務而缺席
自 1986-87 學年度開始，每校區的教育委員會，將在每
一學年度通知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及校區所有家長/監護
人/看顧人，有關學校准許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在上課時
間離校接受保密醫療服務，不必得到家長/監護人/看顧
人同意。（加州教育則例第 46010.1 條）

23. 職業規劃之性別平等 – 無論職業輔導或選科（七
年級開始選科），需保持性別平等，并且舉行前需
視覺及聽覺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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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初次入讀加州小學學生規定由學校護士或其他有合法
執照的醫務人員負責進行視覺及聽覺檢驗。但若家長/
監護人/看顧人以書面形式向子女就讀學校的校長表
明，遵守上述規定有違子女的宗教信仰或道德信仰，則
該學生可免接受視覺及聽覺檢驗。（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55 及 49452 條）

主要成份

所用典型商業產品

Bacillius
thuringiensis

蚊液“Mosquito Dunks”
(10.31% BTI，廠牌：Summit
Chemical，美國環保局登記號
碼： 6218-47)

subspecies
israelensis
(“BTI”)
(S)-烯蟲酯（“烯
蟲酯”，化學成份
摘要編號：
65733-16-6）

加州口腔健康規定
幼稚園或一年級新生必須具備由一名註冊牙科專業人士
進行的牙齒檢查證明文件。文件必須於入學那一年 5 月
31 日或之前提交 。（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52.8 條）

Altosid Pellets水溶性袋劑
(WSP)
(4.25%烯蟲酯，廠牌：
Wellmark International, 美
國環保局登記號碼： 2724448)

保密
在接受學校輔導員輔導過程中，由 12 歲或以上學生提
供，或該學生由家長/監護人提供的任何個人資料將予以
保密。這類資訊不會成為學生學校記錄的一部份，除非
獲得家長書面同意，或在法律規定有限情況下，才可以
披露、討論或參考。至於這些環境是什麽，學生可於尋
求輔導前，先與輔導員討論。（教育則例第 49602 條）

Altosid Pellets (4.25%烯蟲
酯，廠牌：International，美
國環保局登記號碼 ： 2724448)
礦物油 (“加氫處
理輕環烷基蒸餾
油”，化學成份摘
要編號： 6474253-6

健康計劃（高中）
校區在大部份高中皆設有健康計劃。提供生理健康和精
神健康服務。健康計劃工作人員包括：校區護士、精神
健康輔導員、濫用藥物輔導員、社工和健康外展員。

•

作爲三藩市縣及市政府西尼羅 病毒應變計劃一部
份，一名領有執照的防蟲鼠人員根據三藩市公共衛
生部門與校區的指示工作，或在極少數環境底下，
校區人員定期將下面其中一種殺蟲劑放入三校區各
校及其他戶 外地方的集水溝渠入口處下的容器，以
防止帶有疾病的蚊蟲繁殖：

(98.7%礦物油)

除了上述情況外，三藩市聯合校區不會預先計劃或
安排在學校物業上或四周施用殺蟲劑。但萬一遇到
對健康與安全構成威脅的情形 (典型例子是：物業
遭到跳蚤或嚙齒動物侵襲) 或學校設施遭到白蟻破
壞，而造成建築結構嚴重損壞，則可使用上述以外
的殺蟲劑。使用前將通知受影響學校的家長及監護
人。

2.

每次使用殺蟲劑前，家長或監護人如需書面通知，
學校需為家長或監護人作出申請登記。

加州 2000 年健康學校法案規定，加州所有校區需通知
家長及監護人有關學校使用殺蟲劑的事。規定如下：

於年中使用殺蟲劑的事，包括說明將用殺蟲劑的名
稱及主要成份。

Golden Bear GB-1111 殺滅蚊
幼蟲劑

•

4) 2000 年健康學校法案使用殺蟲劑通知

1. 校區必須每年書面通知家長及監護人有關校區打算

Altosid XR Briquets (2.1%烯
蟲酯，廠牌：Wellmark
International，美國環保局登
記號碼 ：2724-421)

如需書面通知，請使用第 136 頁的表格，並用以下
任一方式將填好的表格提交至：
z

郵寄地址：
San
Francisco
District

Unified

School

Environmental Health Office
135 Van Ness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02
Attention:HSA Notification Request
96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z

傳真號碼： (415) 355-7305
請 在 傳 真 封 面 頁 寫 明 “HSA
Notification Request”

z

電郵地址： hsa2000@sfusd.edu

請在事由行（subject line）寫下“HSA Notification
Request”，並在正文回應表格上填寫所要求的一切資
料。
我們會視乎收回的書面通知需求量有多少，才決定是否
以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逐一發出通知信，或由學生將通
知信帶回家轉交家長及監護人。
有關殺蟲劑及減少使用殺蟲劑的詳情，請瀏覽加州殺蟲
劑管理部的網頁： http://www.schoolipm.info/。
(加州教育則例第 17608 條 及以後 與第 48980.3 條。
食物與農業法令第 13180 條 及以後。)

5) 石棉檢查公告
校區遵照 1986 年石棉危險緊急應變法案（AHERA）指令
美國環保局所訂條例規定，已對所屬一切於 1986 年前
興建建築物的課室（幼稚園至 12 年級）進行檢查，以
測定建築材料是否含有石棉或建築材料内石棉的狀況。
初步檢查已於 1988 年完成，之後按環保局規定，定期
每 6 個月對鑒辨出含有石棉的建築材料進行監察一次，
並每 3 年對建築物重新進行全面檢查。所有檢查工作皆
由具有認可資格的檢查員執行。
學校的檢查結果與管理計劃（内有如何保養含有石棉建
築材料以防止石棉纖維剝落的詳細説明）由一名具有認
可資格的石棉管理專業人員收集起來，加以審核。這些
報告放於紅色封面的文件夾内，發給每間學校，放校務
處供查閲。校區石棉控制計劃辦事處（地址：135 Van
Ness Avenue, Room 203A, San Francisco, CA
94102）存有這些報告及管理計劃的複印本。

6) 公告：校區第九條規則申訴管理協調員
民權法第九條規定，“在接受聯邦資助的任何教育計劃
或活動下，不得基於性別理由而拒絕任何人士的參與，
或剝奪任何人士享用計劃所提供福利的權利，或對任何
人有歧視。”
第九條申訴管理協調員提供有關不歧視的政策和申訴程
序；確保經常和定期提供適當訓練；監督校區回應性騷
擾指控所採取的行動。

如需有關第九條資訊、申訴程序及決議副本，或需
幫助，了解如何提交申訴，請致電355-7334，聯
絡第九條申訴協調員。
7) 致力維護所有移民學童的教育權益，反對移民及海
關執法局最近的突擊搜捕行動
（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決議案第 74-24A2 條摘
要）
2007 年 4 月 24 日，教育委員會通過決議案第 74-24A2
條，致力維護所有移民學童的教育權益，反對移民及海
關執法局最近的突擊搜捕行動。教委會在決議案中陳述
對提供公立教育的承諾，無分學生的移民身份，並且制
定以下程序，供校區職員遵守。在沒有適用的聯邦、
州、地方法律或條例，或地方法令，或法庭命令的情況
下，校區需遵守以下指引：
1. 校區職員不得以學生沒有合法身份的緣故而對待他
們有別於其他學生，以達到居民身份認證的目的；
2. 校區職員不得查問學生的移民身份，包括要求學生
在最初辦理入學時間或其他時間出示合法身份證明
文件，例如綠卡或公民證明文件；
3. 校區職員不得無理查問學生或學生家長，以達到揭
露學生或學生家長移民身份的目的；

（聯邦法規，第 40 章 763 條 E 款）
4. 校區職員不得要求學生申請社會安全號碼，而校區
也不應要求學生提供社會安全號碼；
5. 若家長及/或學生對自己的移民身份有疑問，學校職
員不得將他們轉介至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6. 校區的一般政策是不容許任何個人或團體進入學
校，以免學校的教與學受到干擾。教委會認爲，移
民及海關執法局官員在學校出現，可能會令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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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學受到干擾。因此，學校需將移民及海關執法
局進入學校的請求轉呈學監辦公室審閲，以作定
奪。
7. 學校應將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取得文件的請求轉交校
區法律事務處，由該處咨詢學監後，再作出是否將
有關文件交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
必須提供所有家長這校區新政策，讓他們充分知道自己
的權利。此外，這新政策必須備有翻譯本供家長索閱。
所有學校必須備有議決副本供索閱，並且必須遵照決議
一般指引和原則辦事。最後，必須諮詢校區雙語教育社
區委員會、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灣區移民權益聯
盟、移民法律教育網絡、三藩市移民權益委員會、市長
辦公室及其他移民社區組織，讓它們有份參與監督這政
策之成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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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過重。體重過重兒童患上糖尿病的機率高
達兩倍以上。

e) 2 型糖尿病資訊
(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52.7 條)

說明

z

家族成員患有糖尿病歷史： 很多受影響的兒童
及青少年起碼父母其中一人患有糖尿病，或家
族明顯有患上糖尿病的歷史。

z

欠缺活動：欠缺活動會進一步減低身體對胰島
素的反應。

z

特別族群：美洲原住民、非洲裔美國人、西班
牙裔/拉丁裔、或亞裔/太平洋島民比其他族裔
群較易患上 2 型糖尿病。

z

青春期：青春期的年輕人較年紀較輕的兒童容
易患上 2 型糖尿病，原因可能是在這發育和成
長快速階段中，正常的荷爾蒙水平上升，導致
胰島素起抗拒作用。

2 型糖尿病是成年人中最常見的糖尿病。
z

z

數年前，2 型糖尿病在兒童中十分罕見，現在
則變得較為常見，特別是在體重過胖的青少年
中。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2000 年後出生
的美國兒童中，三人中便會有一人終生患上 2
型糖尿病

2 型糖尿病影響身體使用糖（葡萄糖）作能量的方式。
z

身體將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轉化成葡萄糖。葡
萄糖是身體細胞的基本燃料。

與 2 型糖尿病有關的警示訊號及症狀
z

胰臟製造胰島素。胰島素是一種荷爾蒙，將血
液中的葡萄糖輸送到細胞。

z

在 2 型葡萄糖中，身體的細胞抵抗胰島素的影
響，而血糖的水平上升。

z

隨著時間的過去，葡萄糖達到血液的危險高水
平，名之為高血糖。

z

高血糖可能引致健康問題，例如：心臟病、眼
睛失明及腎衰竭。

建議可能有2型糖尿病危險因素的學生接受有關檢
查。

2 型糖尿病的警示訊號和症狀在兒童中慢慢形成，開始
階段甚至沒有症狀。但並不表示，凡對胰島素起抗拒作
用者或 2 型糖尿病患者都有這些警示訊號；也不表示，
凡有這些症狀者都患上 2 型糖尿病。
z

吃過飯後仍感到更加肚餓

z

體重減輕，無法解釋

z

感覺更多口渴和口乾，小便次數頻密

z

感覺十分疲倦

z

視力模糊

z

傷口癒合緩慢

z

皮膚呈現天鵝絨般或暗脊小塊，特別在頸背或
腋下。

與 2 型糖尿病有關的危險因子
z
研究人員並不完全明白爲什麽有些人患上 2 型糖尿病而
有些人則沒有；然而下列危險因子與患上 2 型糖尿病兒
童人數上升有關：
z

女生月經不調、經期不來、及/或面部及身體長
出過多毛髮及體毛

z

血壓高或血液中脂肪水平不正常

體重過胖：兒童患上 2 型糖尿病單一最大因子
是體重過重。美國每五個兒童中，幾乎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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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檢測。經過兩小時後得到的讀數若超過 200

2 型糖尿病預防及治療方法

毫克/分升，則表示為糖尿病。
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幫助預防和治療 2 型糖尿病。
即使家族患有糖尿病的歷史，吃健康食品，數量正確，
和定期運動，可以幫助孩子達到或保持正常體重和正常
的血糖水平。
z

吃健康食品。作明智決定。吃低脂和低卡路里
食物。

z

做更多體能活動。每日做體能活動增至起碼 60

兒童中的 2 型糖尿病是可以預防/治療的。這裡所提供
的指引旨在提高大家對這病的警覺。如有任何疑問，請
致電當值護士，電話：242-2615 。

f) 學生網絡安全行政規則

A. 網絡安全目標與宗旨

分鐘。
z

吃藥。若飲食和運動不足以控制病情， 2 型糖

1.

尿病患者必須吃藥治療。
治療 2 型糖尿病的第一個步驟是去看醫生，讓醫生根據
年齡、體重和高度，去斷定孩子是否過重。醫生也可能
要求孩子接受血糖檢查，以確定孩子是否患上糖尿病或
患有糖尿病前期病（這情況可能導致 2 型糖尿病）。

B. 使用守則與條件
1.

學生使用校區通訊系統，必須遵守本行政規則、相
關的校區與學校規則，以及載於《學生與家長監護
人手冊》內的紀律守則。當校區懷疑有用者使用校
區網絡系統不當時，其法律保障程序權利將受尊
重。

2.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在學年內任何時候，有權撤銷
同意書，改為不同意孩子使用校區網絡系統。撤銷
同意書要求必須以書面方式寄給孩子就讀學校校
長。

3.

使用校區網絡系統學生，將收到有關安全、道德、
法律，及適當使用互聯網與校區網絡系統的指示，
並他們在這行政規則下的權責。

不同類型糖尿病檢測法
z

糖化血紅蛋白（A1c）檢測：量度兩個或三個月
的血糖平均水平。兩個獨立測試的 A1C 若在百
分之 6.5 級或更高水平的話，則表明患有糖尿
病。

z

三藩市聯合校區（簡稱“校區”）為學生提供電
腦、電腦網絡及互聯網服務，目的在實現教學宗
旨，務求達到校區目標。為確保電腦系統使用方式
符合教學宗旨，校區有權限制使用權。

隨機（非空腹）血糖測試：在沒有規定的時間
下抽取的血液樣本，若血糖水平每分升（毫克/
分升）為 200 毫克或更高的話，即意味著有糖
尿病，但這個測試必須用空腹血糖測試才能確

C. 使用不當

認。
z

以下活動為不適當，校區電腦用者（包括學生）不
可進行。校區電腦用者不得利用校區電腦、電腦網
絡及互聯網服務，製造、散佈、存取、利用，或儲
存資料，或從事任何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各項：

空腹血糖測試：經過一晚不進食食物後，抽取
血液樣本。空腹血糖水平低於 100 毫克/分升
表示正常，水平為 100 至 125 毫克/升被視為糖
尿病前期，兩個獨立測試的水平為 126 毫克/升

1.

美國或加州法例禁止的活動；包括（但不限於）傳
送有版權的資料、帶有威脅性或內容淫穢的資料，
或受商業秘密法、校區或學校規例保護的資料；

2.

內容淫穢的資料、色情圖片、性描畫、如刑法
（Penal Code）第 313 條（a）部份所界定的有害
資料，或如兒童網絡保護法案（CIPA P.L. 106-

以上則表明糖尿病。
z

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經過一晚不進食食物
後，喝含糖液體，接著在未來幾個小時內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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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 第 17 章 – 17034 條）所界定的，對未成
年學生造成傷害的資料；

3.

因使用、製造、散佈、存取或儲存資料，導致校區
或個人承擔刑事、民事或行政責任的行為（例如欺
詐、毀謗、種族歧視，或中傷他人、性騷擾等）；

4.

違犯版權條例；

5.

讓其他網絡用者未經批准而進入任何通訊系統、電
腦網絡或檔案；

6.

讓別人未經批准而存取校區電腦檔案、任何通訊系
統、電腦網絡或檔案內的機密資料；

7.

故意或無意地向他人（即無權觀看密碼或帳戶號碼
者）洩露其他用者的密碼或帳戶號碼；

8.

洩露未成年學生之身份，觸犯教育委員會政策、校
區規例及州與聯邦法律；

9.

利用校區電腦進行個人商業活動；

10. 停 用 技 術 保 護 措 施 （ Technology Protection
Measure），違犯本行政規則。

D. 兒童網絡保護法案
1.

遵照兒童網絡保護法案（CIPA P.L.106-554，第 17
章 1702 條）規定，校區維持一套技術保護準則，
用於校區網絡系統。配置技術保護準則，是為了防
止未成年學生接觸到淫穢的資料、兒童色情圖片，
及兒童網絡保護法案所界定、對未成年學生造成傷
害的資料。

2.

成年人士做系統管理及合法研究時，可以停用技術
保護準則。

3.

任何時候，技術保護準則不可停用，因學生可能正
在使用校區網絡系統；若停用，防止學生接觸違禁
資料的功能將失效。

4.

涉及資料的適當性，校區保留一切決定權。

5.

校區將確保技術保護準則不會不適當地限制教師或
學生使用校區網絡系統作教育用途，以及憲法賦予
學生接觸資訊與知識的權利。有些網址，可能曾遭
技術保護準則封鎖，校區將會予以解封。

6.

學生若認為技術保護準則不適當地封鎖自己正搜尋
的資料，應告知教師有關問題。互聯網監管委員會

（Internet Usage Oversight Committee）將審核
提出的要求，如有需要，在適當時間 內予以解
決。

E. 監管與監視
1.

職員將會監管線上電腦網絡活動，確保互聯網之使
用適合學生本身年齡，及使用方式符合教育委員會
政策、校區行政規則、兒童網絡保護法案，並有關
的聯邦、州及本地法例。

2.

校區將定期分析互聯網使用方式，監視網絡使用活
動。

F.

不適當事宜

除實施技術保護準則外，互聯網監管委員會將繼續檢討
其做法與程序，確保學生繼續遵守網絡安全守則，以及
確保能阻止學生接觸到不適當的資料。

G.

教室內使用

教室內使用電腦、電腦網絡及互聯網提供的資料，應符
合教育委員會政策與校區管理選用教材的程序。教師使
用的教室材料及作業，應適合學生的年齡，並符合課程
的宗旨；教師給予學生的資料，應先自己過目；教師指
導學生進行適當研究，及教導學生分析資料，斷定其準
確性。學生使用通訊與電子資訊資源時，教職員將為學
生提供建設性的指引。教職員將告知學生，身為校區電
腦、電腦網絡及互聯網使用者，自己應有的責任。學生
的責任是遵守所有校規，包括使用校區電腦與電腦服務
的規則。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將確保學生使用電腦時，
得到適當監管。然而，學校不能保證時刻都能直接監管
每位學生。

H. 隱私
1.

校區是所有相關硬件與軟件的擁有者，並有權在任
何時候，對電腦系統、設備及其上的資料，進行檢
查。電腦網絡用者絕無隱私權。校區保留一切權
利，檢查、複製、修改、刪除或向第三者揭露任何
用者已製、已存或已存取的資料，及監視、檢查與
搜查任何電腦檔案。受此條款規限的電腦檔案，指
任何檔案或電子郵件伺服器上（file or e-mail
server ） 、 電 腦 工 作 站 上 （ computer
workstation）、備份媒體上（backup media）、
可 動 媒 體 上 （ removable media ） 、 軟 磁 碟 上
（floppy disk）的檔案，或校區電腦網絡系統任
何其他檔案儲存設備上的檔案。校區將決定哪些使
用網絡系統的方式不適當。用者對於儲存在校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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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腦網絡系統上私人檔案與記錄的內容，或使用校區
電腦網絡系統上網時活動的內容，絕無隱私權。

未得家長∕監護人書面批准及教師同意，勿公
開個人聯絡資料。

聊天室

2. 校區可對學生所用的媒體，進行搜查。

J.

H. 電子通訊

任何時候，校區將監管聊天室的活動。學生先得老師許
可，才可進入聊天室。

1. 學生電子郵件。校區為學生提供與教室共用的電郵
帳戶，作教育用途；學生亦可用非校區電郵供應商
的私人帳戶。學生使用電子郵件時，職員會時刻監
管及監視。

K. 系統保安
1

學生用戶須為各自帳戶負責，當採取一切適當措
施，防止別人盜用自己帳戶，包括保護自己密碼，
不讓別人知道。

2. 學生不得從事以下非法活動：
a.

b.

c.

未經批准，學生不得試圖進入校區網絡系統，
或透過校區的電腦系統進入任何其他電腦系
統，或超越所允許的範圍，包括使用他人帳戶
登入或存取他人的檔案。
學生不得故意破壞電腦系統的性能，或散播電
腦病毒、毀壞數據，或其他性質的破壞性行
為。
學生不得利用校區網絡系統，從事任何非法活
動，例如安排毒品買賣或購買酒精、從事幫派
犯罪活動、對學生安全構成威脅的活動等等。

3. 所有學生應遵守以下電腦網絡禮儀：
a. 透過校區網絡系統溝通時，禁止使用不合宜言
詞，包括（但不限於）公開信息、私人信息，
及張貼於網頁的資料。
b.

勿用淫穢、猥褻、淫蕩、粗鄙、無禮、煽動
性、威脅性，或不尊敬的語言。

c.

勿張貼有毀壞性或破壞性的危險性資料。

d.

勿進行人生攻擊，包括帶有傷害或偏見的侮
辱。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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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用戶如察覺系統保安可能出現問題，當即通知
系統管理員，切勿自己去找出問題，因為這樣做可
被視為意圖非法闖入。
3. 學生用戶應依照校區病毒防護措施行，避免不慎將
電腦病散播。

L. 安全網絡與機密記錄
校區電腦上之學生及雇員記錄屬機密，凡取用這些記錄
者，需同意將所有資料保密，且資料只作合法用途。進
入學生及雇員記錄的活動皆受教育委員會政策、校區規
則以及聯邦、州與地方法律管制。

M. 隱私及通訊安全標準
1. 學生用戶使用校區互聯網系統，包括電子通訊及萬
維網，須遵守下面的隱私及通訊安全標準。
a. 學生不得公開另一未成年學生的個人資料，除非
已得該學生家長同意。個人資料包括該學生的姓
名與其他足以讓別人找出該學生的資料，這包
括，但不限於，家長的姓名、住址或地點、辦公
地址或地點，或電話號碼。
b. 學生用戶將同意不與網上結交的人見面，除非得
到家長同意及陪同。

勿騷擾他人。騷擾指持續地使他人受困擾或感
討厭的行為。若有人警告停止寄出信息，用者
必須停止。

c. 學生用戶收到任何不適當或自己不感舒服的信
息，當馬上通知教師或其他學校雇員。

f.

勿故意或不顧後果地張貼虛假或毀謗某人某機
構的資料。

d. 學生用戶要得到教職員指示後，方可將這些信息
刪除。

g.

所收私人信息，未得寄件人授權，勿轉寄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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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校區網站上公開學生資料
學生資料屬私人性質，受保護。任何學生資料，或足以
令人找出學生身份的照片及／或學生習作的資料，不得
張貼於校區網站，除非得到家長／監護人書面同意。書
面同意書必須於學年初由家長／監護人提交校長。

O. 版權管理
1. 區人員可張貼自己的作品於校區網站，供學生及／
或教職員取用。張貼之舉及擁有權聲言，必須通知
校區行政人員。凡將自己作品張貼於校區網站者，
即表示給予校區任何人員或學生非專屬授權或准
許，可隨意使用這些作品。
2. 有關別人版權擁有權問題，校區將向屬下人員及學
生提供指示，談及他們的權責。
3. 任何資料，不可透過校區互聯網系統傳送，或張貼
於校區互聯網網站，除非符合以下條件：資料屬原
創，為公共所有，使用時遵照版權法合理使用規
定，或得版權持有人准許，可以傳送或張貼。

P. 版權許可
透過校區電腦網絡及互聯網存取的資料，受校區及現行
版權法監管。凡受版權保護之文字或圖形，必須徵得版
權 持 有 人 批 准 使 用 證 明 ， 交 資 訊 總 監 （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或其指派人核準，方可在互聯
網上重新出版。此外，必須有嗚謝聲明，說明得到原作
者書面批准的方法及時間，或提供印刷證明，顯示資料
屬公共所有。

Q. 遠程接達
透過校區核准的安全通訊線路，並得到資訊總監或其指
派人之許可，方可自校區學校或辦公室以外地點，接駁
至校區之安全電腦網絡。任何安裝於電腦上的數據機，
必須得到資訊總監或其指派人的許可。校區公開資料可
透過互聯網得到。校區所有政策與措施，皆適用於校區
互聯網系統，無論遠程接達或在場接達。

的準確性與素質，不負任何責任。用者需明辨各人所得
資料來源。

S. 責任限制
對有些學生來說，使用電腦是校區教育計劃所需，但校
區對使用或不能使用電腦、電腦網絡 或互聯網服務，概
不負責。任何電腦系統皆有流失數據、中斷服務及資料
不正確不可靠的可能。因此，校區對電腦服務或數據，
不作任何保證；對校區電腦所引致的損失或作業流失，
不承擔任何責任；對因未經授權使用校區電腦、電腦網
絡或互聯網所導致的經濟或其他責任，概不負責。
互聯網給學生打開一個寶貴資訊的世界。但互聯網上有
些資訊對年輕人並不適宜，甚至有害。因此家長與監護
人理應留心，校區無從監控互聯網上可得的資訊，對管
制接觸不合宜資訊的事，能力也有限。請家長／監護人
與子女討論，讓子女知道自己的期望，明白什麼活動合
宜。
校區已安裝過濾或封鎖軟體，阻止學生接觸淫褻、色
情、有害的資料，但這些軟體不一定能適當地保護學
生，得以避免接觸這些或其他不宜的資料。封鎖軟體之
安裝或刪除，由校區決定，且受聯邦法律所規限；但電
腦用者仍需自負責任，不去接觸不宜或有害資料。家長
／監護人應注意，學生可能透過校區所屬電腦購物或購
買服務。學生若這樣做，家長／監護人可能需負責。學
生使用互聯網，若有違校區規則，校區並不負責。

T. 放棄帳戶權利
學生離開校區時（即遷移、畢業等），須立即通知系統
管 理 員 或 資 訊 服 務 與 科 技 部 ， 電 話 ： （ 415 ） 2416476，帳戶屆時即失效。

U. 家長／監護人權利
家長／監護人可特別書面請求，不讓孩子使用互聯網或
電子郵件。學年開始時，家長／監護人會得到一份學生
使用互聯網同意書，屆時可選擇不讓孩子使用校區互聯
網系統。家長／監護人有權檢查孩子的電腦檔案，包括
電子通訊，只要資料是教職員可存取的。

R. 保證
V. 違犯行政規則者之紀律處分
校區所提供服務，不附帶任何明示或含隱保證。用者如
有任何損失，校區概不負責。損失包括由於校區疏忽或
用者錯誤疏忽所造成的遲誤、不傳送或服務中斷，引致
損失數據。校區特別表明，對透過其服務而取得的資料

1.

校區與地方、州及聯邦官員通力合作，偵查利用校
區互聯網系統進行之任何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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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使用不當，包括違犯任何這些條件及規則，使用
權可被取消。

3.

如某學生被指違犯了這行政規則，將依學生紀律措
施與規條規定，接受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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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表格
此附錄包含一些家長可能需要的表格，學生於三藩市聯合校區就讀，這些表格是需要的。有些表格只是樣本而已，正式
表格可從學校或校區不同辦事處索取。
家長/看顧人確認收件/同意表格(簽名後將表格交回子女學校)
學生使用校區科技資源同意書家長通告 ........................................................................................................................ 106

拒絕傳媒和社區組織採訪表格 .................................................................................................................................. 108
同意書：批准校區將學生照片/影像/學校作業用於校區出版刊物、資料和網頁上......................................................... 109
翻譯及傳譯服務申請表格
簡介............................................................................................................................................................................... 110
翻譯及傳譯服務申請表格 – 學校................................................................................................................................... 111
翻譯及傳譯服務申請表格 – 中央辦事處 ........................................................................................................................ 112
翻譯/傳譯服務投訴表格................................................................................................................................................. 113
騷擾/歧視申訴表格
附件 A：學校層面騷擾/歧視申訴表格 ........................................................................................................................... 114
附件 A：統一申訴程序申訴表格.................................................................................................................................... 115
威廉氏統一申訴表格 ..................................................................................................................................................... 116
與健康有關表格
簡介............................................................................................................................................................................... 118
學生緊急事故聯絡卡 ..................................................................................................................................................... 120
給藥規程 ....................................................................................................................................................................... 122
給藥表格 ....................................................................................................................................................................... 125
過敏症緊急護理計劃表格 .............................................................................................................................................. 126
哮喘病緊急護理計劃表格 .............................................................................................................................................. 127
糖尿病緊急護理計劃表格 .............................................................................................................................................. 128
癲癇症緊急護理計劃表格 .............................................................................................................................................. 129
一般緊急護理計劃表格.................................................................................................................................................. 130
學校健康表格 ................................................................................................................................................................ 131
入學所需防疫注射指引.................................................................................................................................................. 132
口腔健康評估通知信 ..................................................................................................................................................... 133
口腔健康評估表格 ......................................................................................................................................................... 134
其他表格
索取使用殺蟲劑通知書.................................................................................................................................................. 136
安全學校決議委員會意見表及提交意見程序 ................................................................................................................. 137

注意：本手冊有些表格樣本僅供參考，正式表格可向學校或校區不同部門/辦公室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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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聯合校區
家長通告
學生使用校區科技資源同意書
本同意書就你子女使用校區科技資源，包括互聯網及電子郵件，概述你和子女的責任與確認。你子女學校可能發給你子
女一個校區電郵戶口，或讓你子女使用個人電郵帳戶作教育用途。本同意書及網絡安全行政規則適用於上述各有關用
途。
本人已閱讀三藩市聯合校區（簡稱“校區”）學生網絡安全行政規則（本手冊 62 至 68 頁）。規則隨本同意書附上，並
併入本同意書，如同全文一樣。本人亦已細閱本表格背頁所列有關使用校區科技資源時不可接受的使用法。本人瞭解，
子女若違規，將終止網絡使用權，並可能面臨其他紀律處分。本人進一步瞭解，校區、聯邦、州或地方執法機關可搜查
校區網絡或設備上任何檔案、電子郵件、數據及其他資料，並且依校區學生網絡安全行政規則所訂明，無論本人或子女
擁有任何個人密碼，都不屬本人或子女。
家長亦需注意，網上有些資料並不準確，圖片可能不雅。因此，孩子上網學習時，無論故意或無意，可能看到令人作嘔
的東西。校區教師及技術員雖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學生看不合宜的東西，但令人作嘔的東西，總不能剷除。同樣，電
郵帳戶目的是作教育用途，但校區不可能監督學生彼此間透過非校區供應商電郵帳戶所發放的通訊。學生在校使用互聯
網有教師及其他成人督導；在家則應由家長／監護人督導。
本人特此免除校區、校區人員及任何與校區有關機構之責任，不須對本人子女因使用或無能力使用校區上述科技資源而
引起的任何性質索償或賠償負責，包括，但不限於，因未經授權使用系統去購物或購買服務，或接觸可能有害、不適當
的資料或人物所引致的索償。本人瞭解，本人可能要對子女因蓄意濫用網絡系統而引致的賠償負責。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細閱本表格背頁有關的“不可接受的使用”摘要。此外，如不想子女使用互聯網及/或電子郵
件，請在背頁簽名，然後交回。）

請細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手冊 99 至 104 頁的互聯網安全行政規則。以下是互聯網/電郵的不可接受使用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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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接受使用法摘要：
1.
2.
3.
4.
5.
6.

7.
8.
9.

受到美國或加州法規或校區、學校規則所禁止的使用法，例如違背版權法或商業秘密法，或發送帶有威脅性或
淫褻性的材料。
涉及淫褻、明顯涉及性或對未成年人有害的成份。
會陷校區或個人於刑事、民事或行政之責的使用法（例如：詐騙、誹謗、基於種族/族裔、原國籍、性別、性傾
向、高齡殘疾、宗教或政治信念等對別人的詆毀、性騷擾）。
讓網絡用戶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進入任何通訊系統、網絡或檔案的使用法；讓沒有有效授權的人士接觸任何校
區系統、網絡或檔案上的保密資訊的使用法，包括未經授權而透露或使用用戶的密碼或帳號。
令技術保護措施（過濾器）失效的使用法；或意圖散播病毒或藉其他方法，以中斷或破壞電腦系統運作的使用
法。
事前未經未成年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書面同意，透露自己或一位未成年學生個人資料的使用法（例如姓名及其他
足以令別人找到學生的資訊，例如家長姓名、住址或住宅地點、工作地址或工作地點、社安號碼或電話號
碼）。
利用校區電腦作個人、商業或牟利活動或非法用途的使用法，例如安排毒品或酒精買賣、從事幫派犯罪活動、
對學生安全構成威脅的活動。.
會造成損害、構成擾亂危險，或威脅、恐嚇、騷擾、取笑其他學生或教職員的的使用法。
導至學生在未得家長同意或陪同下與網上結識到的人士會面的使用法。

如不想子女使用互聯網或電郵，請填妥下面表格：
本人已閱讀上面之學生網絡安全行政規則及上一頁之學生使用校區科技資源同意書。本人不想子女使用學校的上網或電
郵服務。

學生姓名：
學校：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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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傳媒和社區組織採訪表格

家長/監護人只有在不想子女接受傳媒、社區組織或機關採訪、拍照或拍錄，以用於他們的印刷品或網上
出版物、記錄片、影片或錄像帶時，才需在下面表格上簽名，然後將表格交回。

各位家長，各位監護人：
有些時候，校區學校可能會見於不同媒體的特寫中。電視台、電台、報章雜誌的新聞記者、攝影師及/或攝
製隊可能會就一個與校區學校或學生有關的故事而希望對你子女進行採訪、拍照、及/或拍錄。你子女的姓
名、年級及校名可能會在報道中提及。不同的班級也可能會參與網上視像會議。
此外，社區組織或提供服務給學生的社區夥伴也可能到校區學校參觀，希望給你參加他們活動或服務的子女
拍照，並於日後將你子女的照片及/或姓名和校名用於他們的出版物和資訊性資料中。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去因應你的請求，並且認識到，有些家長情況特殊，需要保護子女的身份或住址。然
而，各位也當知道，可能在有些情況下，你子女接受到的採訪、拍照或拍錄，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如不
願子女接受採訪、拍照或拍錄，請與子女商討，讓子女知道自己的意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只有在不想子女接受採訪、拍照或拍錄以用於不同媒體時，才需在下面表格上簽名，然後將表格
交回子女教師。



如學校能控制，本人不想子女接受媒體、組織或機關採訪、拍照或拍錄，以用於印刷品或網上出
版物、記錄片、影片或錄像帶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子女姓名

教師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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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批准校區將學生照片/影像/學校作業用於
校區出版刊物、資料和網頁上
若同意校區將子女的照片/視頻影像/學校作業用於校區的出版刊物、資料或網頁上，請在本同意書
上簽名，然後交回學校。
背景：學年期間，校區職員可能會在你子女參與學校的計劃或活動時，給你子女拍照或拍錄，然後
用於校區/學校網頁上，及/或與校區有關的出版刊物與宣傳資料中；校區職員或會將你子女的學校
作業用於上述出版刊物中。
同意書：本人同意三藩市聯合校區將本人子女的照片、視頻影像或學校作業用於校區的出版刊物、
資料或網頁上，以宣傳推廣校區的活動、設施和計劃。
此外，本人：（請在以下勾選一項）
____ 還批准校區在校區的出版刊物、資料或網頁上使用本人子女的名（first name）。
____ 還批准校區在校區的出版刊物、資料或網頁上使用本人子女的姓名。
____ 不想子女的姓或名用於校區的出版刊物、資料或網頁上。
本人是下述學生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特此免除三藩市聯合校區及其官員、雇員與代理人因使用本
人子女的影像/照片/學校作業作上訴用途而引致的任何或全部債務或責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校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如欲撤銷本同意書，可於任何時間將書面通知書送交學校校務處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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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校層面騷擾/歧視
To be filed by
Site Administrator
申訴表格

2010-2011 學年
需在學校提交

請申訴人在適當方格上畫：

請表示事件屬那一類別：

 家長/監護人

 年齡歧視

 學生

 膚色

 事件見證人

 性別

 其他

 國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體障或智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種族
 宗教
 性騷擾
 性傾向

申訴性質
本人就以下事情提出申訴：
(請詳細描述。如需要，可另紙書寫)

聲稱被歧視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城市、州、郵號
申訴收件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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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三藩市聯合校區
本處專用

統一申訴表格

Refer to:

To
be filed by Site Administrator
提交處：
Human Resources
LEAD Office
Legal Office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Dept.
Special Education

公平保證辦事處
地址：555 Franklin Street, Room 306, San Francisco, CA 94102

請申訴人在適當方格上畫：

請表示事件屬那一類別

 家長/監護人

 年齡歧視

 學生

 膚色

 事件見證人

 性別

 其他

 國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體障或智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種族
 宗教
 性騷擾
 性傾向

申訴性質
本人就以下事情提出申訴：
(請詳細描述。如需要，請另紙書寫。）

違犯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訴若與歧視有關，必須於事發後或事件最先確認後 6 個月內提交;其他統一申訴必須於事發後或事件最先確
認後 9 個月內提交。申訴若不能於這些截止日期前提交，本處將提供閣下資料，向州教育廳廳長上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城市、州、郵號

申訴收件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級

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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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公平保證辦事處

威廉氏統一申訴
需在目睹問題發生的學校提交
校區學校
説明：威廉氏申訴必須向發生教科書、教師分配或設施問題的學校提交。申訴可以匿名方式提交。
若希望得到答覆，則須提供以下所需聯絡資料：
是否要求答覆？

是

否

聯絡質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日間 ） ____________________ （晚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訴問題發生地方：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號或室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睹問題發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威廉氏統一申訴程序只包括以下方面。
申訴内容。請在所有適用地方畫 “√＂：
1.


教科書及教材：
學生缺乏上課或課後用的教科書或教材。

科目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年級：_______________


學生（包括英語學習生）在家或課後，沒有教材或教科書可用，或同時沒有教材與教科書
可用。

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年級：_______________


教科書或教材素質差/不能使用，有缺頁，或因損壞以致無法閱讀。

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年級：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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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包括英語學習生）上課時沒有符合課程標準的教科書/教材、州或校區
通過採用的教科書，或其他所需教材使用。

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年級：_______________


學生只獲教科書或教材一部份質料的影印單張。

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年級：_______________
2. 教師不獲工作分配或任用不當


學期已開始，但學校沒有分配合資格的教師到班上任教。



沒有教授英語學習生資格或訓練的教師，獲分配到有英語學習生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班上任教。



教師獲派教授非自己勝任的科目。

3. 設施狀況：




出現行政指令第1312.4條所指對學生或教師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危急或緊急威脅的狀況。
學校洗手間沒有經常清潔或定期進行保養，運作不完全，不常備廁紙、肥皂和紙巾，欠缺功能良好
的烘手機。
上課時間內，學生不在課室時，學校沒有保持所有洗手間開放；上課時間內，學生在課室時，學校
沒有維持開放足夠數目的洗手間。

請描述設施對學生或教師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的危急或緊急狀況。如地方不夠，請
另紙書寫，一併附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描述這狀況如何對學生或教師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如地方不夠，請另紙書寫，一併附
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加州高中畢業試(CAHSEE)


沒有為加州高中畢業試中一部分或兩部分不及格的學生於12年級結束後提供第37254條款所規定的密集課
程與服務。

請在下面簽名。如想保持匿名，可不須簽名，但所有申訴，包括匿名申訴在內，必須填上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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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有關表格簡介
1) 學生緊急事故聯絡卡
每個學生必須在就讀學校的檔案存有最新資料的學生緊急事故聯絡卡。
•
•
•
•

緊急事故聯絡卡將於開課天派給學生，須儘早交還。
所有地址與電話號碼資料必須保持最新，以便學校辦事人員在發生緊急事故時，可即時與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取
得聯絡。
應提供學生健康護理人員及保險的資料，以便發生緊急事故時使用。
緊急事故聯絡卡必須註明學生所服用藥物或長期病患的名稱，以便發生緊急事故時能採取適當行動。

.

2) 學生在校服藥
三藩市聯合校區關注到，學生上課期間可能需服用藥物。為提供安全適當環境，以配合學生的需要，三藩市聯合校區經
訂立學生在校服用藥物的政策。政策根據加州教育則例而制定，適用於所有在上課期間需要服用藥物的學生，服用的藥
物包括：(a)學生病患服用的處方藥物（如抗生素、哮喘吸入器）；(b) 不需處方可購到的藥物（如 acetaminophen,
ibuprofen）。
若你子女在服用藥物，請與子女的醫生/健康護理人員商討，設法配合能在課外時間服用藥物。
必要時，使子女先服用藥物或上學時帶備以應需要（例如哮喘藥）。請依下面指示：
學生在校服用藥物規定
注意：三藩市聯合校區教職人員不會照顧學生服用藥物，除非家長／監護人／看顧人遵照以下 指示。
1. 學生在學校服用的所有藥物，包括 a）處方藥物，b）不需處方而可在藥房購到的藥物，及 c）家用藥物，需
經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以及健康護理人員填寫服用藥物表格（見第 151 頁），以資證明。表格填妥後，必須
交給學校，學生才可以開始在校服用藥物。
2.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交出應用的藥物，需盛放於有藥房標籤的藥瓶。
3.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必須親自或由代辦的成年人送交藥物到學校。如不同意，請致電學校說明理由。
4.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必須為子女所服用每一樣藥物，各填寫一份服用藥物表格。
5. 依照健康護理人員指示，學生在校服用藥物，由：
●

校護或指定、曾接受護理訓練人員照顧服用；

●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事前與學校安排時間到校照顧子女服用；

●

學生本人負責。在某些情況下，學生可以自己服用藥物，但事前必須經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以及健康護
理人員在服用藥物表格上表明。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將於學年結束前接獲通知，前往學校領回子女的藥物。如不到校領回，藥物將由學校教職員
作適當處理。

法律參考：加州教育則例第 49423 條
詳情可向學生支援服務處當值護士查詢，電話：242-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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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急護理計劃：過敏症護理計劃、哮喘病護理計劃、糖尿病護理計劃、癲癇症護理計劃及一般緊急護理計劃
學校需要有緊急護理計劃，去處理學生的哮喘、糖尿、過敏、癲癇等慢性疾病。緊急護理計劃提供學校教職員所需資
料，去處理學生病發時可能會引起的緊急情況。
•
•
•
•
•

緊急護理計劃需每年由學生健康護理提供者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填寫。
若緊急護理計劃包括服藥，健康護理提供者及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也必須填妥服藥表格，並且加上簽名。
所有緊急服用的藥物及服藥用的工具，需盛放於有藥房標貼的容器內，由家長/監護人/看顧人交予學校。
緊急護理計劃詳情，請向子女學校或上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網頁查詢，網址： http://www.healthiersf.org，也可參
閱本手冊附錄 E。
如有任何問題，請向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值班護士查詢，電話：242-2615。

119

12) 表格

120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手冊 2010-2011

121

12) 表格

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生支援服務處
1515 Quintar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Tel 415.242.2615
Fax 415.242.2618
www.sfusd.edu

給藥規程
根據以下聯邦法律，學生有權在校服用藥物：
公法 93-112; 87 法規 394; 29 聯邦法典第 794 條; (眾議院法案第 8070 號)。"1973 年復健法"。
公法 101-336; 104 法規 327; 42 聯邦法典第 12101-12213 條; (參議院法案第 933 號)。 "1990 年聯邦殘障人法案"。
公法 105-17; 111 法規 37; 20 聯邦法典第 1400-1485 條; (眾議院第 5 號). "1997 殘障人教育法案修正案"

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23 條規定，法律賦予加州學校給藥的權力。加州教育則例第 49423 條申明：儘管第 49422 條有所規定，若學生
在正常上課天時間內需服食醫生處方藥物，可由學校護士或其他學校指定人員提供協助，只要校區收到（1）醫生有關服藥方法、數
量及時間的書面說明，及（2）家長/監護人的書面意願，希望校區依照醫生說明去做，給學生提供幫助。（斜體原文沒有，為表加重
語氣）

1. 校長負責給藥/給藥監督的任務。
2. 校長指定一名員工（並1至2名候補人員作後援）負責給藥。
3. 給藥前，需備妥以下各項所需：
i. 服用藥物表格(每份表格一種藥)。
ii. 由醫療服務提供者填寫及簽名。
iii. 由家長/看顧人填寫及簽名。
iv. 需每年填寫一次；藥物有變時，也需填寫一次。
b. 藥物由家長/看顧人提供
i. 放於貼有藥房標誌的容器/分配器裡。
ii. 分配藥物所需任何醫療設備需由家長提供。
4. 按照適用於特定藥物“服食程序”的步驟去做（如口服藥物的口服程序和吸入藥物的吸入程
序）。
5. 如果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家長都在服用表格上表示學生可以在獲得協助的情況下自行服藥，即
可依據在獲得協助情況下自行服藥程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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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學生支援服務處
1515 Quintar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Tel 415.242.2615
Fax 415.242.2618
www.sfusd.edu
6. 如果醫療服務提供者和家長都在服用表格上表示學生可以自行服藥，即可依據自行服藥程序
去做。
7. 保存用藥記錄，包括：
a. 填妥和有簽名的服用藥物表格
b. 服藥紀錄
c. 任何給學生用藥的書面記錄或協助學生用藥的書面記錄
d. 每日計算和記錄給學生服用列為“受控制的藥物”（如聯邦法規第21章1300.01
條）：
i. 所有受控制藥物抵達學校後，學校有關人員需在家長、監護人或指定給藥人
士前作出數點和記錄。學校有關人員數點和記錄後，需連同家長或監護人在
藥物記錄表上簽名，以資證明。
ii. 給學生服用的每一劑藥都要記錄在案，從餘下總數減除。
iii. 如發現服用的數目與報告餘下的數目有出入，需立即通知校長、學校護士或
其他合資格的健康主管，並且有需要時，報告適當的執法機構。
8. 藥物需適當儲存在安全地方，以保存藥效，例如：放在上鎖的櫃子或抽屜裡，除非必要放在
冰箱內或另有指明（例如：緊急用藥物）。獲授權自行服藥的學生可攜帶和自行服用藥物
（根據自行服藥規程做）。
9. 未使用、停止使用和過時的藥物需：
a. 在可能情況下交回學生家長/看顧人。
b. 於學年結束前兩星期寄出“取回藥物”表格給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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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服務處
1515 Quintar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6
Tel 415.242.2615
Fax 415.242.2618
www.sfusd.edu
c. 學年結束時，不能交回家長/監護人的藥物需予處理。處理程序：
i. 藥物必須放在密封的信封內，由校長或指定人員帶到社區健康中心。
ii. 藥物放進密封信封時，必須有學校教職員在場見證。
iii. 紀錄冊上必須包括：
1. 藥名
2. 處理日期
3. 處理方法
4. 處理方法來源
5. 處理及見證處理藥物人士簽名
6. 接收密封信封的社區健康中心護士簽名
d. 為學生的健康和安全著想，切勿將藥物交給學生帶回家。
10. 給藥或儲存藥物如有差錯，需即時報告校長或發現差錯人士的上司，並且通知學生家長/看顧
人和學生的授權醫療服務提供者（如需要）。
a. 差錯需紀錄在服藥日誌背頁上。
b. 如遇以下情形，也需填妥事故報告：
i. 需要緊急服務或醫療照顧。
ii. 受控制藥物的數點有錯（見第七條7 d)。
iii. 當校長及/或健康主管任務有必要。
11. 就給藥事宜舉行年度專業培養，由持有執照的學校護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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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 學生支援服務處

給藥表格（每份表格一種藥）
各位家長、各位監護人：
加州健康規例第 49423 條規定，學校人員在下列情形下，可協助學生在校服用由醫生處方和規定的治療藥物
或在藥房出售的藥物，但校區必須收到由醫生、家長/監護人及醫療保健人員所提供的書面特別通知。請填妥
以下表格，交還校長。

如情況許可，請安排在上學以外時間服用藥物。
請 用 正 楷 填 寫 以 下 各 項
學生姓名：姓

名

中間名

出生日期 （月/日/年）

健康保健人員填寫部份
健康情況

藥名：
份量：
持續的時間：______________
服食的次數：
在學校服用藥物時間
上午/下午___________________

服用方法
 口服  吸入
 打針  外用
 其他
服用藥物持續時間：
（請準確地寫出日期）
有什麼可能反應或其他副作用？

校方必需注意：
病徵 顯示不當：
校方對可能反應或副作用處理方法

請在以下適當空格上加 “3＂，以表明優先給藥途徑︰

 本人允許學生自己負責服用以上藥物。
 本人允許校方指定人員給學生服用以上藥物。
請用正楷寫出健康保健人員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

健康保健人員簽名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填寫部份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姓名
地址：號碼及街名

在家所用語言
公寓號碼

城市

郵區號碼

學校

日間電話
（
）
晚 間電話
（
）
上課時間

托兒中心 / 小學 / 初中 / 高中
請選一項：
 本人允許子女自己服用以上藥物。
 本人允許校方指定人員給我子女服用以上藥物。
1.
2.

本人同意，校區和其他人員不需因服用藥物或給予藥物的方法引起反應而負責任。
本人會償還校區和其他人員因這安排所出現的債務。

3.

子女服用的藥物如有改變，本人會立即通知校長。

4.

本人明白，本人送藥物到學校時要用藥房原裝藥瓶，藥瓶上有孩子姓名和健康保健人員的指示。

5.

本人明白，學年完結時，這表格自動失效。

6.

為本人子女的安全與健康著想，本人同意校方採取適當行動。

家長/監護人/看顧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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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監護人：
依照加州新法例（教育法令第 49452.8 條）規定，您的孩子在上學（幼稚園或一年級）的第 一年的五月
三十一日之前，必須去做口腔健康評估（牙齒健康檢查 ）。如您的孩子在開學前 的十二個月做過牙齒
檢查，也算符合這項規定。依照法律，評估必須由有執照的牙醫進行， 或由有執照或有註冊的牙科健
康專業人員執行。我們極力鼓勵您帶您去見孩子的牙醫，他／她能 幫您填寫附上的口腔健康評估表格
以及能給您孩子施以治療。
依照加州法律，學校對學生的健康資料必須保密。本項規定所作出的任何結果報告，將不會 透露您孩
子的身份。
我們提供下列資源以協助您尋找合適的牙醫：
1. Medi-Cal/Denti-Cal 免費電話號碼（1-800-322-6384）或網站（www.denti- cal.ca.gov）可協助您找
到接受 Denti-Cal 保險的牙醫。要獲取協助，讓您的孩子加入 Medi-Cal/Denti-Cal，請與當地社會服
務部門聯絡，聯絡電話可在以下網址找到： http://www.dhs.ca.gov/mcs/mediCalhome/CountyListing1.htm)。
2. 健康家庭保險的免費電話號碼（1-800-880-5305）或網站
（http://www.healthyfamilies.ca.gov/hfhome.asp）可以協助您找到接受健康家庭保 險的牙醫或協
助您瞭解您的孩子是否能參加該計劃。
3. 要獲得其他與牙科有關的資源，可與三藩市公共衛生部門聯絡，電話：1-800-3009957 或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ph.sf.ca.us/chn/DentalSvcs/default.htm。
下列建議可以幫助您的孩子保持牙齒健康和在校做好學習準備：
•

每年帶您的孩子去看牙醫兩次。

•

用含有氟化物的牙膏，每天至少刷牙兩次。

•
•

少喝甜飲料（例如：賓治（punch）及汽水），少吃糖果。
若有蛀牙，就需及早尋求治療，否則情況就會嚴重惡化；乳齒若有蛀牙，可能會對 恒齒造成破
壞。

蛀牙是可以預防的，請採取及早預防措施及治療！如對入學兒童口腔健康評估要求有任何疑 問或需要
更多的表格，請與學校健康計劃部門的當值護士聯絡，電話：(415) 242-2615。
三藩市聯合校區
學生支援服務處主任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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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索取使用殺蟲劑通知

本人明白，如家長/監護人要求知道學校使用殺蟲劑事宜，則校區必須在使用殺蟲劑前不少於72小
時，向家長及監護人發出有關通知。本人需要校區在使用殺蟲劑前，根據下面資料通知本人。

校名：

家長/監護人姓名：

學生姓名：

通訊地址：

城市、州、郵區編號：:

日間電話號碼：

晚上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索取通知日期：:
（請參閲第 98 頁，有關如何向適當部門提交表格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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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
請將填妥之意見表提交：

Claudia Anderson, Pupil Services Department
555 Portola Avenue, San Francisco, CA 94131 (fax) 415-695-5565
意見種類：安全學校議決委員會將對有關駐校警察（School Resource Officer）計劃的意見進行審閲，並評估是否有任
何地方違背校區與三藩市警察局之間的諒解備忘錄及/或安全學校議決。
本人是(請選一項):
____家長/監護人

_____學生

_____校區雇員

____駐校警察

姓名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必要填寫 – 但若是回應要求，就須填寫)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必要提供 – 但若願意讓有關人員就申訴事跟自己接觸，就請提供)
注意：若在本上表填寫了學生姓名，本表將視爲學生記錄，受到保密保障。然而，遞交本表，即表示同意讓校區相關職員，以及三藩
市警察局與委員會的社區代表知道該學生姓名。除州與聯邦法律所批准的人士外，本表格上的學生姓名不會提供給任何人。

請詳述意見。如必要，請另紙書寫。
*如意見是有關某特別事件，以下有*號的項目必須填寫。

1.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校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涉及的校區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涉及的三藩市警察局警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事件發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描述事件經過*/意見/提議（如需要，請另紙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處專用：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日期前須回覆：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提交意見程序及時間表詳情，請見背面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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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見程序
如有以下情形，請家長/監護人、學生、校區職員或駐校警察依照本程序辦理：
1. 認爲三藩市警察局與校區之間的駐校警察諒解備忘錄不獲遵守。
2. 認爲學校沒有遵守“安全學校議決＂。例如：子女在學校被警察查問，而自己身為家長，竟從沒收到電話通
知；或自己是學生，牽涉在一宗不宜召警介入的事件中，而該事件若由學校教職人員處理，反倒適宜和安全。
有關決議案規定詳情，請參閲學生手冊學校安全決議案部份。
3. 對駐校警察計劃有正面意見/建議。
4. 對駐校警察計劃有負面意見，但不太肯定諒解備忘錄或安全學校議決是否不獲遵守。委員會會評估你的意見，
以斷定諒解備忘錄或安全學校議決是否不獲遵守。
提交意見程序：
1. 填妥背面表格。
2. 將填妥的表格郵寄或傳真至：Claudia Anderson, Pupil Services Department , 555 Portola Avenu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94131，傳真：(415) 695-5565。

處理意見程序：
1. 校區行政人員會對任何涉及校區職員的意見進行調查/審閲，而三藩市警察局的行政人員則會對涉及三藩市警
察局警務人員的意見進行調查/審閲。
2.

若意見涉及個別事件，由“安全學校議決委員會＂3 人組成的小組會對意見及調查結果進行審閲。小組成員
包括：校區代表、三藩市警察局代表及社區代表或家長。意見涉及個別事件時，小組成員將不會包括與涉及
事件有關的任何人士。

3.

3 人小組於收到意見後 21 天内，向提交意見的家長或學生，並涉及的校區職員/三藩市警察局警務人員的頂頭
上司作出書面回應。若意見涉及不遵守諒解備忘錄或安全學校議決的指控，回應將説明諒解備忘錄或教委會
議決案是否不獲遵守，以及是否建議採取矯正行動。涉及的校區職員/三藩市警察局警務人員的上司則須負執
行矯正行動之責。請記住，因受保密法規限，書面調查結果不能包括任何矯正或紀律行動的細節。

4.

這是一個非正式程序，旨在盡速及有效地解決涉及駐校警察計劃的爭端或問題，並不包括上訴在内。如想提
交正式申訴，各位有權直接向市民申訴辦事處（Office of Citizen’s Complaints）或校區的公平保證辦事處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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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合校區

電話：241-6000
網址：WWW.SFUSD.EDU

三藩市聯合校區學生支援服務處

電話：522-6739
網址：WWW.HEALTHIERSF.ORG

三藩市聯合校區安全學校熱線

電話：241-2141
電郵：SAFESCHOOL@SFUSD.EDU

社區服務：如需幫助，請致電
愛滋病熱線 .........................................................................……………….........………………1-800-367-2437
戒酒 （酗酒家庭的青少年）................................................................................ .........………………834-9940
酗酒家庭成員戒酒 ......................................................................................……. .........………………834-9940
加州毒品控制 ……………………………………………………………... .........………………1-800-876-4766
加州吸煙者求助熱線 ........................................…... .........………………1-800-NO-BUTTS（1-800-662-8887）
加州青少年危急服務熱線 ..............................................................…...... .........………………1-800-843-5200
兒童保護服務機構 （舉報虐待兒童）…........................................……. .........……………… 1-800-856-5553
三藩市社區服務委員會 ....................................................................................... .........………………920-3820
無家可歸者社會服務事務處 .......................................................................…….........………………558-1902
三藩市戒毒專線 ..........................................................................................…..... .........………………362-3400
Huckleberry 無家可歸者收容所 （24 小時專線，棲宿及輔導）................….. .........………………621-2929
青少年就業輔導機構 （16-24 歲 ）..….......................................................…….........………………277-2400
青少年自新資料中心 （LYRIC） 24 小時諮詢服務 ........................................ .........………………703-6150
兒童法律援助服務 （18 歲以下免費）….............................................….......... .........………………863-3762
市長辦公室無家可歸者服務處 ............................................................…..……. .........………………252-3136
精神健康服務 .....................................................................................….………. .........………………255-3737
吸毒者援助服務 ........................................................................................…….. .........………………621-8600
國立兒童虐待援助服務熱線 ................................................................…. .........………………1-800-422-4453
國立戒煙戒毒輔導服務 ....................................................................................... .........………………296-9900
三藩市總醫院 - 社區健康網絡 ............................................................................ .........………………206-8000
兒童健康中心 ..............................................................................……….........………………206-8376
家庭保健中心 ..................................................................................…….........………………206-5252
三藩市婦女防止強姦援助服務 .............................................................................. .........………………647-7273
性病熱線- 美國社會健康協會 ............................................................... ... .........………………1-800-227-8922
防止自殺緊急電話........................................................................ ………………... .........………………781-0500
T.A.L.K.專線 - 舒緩家長壓力熱線 ......................................................................... .........………………441-5437
未成年女學生有孕及育兒計劃 TAPP ................................................................... .........………………695-8300
灣區聯合金庫（介紹所需適當援助服務）.................................................................... .........………………211
青少年傾談專線 .....................................................................................….........………………1-888-977-3399
（與同年齡青少年傾談。每 星期七天，每 天中午 12 時至晚 上 10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