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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權利與責任摘要
年度家長必要通知書
(教育法第 48980 條)
貴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們台鑒︰
茲通知您家長與學生在某些課程與活動上具有的法定權利。以下為教育法有關條文的摘要。如欲查閱全文
請洽學習支援服務處 (626) 307-3427。
教學計劃
年度家長或監護人通知書 - 教育法第 48980(a) 條
依照第 46014 和 48205 條，每一學區管理委員會應在一正規學年為二學期制的上學期或四學期制的第一學
期開始時通知未成年學生之家長／監護人關於他們的權利或責任。
傷害或毀滅動物 - 教育法第 32255 條
任何學生有道義反對解剖或不同地傷害或毀滅動物，或動物的任何部分必需告知教師其異議。異議必需有
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的字條為證。
一個學生選擇不參加教室中涉及以動物作傷害或毀滅性用途的活動可以接受另一個可選擇的教育活動，如
果教師相信另一個適當和可選擇的教育活動是可行的。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發展和同意另一個可選擇的教
育活動，這樣，學生可以學到知識，資訊或經驗而且都是被談論中的這門課程所要求的。
課程計劃書的可用性 - 教育法第 49063 和 49091.14 條
規定每一學校每年編輯一本課程計劃書包括學校提供每一課程的名稱、種類及教學目標。當家長或監護人
要求時，計劃書可以再複製並備有讓家長檢查。
性健康及人體免疫不足病毒（HIV）／愛滋病（AIDS）預防教育 - 教育法第 51938 條
規定學區每一學年開學時，或在學生註冊時，如有不同，通知每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有關在學年中已計
劃教導綜合性的性健康教育及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和為學生的健康行為及風險作出該種
教育的評估。規定家長或監護人有權要求其子女免受該種教育的全部或一部分。
加州綜合性的性健康及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法案(教育法第 51930 至 51939 條) 的目的是
提
供給每一學生知識和技能，需要用來保護他們的性及再生的健康免受無計劃的懷孕和性傳染疾病。
嘉偉學區將提供教導綜合性的性健康教育、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和／或在即將到來的學
年學區將為學生的健康行為及風險作出評估。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
1. 檢查文字及視聽教育教材使用於綜合性的性健康及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
2. 以書面請求其子女免受綜合性的性健康及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
3. 要求得到一份教育法第 51930 至 51939 條的複本。
4. 得到通知綜合性的性健康或人體免疫不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將會是由學區的人員或外面請來的
顧問教導。
5. 當學區選擇使用外面請來的顧問或舉行一個客席演講員的集會來教導綜合性的性健康或人體免疫不
足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時，家長會得到通知如下︰
a. 授課日期
b. 每位客席演講員與有關聯的機構的名稱
學區可能對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執行一項匿名，自願及祕密的研究和評估文件，包括測驗和調查，含有適合
年齡的問題有關他們對性的態度和習慣。在執行這種研究和評估文件之前，家長／監護人將會收到書面通
知書。家長／監護人將會有機會審閱研究文件，並且以書面要求他們的子女不參加這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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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學校通知 - 教育法第 58501 條
以下的通知將會連同教育法第 48980 條規定的年度家長／監護人必要通知書一起寄給家長. 另外， 每年整
個三月一份副本將會公佈在每一間學校裡至少兩個通常是學生，教師和到訪的家長看得見的地方。
替代學校通知
加州州法授權各學區提供替代學校。依教育法第 58500 條的解釋，替代學校是一個學校或是學校中一個分
開的班級，其供作選擇的設計方式是在︰
(a) 使學生有最大的機會發展在自持、主動、仁慈、自發、足智多謀、勇敢、創造、責任、喜樂上的正面
價值。
(b) 体認當學生為滿足自己學習的欲望而去學習時才會學得最好。
(c) 維持一個學習情況從而大幅提升學生的自我驅動並鼓勵學生利用自己的時間追求自己的興趣。這種興趣
可能是學生完成地和獨立地想像出來的或者可能全部或一部分是老師所選擇教學計劃的講座得的結果。
(d) 使老師、家長／監護人與學生有最大的機會合作發展學習過程及其主題。此機會應為一個持續、永久的
過程。
(e) 使學生、老師、與家長／監護人有最大的機會持續對變化中的世界有反應，包括但不限於學校所在的社
區。
如家長／監護人、學生、或老師有意想知道更多有關替代性學校的詳情，教育總監、本學區行政部門、及
每一上學單位的校長室都備有這方面的法律複本供人索閱。此項法律特別授權有志者向學區教育委員會申
請在每一學區設置替代性學校課程。
加州高中結業考試 (CAHSEE) – 教育法第 48980(e)條, 教育法第 60850 條
規定年度通知書告知家長／監護人每個讀畢十二年級的學生需參加結業考試及格。通知書必需至少包括考
試日期，考試及格的規定，考試不及格的後果，而且高中畢業的條件是要考試及格。
高中結業考試家長通知書 – 加州規則法(5 CCR) 第五篇第 1208, 11523 條
規定學區要保存依照教育法第 48980 和 60850 條的要求寄給每個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的書面通知的文件。
鑑定為課程改進，選擇轉學通知 - 20 美國法(USC)第 6316 條
在不讓一學童受忽略法（NCLB）之下，規定被鑑定為課程改進的學校需及時通知正就讀該校學生的家長或
監護人如下︰
1.
2.
3.
4.
5.
6.

解釋鑑定的意思，該校的學術成績是如何與在學區內和本州內的其他小學或初中學校作比較。
鑑定的理由。
解釋學校正在做什麼來處理低成績的問題。
解釋學區或州政府正在做什麼來幫助學校處理成績問題。
解釋家長或監護人可以如何參與處理這些導致學校被鑑定為課程改進學校的學術問題。
解釋轉學到其他學區的學校或到特權學校或獲得補充教育服務的選擇。

被規定提供補充教育服務的學校需每年通知家長／監護人如下︰
1.
2.
3.
4.
5.

可獲得的補充教育服務。
在學區之內或在鄰近當地的教育機構合理備有的認可提供者的身分。
透過技術可達到的認可提供者的身分，例如長途學習。
每個提供者的服務，資格和證明效果。
家長／監護人必需遵守選擇一個提供者的程序和時間流程。

教師資格，家長有權利知道 - 20 美國法(USC) 第 6311 條, 34 CFR 200.61
規定學區在每年開學時，通知每個正就讀有獲得第一項經費的學校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他們可以要求有
關其子女的課堂教師的專業資格資料。通知書必需是易明白和用統一方式，而且要達到實用程度，需提供
一種語言是家長能明白的。
每當一個小孩已經被分派，或已經由一個學術核心主科的教師連續教導四個星期或以上，但是該教師未達
到不讓一學童受忽略法的教師資格要求時，更進一步規定要及時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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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語文教育／英文專攻課程／家長免除權 – 教育法第 310 條, 加州規則法(5 CCR) 第五篇第 11309 條
為了便利家長選擇課程，所有家長／監護人需得到通知有關其子女被安排讀一個有結構的英文專攻課程而
且必需獲得通知他們有機會申請家長免除權。通知書包括一項說明有關家長免除權的請求當地採用的程序
和評估家長免除權的請求當地採用任何的指引。
雙語教育 – 教育法第 52173 條, 加州規則法(5 CCR) 第五篇第 11303 條
規定學區在安排學生讀雙語教育課程之前要提供給家長一個諮詢機會。規定通知書以郵寄或親身交給家長
包含簡單的，非技術性說明雙語教育的目的，方法，課程內容，鼓勵家長拜訪這種教室並到學校會商，讓
校方解釋這種教育的性質和目標，而且，家長有權不讓子女註冊這種課程。書面通知必需用英文和學生的
主要語言。
客工教育計劃，家長的參與 - 教育法第 54444.2 條
規定學區取得客工教育經費或服務以積極促成家長藉成立家長顧問委員會參與計劃的策劃，運作及評估。
需以家長懂得的文字通知家長他們有決定構成委員會的全權。
資賦優異教育計劃（GATE） - 加州規則法(5 CCR) 第五篇第 3831 條
規定學區為資賦優異教育計劃（GATE）訂立一項計劃書備有給公眾檢查。計劃書包括學區鑑定有天資優異
學生的方法的基本理由；一些程序確保家長的參與在推薦政策予計劃，評估及實施 GATE 課程，及程序用來
通知家長有關其子女參加或不參加這個課程。
選擇性上學
居住處的調查 – EC 48204.2
如果一個學區選擇進行一項調查，按照規定，要求學區的管理委員會通過一項調查學生的政策,在開始調查
任何學生之前，必需要確定該學生是否符合在本學區入學的居住要求。規定學區的政策，除其他事項外，
確定該學區可以立案調查的情況下，描述可以使用的調查方法，包括學區是否會僱用一名私家偵探的服
務，禁止暗中拍攝或者視頻記錄正被調查的學生，如可提供，並按照規定提供一個上訴程序。規定在學區
的管理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採納政策。
上學選擇，學生轉學許可 - 教育法第 48980(h) 條
規定每年通知家長／監護人在學區內存有的法定上學選擇和當地的上學選擇， 包括所有符合居住地要求才
可上學的選擇，在當地學校範圍之內提供的課程選擇，及根據在學區際和學區內兩者都備有任何特別課程
選擇。
通知書包括說明所有選擇，說明申請選擇性上學範圍或課程的程序，從學區拿申請表格要求轉學，說明備
有的上訴過程，如果有的話，給被拒絕轉學申請的家長／監護人。
通知亦包括一項說明存在的法定上學選擇包含，但不限制於，那些備有的選擇依照教育法第 35160.5，
46600 條及後續文件，第 48204(b)及 48300 條及後續文件。
加州教育部（CDE）將印刷這部分的通知並分發到所有學區。
學區內學校選擇政策／公開註冊 - 教育法第 35160.5(b)條, BP 5116.1(a)/AR 5116.1(b)(c)
學區的居民可以向學區內其他的學校為子女申請入學以有學位為基礎。學區的網址提供學區內每間學校的
資料。 往還其他任何學校的交通是家長的責任。
居住在學區範圍內的學生可以在學區任何學校申請註冊入學。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應負往還所選學校的交
通責任。
公開註冊的供給消息會議將會在五月舉行。申請資料將會在五月提供。所有申請表必需在六月時收到。欲
知更進一步的詳情請聯繫學生轉學，電話 (626) 307-3427 內線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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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際上學協議 - 教育法第 46600 條及後續文件, BP/AR 5116, BP/AR 5117
一個學生的家長／監護人可以向居住學區尋求轉學許可到任何其他學區的學校上課。轉學許可或接收的期
限和條件是由居住學區和接收學區協定。各學區可以訂有學區際上學協議，容許學區際一名以上學生的轉
學為期五年時間。
學區之間訂有學區際上學協議，容許學區際一名以上學生的轉學。如拒發學區際轉學許可時，家長得以書
面向嘉偉學區學生人事處行政人對所作決定提起上訴。
居住規定 –教育法第 48204
規定一個學生符合學區的居住要求 ，在實例中學生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居住在學區的界限之外，但是其家
長或法定監護人受僱的僱主在學區的界限之內而且在上學期間每週至少 3 天和學生同住。通過要求學區讓
這些學生在學區內一所公立學校上課，從而增加了學區的職責，强加一個州規定的當地計劃。
選擇學區 - 教育法第 48300 條及後續文件, BP/AR 5117
有些學區可以選擇成為一個選擇學區。 嘉偉學區不是一個選擇學區。
出席
保密醫療，缺課因為保密醫療- 教育法第 46010.1 條, BP 5113, BP 5146
每個學年一個學區必需通知由七至十二年級學生及正註冊學區內所有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知道學校當局可
以准予任何學生缺課目的是獲得保密醫療服務而沒有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任何其他通知已依照教育法提
供給各位可能也包括此通知在內。
可原諒的曠課 - 教育法第 46014, 48205 條, BP/AR 5113
無學生的成績被降低或喪失學術分數因為任何曠課或可原諒的曠課，如該生能將合理提供給他所漏去的指
定作業與測驗在合理期間內完成且令人滿意。教育法的全文如下︰
(a)儘管第 48200 節，學生將可原諒缺課當學生曠課是︰
(1) 由於他／她生病。
(2) 由於縣或城市衛生官員指導下要隔離。
(3) 為了得到醫療，牙科，視力測驗或按脊治病服務。
(4) 為了出席他／她直屬家庭成員的葬禮服務，只要曠課不超過一天如果服務在加州舉行，不超
過三天如果服務在加州外舉行。
(5) 為了做陪審團職責遵從法律提供的方式。
(6) 由於在上課時間孩子生病或預約看醫生，而且學生是該孩子的監護人。
(7) 為了正當個人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出席他／她的宗教信仰，出席宗教避靜，出席一個立法
或司法過程由一非牟利組織提供當學生的曠課是由家長或監護人以書面形式請求，並且由校
長或指定的代表批准依照教育委員會訂立的統一標準。
(8) 根據選舉法第 12302 節，為了充當一個選區委員會成員的選舉目的。
(9) 為了與學生的直屬家庭成員歡度時間，依照第 49701 節的定義，此人是穿制服服務的現役成
員而且已被召集部署到作戰區域或作戰支援陣地、從軍役休假中、或從軍役中立即返回。依
照本項規定，授予缺課的一段時間是由學區總監行使酌情權而決定。
(b)根據這條例而缺課的學生將准予完成所有因缺課而漏去的作業與測驗，如該生能合理提供他所漏去的
指定作業與測驗並在合理期間完成且令人滿意，因此他可以獲得滿分。缺課學生班裡的教師將決定那
些測驗與作業將合理地相等於，但是不一定相同，學生缺課時所漏去的測驗與作業。
(c)為了這個條例，出席宗教避靜每學期不能超過四個小時。
(d)根據這條例，曠課被認為是缺席於計算每日平均出席率和將不會得到州經費支付的分配。
(e)“直屬家庭”如使用於這條例，與在第 45194 段所發表有相同意義，除了在那裡提及的“職員”將被認
為是提及到“學生”
降低成績，喪失學術分數 - 教育法第 48980(j)條, BP/AR 5121
規定年度通知要告知家長／監護人，依照教育法第 48205 條規定無學生的成績被降低或喪失學術分數因為
任何曠課或准予曠課，如該生能將合理提供給他所漏去的指定作業與測驗在合理期間內完成且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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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課因為宗教教導 - 教育法第 46014 條, BP/AR 5113
有家長／監護人的書面同意，學生可以准予曠課為了參加宗教儀式或接受道德或宗教教導。
強制上學
教育法第 48200 條, BP 5113, AR 5113: 強制上學
兒童在六至十八歲之間需被強制上學和，除非被免除，必需在其家長或監護人兩者之一的居住處的學區註
冊入學。
遲到
兒童應被鼓勵要準時作為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的一部分。他們應準時到學校。如果孩子遲到，他應從家裡
帶來一張字條解釋理由並交給學校辦公室。經常遲到而又沒有正當藉口依照州法律可能被當做逃學。重複
遲到超過 30 分鐘導致學生被指定為逃學。
逃學
學生被認為是逃學當他曠課三次或遲到三次而每次遲到超過 30 分鐘，曠課或遲到是不可原諒的。 逃學的
學生可能被轉介到上學審查會（SARB）。不可原諒的曠課是所有曠課不會歸入教育法第 48205 條之內。教
育法第 48205 條的上下文提供在第五頁。
長期曠課 – 教育法第 60901 條
當一個學生在一個學年内從註册日至到目前的日子已經没有上課 10%或以上的上課日子就被認爲是長期曠課
者。長期曠課包括所有的缺席 - 原諒和無故的 - 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因為缺課過多對學生的學術成
就和學生的參與度產生負面影響。
避免曠課，書面理由
嘉偉學區催促家長要保證他們的孩子正常上學並安排在課後或學校假期期間看醫生和做其他預約，這樣學
生不會錯失上學日或只錯失一小部分的上學日。學區亦請求家長在學校上學期間應避免旅遊或其他曠課。
學區每日出席率越高，學生會學到更多，學區會從州政府拿到的經費給課室教材和學術課程更多。學校的
日曆用來幫助有計劃在傳統假期期間去度假的家庭減少問題，這樣學生曠課也減少。
繼曠課後，當返回學校時，學生被要求從家中帶來一個書面理由。生病，預約看醫生和牙醫是可原諒的缺
課。曠課而沒有一個書面理由被記錄為不可原諒的缺課。
日曆
最短上課日，學生自由日及教職員培訓日 – 教育法第 48980(c)條
規定年度通知要告知所有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正就讀學校編排最短上課日和學生自由教職員培訓日。如果
最短上課日或學生自由教職員培訓日被編排在開學之後，學校應該通知受影響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越早越
好，但是不會遲過已編排的日子之前的一個月。
有禮貌於校園內 – CIC 1708.9, 教育法第 32210 條
任何人故意攪亂一個公立學校或一個公立學校的會議是犯了輕罪，可能被罰款不超過五百美元。
任何人，除非是家長/監護人對待他/她的未成年子女，有意或試圖傷害，恐嚇，強行干擾，以武力威脅，
身體阻撓，或以非暴力的身體阻撓任何人企圖進入或離開任何公共或私人學校場地是非法的。
虐待和疏忽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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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和疏忽兒童報告法 - 刑法 (PC) 第 11164 條及後續文件
法律規定每當嘉偉學區的教職員有合理懷疑的時候，他們會告發虐待和疏忽兒童的事件。教職員不可以調
查確定懷疑。教職員的名字和報告本身兩者是機密的，不可以被透露除了向已授權的機構透露。
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若懷疑學校的員工或其他人在校園內從事侵犯兒童，家長和監護人也可以對他們提出
申訴的權利。家長和監護人可向當地執法機構提出申訴；家長和監護人也可以聯繫學區的人力資源助理總
監 Genaro Alarcon，通知他有關事件，電話是 (626) 307-3486。
申訴
統一申訴政策和程序 – 加州規則法（5 CCR）第五篇第 4622 條, 教育法第 234.1 條，教育法第 32289 條
BP/AR 1312.3
規定學區應提供年度通知予學生，雇員，家長，學區顧問委員會，學校顧問委員會，及其他對統一申訴程
序有興趣的人士。通知應包括處理申訴負責人的身份，可得的民法補救方法，及上訴或複查程序，包含於
下列各條中，即加州規則法（5CCR）第五篇第 4650 條，直接干預的根據；第 4652 條，對地方機構所作決
定的上訴；及第 4671 條，聯邦複查權利。通知應為英文，如依教育法第 48985 條適用，則以受文者的母語
或溝通方式為之。
教育法第 32289 條, 在 2004 年改正，授權對未遵守學校安全計劃的規定，按照不讓一學童受忽略法(NCLB)
第四章(20 美國法第 7114(d)(7)節)，依統一申訴程序提起申訴。
爲了符合安全的地方學習法（AB9，第 723 章，2011 年法規）從 2012 年 7 月 1 日開始生效，學區可授權提
出統一申訴以解決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投訴。
教育法第 49013 條授權因未遵守學生學費而可提出統一申訴。加州州立教育部將開始一個過程，修訂並增
加加州條例法則以確保有關教育法第 49010-49013 條（AB1575,第 776 章）的一致性和清晰度，其生效日期
爲 2013 年 1 月 1 日。
教育法第 52075 條授权可提出统一申訴，指控一個學區，縣教育廳，或者特許學校沒有遵守與 LCAP 有關的
LCFF 規定（教育法第 52060-52076 條）或教育法第 47606.5 條和第 47607.3 條。
如果您想了解提出申訴的更多信息，請聯繫嘉偉學區。
統一申訴程序（威廉斯）
威廉斯申訴政策和程序 - 教育法第 35186 條, AR 1312.4
規定學區使用一個修改的統一申訴過程幫助鑑定和解決與教材有關的不足，緊急事件或威脅學生或教職員
的健康與安全的緊急設備條件，教師空缺或錯誤分配工作。 准許以匿名提起申訴。表明他／她自己身分的
告訴人在請求時有權得到回應。
每間學校必需提供足夠教科書和教材。 每個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必需有教科書或教材，或兩者都有，
在家裡或課後使用。學校設備必需是乾淨的，安全及維持良好的維修。 不該有教師空缺或錯誤分配工作。
如果學校被發現在這些範圍有不足，學校不採取行動去更正，那麼，可向校長辦公室或上網址
www.garvey.k12.ca.us 取得申訴表格。 家長，學生，教師或任何公眾可以就這些問題提起申訴。
規定通告要公佈在課室裡，告知家長，監護人，學生及教師如下︰
1.
2.
3.
4.

應該有足夠的教科書和教材。如果有足夠的教科書和教材，每個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必需有一
本教科書或教材，或兩者都有，在課室使用和帶回家。
學校的設備一定要乾淨，安全及保持良好的維修。
正如第(2)和第(3)段或第(h)分部所定義，不應該有教師空缺或錯誤分配工作。
萬一有短缺，索取表格提起申訴的地方是人力資源處的助理總監，電話是 626 307-3486。從該部
門的互聯網網站下載一份通知公佈出來將滿足這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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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就業輔導及課程選擇 - 教育法第 221.5(d)條, BP 5145.3
規定至少一次在年度通知要以一般的形式告知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預先就業輔導及課程選擇開始為七
年級作課程選擇，這樣，家長或監護人可以參加輔導班及作決定。學校教職員和志願者會小心警惕預防隔
離，教學指導和監督有偏見和定型，並且確保相等機會給所有學生。
從 7 年級開始，學校的工作人員應協助學生選科或職業輔導，根據該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而不是對學生的
性別為學生探索職業，或訓練課程而達到職業生涯的可能性。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會獲得通知，這樣他們可
以參加此類的輔導課程和決定。
設備
通知使用殺蟲劑
年度通知 - 教育法第 48980.3 條
規定年度通知須包括殺蟲劑產品的資料如教育法第 17612(a)條載明。
書面通知給學生，教職員，家長及監護人 - 教育法第 17612 條, 教育法第 48980.3 條
規定學校每年提供給所有教職員，在校就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一通知書有關即將到來年度所有殺蟲劑產
品預期應用於學校校園。
通知書鑑定在每種殺蟲劑產品內有效的成分，一個互聯網網址有關殺蟲劑的使用和削減依照食物和農業法
第 13184 條發展，學校的互聯網地址可能會發現學校場地綜合蟲害管理計劃假如校方已經公告了該計劃，
而且由校方指定人認爲需要公佈任何其他資訊。此通知書應該提供一個機會給教職員和家長或監護人向學
校登記如果他們希望收到個別殺蟲劑在學校使用的通知。
想要獲得一份所有殺蟲劑產品的副本，在年度中預期使用殺蟲劑於學校設施，以及至少施用個别殺蟲劑於
學校前 72 小時要收到通知書，請聯繫嘉偉學區。
含有石棉材料的學校建築物 – 聯邦規則法(CFR)第 40 篇第 763.93 條
規定學區，至少每學年一次，以書面通知家長，教師及雇員機構存有一個完整的，更新的管理計劃給含有
石棉材料的學校建築物，並且將包括在管理計劃裡說明使用各步驟來通知這樣的機構，及一份有日期的通
知副本。
無煙草的校園 – 健康安全法(HSC) 第 104420, 104495 節, BP 3513.3
規定所有學區和縣教育辦公室有收到預防使用煙草(TUPE)經費的要採用並實施一個無煙草校園的政策。有
關政策和實施程序的資料必需清楚地與學校人員，家長，學生及大眾社群溝通。告示牌寫著『禁止使用煙
草』必需顯著地擺放在學校財產的所有入口。戒煙支持計劃的資料必需備有而且給學生和教職員援助。
健康安全法(HSC)第 104495 節更進一步禁止吸煙或任何與煙草有關的產品及禁止丟掉任何與煙草有關的廢
物在學校操場 25 尺之內。禁止不適用位於學校操場 25 尺之內的公共行人道。
拜訪學校程序 - 教育法第 51101(a)(12)條, 刑法 (PC) 第 627.6 條, BP/AR 1250
註冊公立學校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有權利並且應該有機會，就像在他們子女的教育伙伴互相支持和尊重，
得到預先通知關於學校規則，包括拜訪學校的程序。
規定學校在每個入口貼上通告宣告拜訪者登記要求，登記時規定的時間，登記地點，路線帶到那個地點，
及違犯登記要求的懲罰。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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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注射- 教育法第 49403 和 48216，HSC 120335, 120370, 120338 和 120375 節
規定學區排除任何未正當地受免疫的學生，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他們有兩個星期要提供證據，證明學生已
經正當地接受免疫或依照健康安全法(HSC) 第 120365 或 120370 節所指學生可免除免疫要求。通知書亦必
需轉介家長或監護人到常用的醫療服務處獲得免疫服務。
注意﹕學區必須採用免疫要求對無家可歸者和寄養年青人即時註冊的規定要一致。
除非學生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提供給學校一份可接受的簽署豁免書，一個學生必須對某些傳染病已
免疫接種。學生們被禁止上學直到免疫接種符合要求。學區應配合當地衛生官員採取必要措施預防
和控制傳染病於學齡兒童。學區可以使用任何資金，財產，或人員和可能會允許任何人獲發牌作為
一名醫生或註冊護士為任何學生其父母已以書面形式同意而注射免疫劑。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開始，已簽署的豁免書要豁免學生符合免疫要求應包括由國家公共衛生部訂明
的表格，由下列人士簽名﹕1) 醫療保健實習者提供了信息給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有關免疫接種的利
益和風險及傳染病的健康風險；2)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表明他或她收到了由醫療保健實習者提供
的信息。
州立法律規定，一個孩子有下列免疫接種才可以上學：
(a) 所有到嘉偉學區的新學生，自過渡幼兒園至到 12 年級，必須提供脊髓灰質炎，白喉，百日咳，破傷
風，麻疹，腮腺炎，風疹和水痘的免疫證明。
(b) 所有過渡幼兒園和幼稚園的學生還必須提供接種乙肝疫苗的證明。
(c) 所有七年級的學生還必須提供第二次含有麻疹疫苗以及百日咳加強針疫苗的證明。
健康檢驗
體格檢查；家長拒絕同意 – 教育法第 49451 條, BP 5141.22
家長或監護人每年可以向學校校長提出書面聲明，由家長或監護人簽名，不同意其孩子接受體格檢查。如
果校方有充分理由相信該學生正感染得以辨認的易感染或傳染病，學校當局可以排除該學生上學。孩子可
以返回學校當學校當局滿意易感染或傳染病不再出現。
入學健康檢查(HSC)第 124085, 124100, 124105 條, BP/AR 5141.3
規定學區通知幼稚園和一年級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所有進入一年級的兒童必需做體格檢查。通知書亦告
訴家長或監護人透過地方衛生局可獲得免費健康檢查。
口腔健康評估，通知書 - 教育法第 49452.8 條 AR 5141.32, BP5145.6
規定當一個學生在公立學校註冊讀幼稚園時，或如果學生先前未曾在公立學校讀過幼稚園而要註冊讀一年
級，學生要在本學年的 5 月 31 日之前提出證明，已經在最初註冊入學時的十二個月之內已接受過口腔健康
評估。
持續服藥養生法
持續服藥養生法 - 教育法第 49480 及 49423 條, BP 5141.21
規定學區須通知學區內所有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如下：
任何學生不屬偶發情形而需持續服藥，其家長／監護人應通知學校護士所服何藥、目前劑量、與主治醫師
的姓名。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同意下，學校護士可以聯絡醫師並且諮詢學校人員有關藥物對學生可能產生的影響。
服用處方藥物 - 教育法第 49423 及 49423.1 條, BP/AR 5141.21
任何學生如須在一般上學日服用由醫師或外科醫師開的處方藥物，可以由學校護士或其他學校指定的人員
協助，或者，學生可以自己攜帶和自我注射腎上腺素處方藥，如果學區收到雙方的書面聲明，其一是來自
醫生的指令，詳細說明服用這種藥物的方法，數量和時間安排；其二是來自父母或監護人的書面聲明，要
求學區恊助學生服用處方藥依照醫生意見書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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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氣喘病藥物 - 教育法第 49423.1 條, BP/AR 5141.21
任何學生如須在一般上學日服用由醫師或外科醫師開的處方藥品，可以由學校護士或其他學校指定的人員
協助，或者，如果學校收到適當的文件，學生可以自己攜帶和自我吸入氣喘病藥物。
應急處理過敏性反應 –教育法第 49414
要求學區，縣教育辦公室和特許學校提供緊急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给學校護士和訓練有素的人員，並授權
他們使用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以便提供緊急醫療救助给患有或合理地相信有人患有一個危及生命的嚴重的
過敏反應（過敏反應）。
服用癲癇藥物 – 教育法第 49414.7
如果患有癲癇症的學生已經從他/她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取得緊急抗癲癇藥物的處方，此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
可以要求校方有一個或多個職員得到執行此緊急抗癲癇藥物的培訓，以防萬一學生的癲癇發作而護士又不
在場。
給學生的醫療或醫院服務 - 教育法第 49472 條, BP 5143
學區可以向學生提供，或備有，醫療或醫院服務或兩者都有，因為學生會在學校活動或上課時發生意外而
受傷。沒有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學生沒有必要接受這種服務。
防晒油與防晒衣服 - 教育法第 35183.5 條
規定學生雖無醫師的字條或處方得在上學日可以使用防晒油。規定學校就所容許的防晒衣服型式制定政策
包括但不限於帽子，而學生可以在上學日穿著作戶外用途。
哺乳的學生 -教育法第 222 條
要求由學區或縣教育辦公室營辦的學校，加州聾人學校，加州盲人學校和一所特許學校在校園裏提供，當
僅有至少一個哺乳期的學生在校園內，合理安排给哺乳期的學生讓她擠出母乳，用母乳哺育一個嬰兒，或
解決有關母乳喂養等方面的需求。這些合理安排包括，但不限於，獲得私人和安全的房間，除了一個廁
所，以便擠出母乳或哺乳一個嬰兒，准許攜帶到校園用來擠出母乳的任何設備，該設備可接入的電源，並
獲得一個地方可安全儲存母乳。
還要求校方應給予在校園哺乳的學生一個合理的時間量，方便學生有需要擠出母乳或哺乳嬰兒。禁止學生
蒙受學術懲罰由於她在上課期間使用這些合理調整的結果，授權向當地教育機構提出不遵守法案的規定的
投訴，並要求當地教育機構按照規定的程序回應此類投訴。授權投訴人就地方教育機構的決定向州教育局
提出上訴，並要求該部門在收到申訴書 60 天內發出書面決定。如果當地教育機構認為投訴者得值，或者如
果公共教育總監認為上訴者得值，那麽要求當地的教育機構應對受影響的學生提供補救措施；包括發表立
法結果和聲明。
無家可歸／寄養年青人
無家可歸年青人教育 - 42 美國法(USC)第 11432 條，教育法第 51225.1 及 51225.2 條
規定學區無家可歸聯絡人確保無家可歸學生的家長獲得通知有教育及相關機會提供給他們的孩子，並且家
長獲得有意義的機會參與孩子的教育。
通知可能說明︰
1.
聯絡人的聯繫資訊
2.
有資格的情況 (例如︰住在一個庇護所，一個汽車旅館，旅館，一所房子或因為經濟艱難
或損失多過一個家庭住的公寓，在一座荒廢的大樓，在一輛汽車，在一個露營地，或在街
道上，在暫時寄養照顧或與一個不是您父母或監護人的成年人，在低於標準的公屋，或與
朋友或家庭因為您是一個離家出走或無人結伴的年青人）
3.
有權立即註冊就讀原來的學校或目前居住處的學校但並沒有居住證明，免疫注射記錄或肺
結核皮膚試驗結果，學校記錄，或合法監護人的文件。
4.
有權得到教育和其他服務 (例如︰完全參加孩子合資格的所有學校活動和課程，自動地合
格得到營養計劃，得到交通服務，當註冊時遇到困難要聯繫聯絡人解決爭論）。
在兒童接受服務的地方，例如學校，庇護所，及供應湯的廚房，傳佈無家可歸兒童的教育權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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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年青人的教育安排 - 教育法第 48850 條及後續文件
規定學區的教育聯絡人確保寄養學生得到固定的上學安排而且這個安排是為了孩子最好的利益，編排在環
境限制最少的教育計劃，所有學生都易於使用學術資源，服務，額外課程及充實活動，已修讀的科目得到
全部和部分的學分，富有意義的機會來符合州政府的學生學術成績標準。
銷售
為了銷售目的洩露學生資訊 - 20 美國法(USC) 第 1232h 條
規定要通知學生的家長，每年至少在開學的時候，學校會在學年中安排或將會安排明確的或大概日期來進
行一項活動包含搜集，洩露或使用從學生搜集回來的個人資料，目的是銷售或售賣那些資料。通知書提供
給家長一個機會可選擇不讓學生參加活動。
規定學區諮詢家長訂立政策有關搜集，洩露或使用從學生搜集回來的個人資料，目的是銷售或售賣那些資
料。規定學區採取或繼續使用這些政策，要通知在學區內的學校裡註冊的學生的家長。每年在開學的時候
或政策經過任何實際的更改之後，在一段合理的時間之內要提供通知書給家長。
各式各樣的
美國儲蓄債卷 - 教育法第 48980(d) 條
年度通知書可以告知家長或監護人為其兒女將來升學至大專院校或大學教育而投資的重要性，並考慮適當
的投資選擇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儲蓄債卷。
不歧視
在學區計劃和活動上不歧視
加州和聯邦法律禁止在教育課程和活動上有歧視。教育法第 200 條及後續文件規定學區在教育上給與所有
學生平等權利和機會，不顧性別，性，種族，膚色，宗教，祖籍，國家起源，民族團契鑑定，婚姻或父母
狀況身體或心智喪失能力，性取向，或一個或更多這樣特性的感覺。1964 年民權法第六篇禁止歧視種族，
膚色和國家起源。第九篇禁止歧視性別。有殘障的美國人法案和 1973 年職業復原法案的第 504 節禁止歧視
殘障。美國教育部的民權辦公室有權對所有由聯邦支助經費的課程和活動執行聯邦法例。
嘉偉學區保證在教育上所有人有平等機會。學區的課程和活動將會無歧視基於性別，性，種族，膚色，宗
教，祖籍，國家起源，民族團契鑑定，婚姻或父母狀況身體或心智喪失能力，性取向，或一個或更多這樣
特性的感覺。具體而言，州法律禁止性別歧視建立於入學，輔導，與體育課，體育活動以及運動的可用性
的基礎上。變性學生應被允許參加性別隔離的學校課程和活動（例如，運動隊，體育比賽，以及實地考
察），並使用與他們的性別認同一致的設施。學區保證缺乏英文語言技能對於註冊或參加學區課程將不會
是一個障礙。不合法的歧視申訴可以透過統一申訴程序調查。當第一時間知道聲稱的歧視之後，必需在六
個月之內提出這樣的申訴。欲索取申訴表格或欲知詳情請聯絡︰
第九篇官員／控訴協調人
人力資源助理總監
2730 North Del Mar Avenue, Rosemead, CA
(626) 307-3486
第 504 節控訴協調人
學習支援服務處協調人
2730 North Del Mar Avenue, Rosemead, CA
(626) 307-3427

91770

91770

營養
免費及減價餐飲計劃；通知 - 教育法第 49510 條及後續文件

學區為有需要的學生維持一項免費及減價營養計劃。每一學校辦公室備有合格條件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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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學區提供年度通知書告知家長／監護人在學校有營養餐飲提供給接受政府救濟的學生。
規定年度通知書告知家長或監護人有關免費及減價餐飲計劃如教育法第 49510 條及後續文件所描述。
安全
搜查學生的小儲櫃
BP/AR 5145.12 教育委員會認識到事件可能發生而危及到學生和教職員的健康，安全與福利，學校官員有
必要搜查和扣押學生，他們的財產或學生的小儲櫃／書桌。
雇員可能停住和詢問學生無論是否有一個合理的懷疑，這樣的調查將會揭露學生已犯了法律或學校規則的
證據，只要這樣的扣留不是專制的反覆無常或為了侵擾。 無論如何，雇員和學校官員一定有特別的根據才
停住和詢問學生。
因為學生的小儲櫃和書桌是學生和學區共同控制，學校官員有權利和有能力打開並檢查任何學生小儲櫃或
書桌而沒有學生的准許或事先通知，當他們有合理的懷疑這搜查將會揭露非法財物或活動，或者當學生小
儲櫃或書桌發出氣味，煙，火和／或其他威脅到學生的健康，福利或安全。
禁止使用學生的小儲櫃與學校無關的目的。不恰當使用學生的小儲櫃將導致紀律行動。
安全地方學習法案 - 教育法第 234 和 234.1 條
這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政策，以確保所有地方教育機構繼續工作，以減少歧視，騷擾，暴力，恐嚇和欺
凌。這是加州的政策進一步改善學生在學校的安全和學生和支持的成人，學校和社區之間的聯繫。因此，
學區必須採取一些政策和程序以便處理如下：
1.政策禁止歧視，騷擾，恐嚇，欺凌基於實際或察覺的特點列載於刑法第 422.55 條和教育法第 220 條，和
殘疾，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國籍，種族或族裔，宗教，性取向，或與一個人或一群人有一個或
多個這些實際或察覺的特點。
2.政策適用於關係到學校的活動或學生出勤由學區總監管轄下的學校內發生的所有行為。
3.接收和調查歧視，騷擾，恐嚇，欺凌的投訴過程，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有的事項：

4.

a.一項規定是，如果學校工作人員目擊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行為，當安全的話，他或她應
立即採取措施進行干預。
b.根據學區管轄下，所有學校應當遵循一個時間表進行調查和解決投訴。
c.一個上訴的過程會給予投訴人如果他和她不同意提出的申訴的決議。
d.保留投訴及其解決方案最低為一個審查週期。
e.以適當的方法確保投訴人受到報復的保護和其身分維持保密。
鑑定一個負責任的當地教育機構人員以確保遵守此法案。

撫養問題
監護權糾紛必須由法庭來處理。學校沒有法律管轄權拒絕孩子的親生父母探訪他/她的孩子和/或索取學校
記錄。唯一的例外是有簽署禁止令或適當的離婚文存檔在學校辦公室，具體提到探視的限制。任何學生的
放行情況涉及學生福利的問題將會由學校的管理員或指定人員自行決定進行處理。如果任何這樣的情況造
成了擾亂學校，校方將聯繫執法人員並要求他進行干預。我們要求家長盡一切努力不要牽涉學校入撫養事
情。每當有家長或其他任何人並未列出在緊急卡上而又試圖去接孩子的時候，學校將盡一切努力聯繫到有
監護權的家長。
長期性危險學校，暴力刑事罪的受害者，轉校選擇 - 20 美國法(USC) 第 7912 條
規定學區有一個書面政策說明在長期性危險學校上學的學生和在公立學校裡或外成為暴力刑事罪受害者的
學生必需准予到一間安全的公立學校上學。書面政策必需傳達給所有當事人，並且反復的傳達給暴力刑事
罪受害人及其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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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預防 - 教育法第 32282.5 條
規定加州教育部透過電子形式把災難預防教育素材分發給學區和縣教育局，至少以加州英語學習者最主流
的三種語言。
學校安全計劃 - 教育法第 32280 條及後續文件
嘉偉學區每間學校都有一個全面的學校安全計劃，它包括災難預防計劃和緊急程序。 每間學校的辦公室備
有複本可供參閱。火警演習在每所學校會定期舉行。
學校全面安全計劃：年度報告 - 教育法第 32286 條
規定學校應在每年七月呈報學校安全計劃的狀況，包括按照教育法第 33126 條與第 35256 條規定而準備的
學校年度業績報告書要點的敘述。
梅根法 – 刑法(PC)第 290 條及後續文件, ACR 72 (提案 Ch. 122, 1998)
加州司法部的網站 http://meganslaw.ca.gov/ 可能找到註冊性罪犯在加州的資料。這網站也提供怎樣保護您
自己和您的家庭的資料，性罪犯的事實，常見的問題，及性罪犯在加州的註冊要求。
互聯網安全
進入互聯網與上網網站 - BP/AR 6163.4
學區可能考慮通知家長或監護人關於使用互聯網給未成年人造成的危險。尤其是，由擄掠小孩者和以電子
恃強凌弱的人使用的網站。
學校業績報告書 - 教育法第 35256, 35258 條
規定學區為每間學校做一份學校業績報告書。 教育法第 33126, 32286 和 52056 條詳細說明業績報告的內
容。規定學區宣佈業績報告書，並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在要求時可獲得一份業績報告書的複本。 從 2008-09
學年開始，在二月一日前要印好業績報告書備索。
此外，學校業績報告書所含資料應可自網際網路取得，其網址如下：http//www.garvey.k12.ca.us。學校
業績報告書被規定要包括每個學生估計的費用和得到經費的服務類型，由學區管理委員會鑑定有不足夠教
科書或教材的學校包括依照科目學生缺乏充分與標準排列的教科書或教材；及職業科技教育資料的量度標
準。
學校規則
學校訓導規則與程序 - 教育法第 35291 條, BP/AR 5144.1
任何學區的教育委員會應擬定條規與法律或與州教育部的法規一致，依照它的司法權為了學校的統治及紀
律。每個學區的教育委員會可以通知所有學生，註冊在學區的學校，其家長或監護人學區備有屬於學生紀
律的法規。
校長備有包括停學與開除在內的學生訓導規則供人索取。上述規則由學校各顧問委員會擬定並呈送管理委
員會備案，並每年傳達與全體學生。註冊入學時每家得到一份家長用訓導手冊。學區依規定須通知家長，
學區對違反教育法第 48915(c) 條的規定採取絕不寬容政策而必作強制性的開除建議，包括 1)持有／出售
／供應槍械，2)揮舞小刀，3)出售管制物質，4)犯／企圖犯性攻擊，5)持有爆炸物。

性騷擾政策- 教育法第 231.5 條, 教育法第 48980(g) 條, BP 5145.7
規定年度通知包括一份學區的性騷擾書面政策因為它與學生有關。
任何雇員或學生的性騷擾均不應加以寬容乃學區的政策。資料性定向應提供給每一學生。違者／學生應據
此付諸懲戒。規定學區的性騷擾政策複本應陳列在一個顯著的地方而且亦包含在宣佈學區的標準行為的發
表裡。
學生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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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責任 – 加州規則法(5CCR)第五篇第(300)條
學生應遵守學校規則，服從所有指導，勤勉學習並尊敬教師及其他有權威的人，並且克制使用污穢和粗俗
的語言。
司法權 - 教育法第 44807 條
教師、助理校長、校長或任何其他文憑雇員應使學生為自己在來往學校途中、在操揚上、或課間休息時的
行為負全部責任。
家長通知書 – 教育法第 51100 條
規定註冊於公立學校的學生其家長和監護人，在子女的教育中作為相互支持和相互尊重的合作夥伴，有權
利和應該有機會提前被告知有關學校規則，包括紀律規則和程序按照第 48980 節、出勤政策、衣著規定及
參觀學校的程序。
網絡欺凌 - 教育法第 48900（2）（A）
AB881（Garcia）規定電子行為可能是暫停學或建議從學校開除的方式，以具體定義為“電子法案” 按照
指定，作為無論是創作或通信傳輸。
強制開除的違犯 - 教育法第 48915 條
學生在學校或在學校外的活動觸犯了任何下列的行為，學校應立即將其停學及推薦開除︰
1.
2.
3.
4.
5.

持有，販賣，或以其他方式供應槍砲。
向他人揮動刀劍。
非法出售管制物質。
犯或企圖犯妨害風化罪。
持有爆炸物。

當發現學生觸犯行為，學區教育委員會應命令開除學生。
危險物品在校園
如果學區關心學生攜帶合法但是危險的物品到校園，例如雷射指示器或小彈丸氣槍，學區可以考慮通知家
長或監護人下列條例:
危險物品 – 刑法(PC)第 417.27 條, 刑法(PC) 第 12550 條, 第 12556 條, BP 5141.1
任何學生在任何小學和中學的校舍中持有雷射指示器是犯法的，除非持有是為了正當的教學或其他與學校
有關的目的。
一個 BB 裝置可能被認為是模仿槍械。在一個公共地方，包括公立學校，公開地展示或暴露任何模仿槍械依
據刑法是犯刑事罪。
財產損壞
如果學區有關心學生損壞或不退還學區財產，學區可以考慮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下列條例:
財產損毀／家長的責任 - 教育法第 48904 條, BP/AR 5125(c)
家長或監護人可能財政上要負責任如果他們的孩子故意損壞學校財產或不退還向學校借用的財產。學校可
以更進一步扣留學生的成績，文憑及學分直到賠償損失為止。
衣著規定或學校制服；「與幫派有關的服飾」- 教育法第 35183 條, BP 5132, AR 5132
授權學校採取一項衣著規定政策要求學生穿全校性校服或禁止學生穿著與幫派有關的服飾。
授權學區採取一項衣著規定禁止穿著與幫派有關的服飾。嘉偉學區有一項全學區的校服政策。有校服免除
權程序及協助經濟情形較差學生的校服協助計劃。洽詢學校以獲知詳情。涉及幫派服飾將招致適當的懲戒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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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實施一項政策要求學生穿著全校性校服之前，規定學校要在六個月前預先通知家長或監護人。政策
提到有資源協助經濟情形較差的學生，並提及假如家長選擇不讓學生遵從校服政策，學校不可以在學術上
懲罰學生或用其他方法歧視學生及拒絕讓學生上學。
要求家長／監護人上學 - 教育法第 48900.1 條, BP 5144.1
學生被教師罰停學因為猥褻的行為，褻瀆或者粗俗的言語，騷擾學校活動，或故意反抗教師的權威等，教
師有權要求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到學生的課室上課一部分時間。
電子信號裝置 - 教育法第 48901.5 條, BP 5131
學區或它的個別學校可以管理學生在上課日或在學校活動中持有或使用電子信號裝置的權利，包括手機及
傳呼機。
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電子煙）
在未成年人之間使用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 (ENDS) 日漸上升，學校應採取一項政策禁止它的使用。學校可
能還需要提供信息給家長作為預防措施。
學區禁止在任何時候在所有學區的物業和學區的車輛內使用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 (ENDS) 例如電子煙、水
煙筆，小雪茄，和其他蒸汽發射裝置仿造使用煙草產品，有或無尼古丁含量。ENDS 常常看起來像香煙，雪
茄和煙斗，但也可以做成看起來像日常用品如鋼筆，哮喘吸入器和飲料容器。這些裝置並不限於蒸發尼古
丁; 它們可以被用來蒸發其他藥物，如大麻，可卡因，和海洛英。
第 119405 章衛生和安全法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電子香煙，這意味著，學生不應該擁有任何這類裝置。學生
使用，擁有，或供應，安排或協議販賣 ENDS 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特別是因為根據衛生和安全法第
11014.5 條的定義，ENDS 被認為是一種吸毒用具。
電子監聽或錄音裝置 – 教育法第 51512 條
任何人包括學生如使用任何電子監聽或錄音裝置在任何課室，沒有老師和校長的預先准許是被禁止，因為
這些裝置擾亂和妨礙學校的教學過程和紀律。任何人除了學生以外，故意違反，即屬犯有輕罪。任何學生
若違反應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
特別需求的學生
兒童尋找系統 - 教育法第 56301 條；20 美國法(USC) 第 1401(3); 1412(a)(3) 條; 34 聯幫規則法(CFR) 第
300.111(c)(d) 條
規定特殊教育地方計劃地區(SELPA)擬定書面政策和程序為繼續兒童尋找系統包括有身心智障的移居兒童或
無家可歸的兒童或被州監護的兒童及正在私立學校上學的身心智障兒童。政策和程序包括書面通知所有家
長其權利有關鑑定，轉介，評估，教學計劃，為初次轉介作評估的程序，實施及審閱。
第 504 節: 29 美國法 (USC)第 794 條, 34 聯幫規則法 (CFR) 第 104.32 條
1973 年復原法第 504 節及有殘障的美國人法案（42 USC 12101 及後續文件）禁止因殘障原因而歧視。第
504 節規定學區鑑定和評估有殘障的兒童並確保他們得到免費及合適的公立教育。有身體或心智障礙的個人
而實際上其障礙限制一項或多過一項主要生活活動，包括學習，是符合資格接受服務和幫助，他們得到的
幫助意欲迎合他們的需求並且與非殘障學生所得到的幫助是相等範圍。家長或監護人得到通知如下︰由學
區指派一個負責實施第 504 節規定的人的姓名及聯絡資料，設立篩選和評估程序可供使用當有學生被懷疑
有殘障，限制其能力去上學或在學校學習，有權獲得一書面調整計劃假如學生被發現有殘障而依照第 504
節需要服務，有權與非殘障學生一起受教育達到最大程度適合學生個別的需求，及由法律擔保的程序上的
保證的通知書。
學生記錄
學生記錄 - 教育法第 49063, 49069 條, 34 聯幫規則法 (CFR) 第 99.7 條, 20 美國法(USC) 第 1232g 條,
BP/AR 5125
規定學區每年開學的時候和學生最初註冊時應以書面通知家長有關學生記錄的權利。通知書以一表格形式
合理地告知家長可索取以下特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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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記錄和資料的種類包含在那地方是直接與學生有關的並且由學校機構保管。
負責保管每一種記錄的官員的職位。
所有正式的學生記錄保管的地點假如不是中央地點保管，如果被要求，有一位合資格有證
書的人員可以翻譯記錄。
依照第 49064 節規定要保管的登記冊或記錄的地點。
學區使用的標準詳細說明『學校當局和雇員』及決定『合法的教育上的關心』正如使用於
第 49064 節及第 49076 節分節(a)的第(1)段。
機構的政策對於檢閱和擦去那些記錄。
對於學生記錄家長的進入權。
詰難學生記錄的內容的程序。
向家長收取複製記錄副本的費用，如果有的話。
按照第 49073 節，機構已經指定資訊的分類為學生名址簿資料。
家長有權向美國教育部，家庭政策遵從辦公室提出申訴，關於學區聲稱忽略順從 FERPA 的
條例。
按照第 49091.14 節已準備好計劃書供備用。

就通知書可用而言，必需是學生的母語。
學生名址簿資料 - 教育法第 49073 條, BP/AR 5125(c)
規定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以每年為基準，學校計劃發放名址簿資料的分類及那些人或機構可以收到此類資
料。授權家長可通知學區阻止發放資料。有關名址簿資料的詳細情形，請與學區聯繫。
AB1068 (Bloom) 禁止發放一個學生，經定義，被鑑定為無家可歸的兒童或青少年的名址簿資料，除非其家
長或符合資格的學生已同意該等資料可以被釋放。
釋放少年資料 - WIC831
説明按照規定，在提交呈請書而沒有法庭命令，這些條文無授權向聯邦官員披露青少年的資料。説明按照
規定，在提交呈請書而沒有法庭命令，這些條文無授權向聯邦官員傳播青少年的資料。説明按照規定，没
有青少年法院的主審法官的事先批准，這些條文無授權給予聯邦官員或由聯邦官員提供的青少年資料的附
件及其他文件，説明“青少年資料”包括青少年案件檔案與青少年有關的信息，正如所指定。
分享醫療記錄 – 健康安全法（HSC）第 120440 條
規定學區如計劃將學生的醫療記錄資料提供給免疫注射系統須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如下︰
1.
2.
3.

4.
5.
6.
7.

學區可以與地方衛生局和州衛生服務部分享醫療資料。
州衛生服務部的名稱和地址或者學校將分享資料給免疫注射登記的名稱和地址。
與地方衛生局和州衛生服務部分享的資料將會被保密和只可以彼此互相分享使用，在被要
求時，可與下列機構分享如健康護理提供者，學校，兒童保育設備，家庭兒童保育之家，
婦女嬰兒兒童(WIC)服務提供者，縣福利部，寄養照顧代理及保健計劃。
提供者，代理及機構將，順序地，對待分享到的資料如機密，並且將會只像指定的那樣使
用它。
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有權檢查如此分享的任何與免疫注射有關的資料並且更改裡面的任何
錯處。
學生或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拒絕准許這資料以上述的方式分享，或者隨時收到免疫注射提示
通知，或者兩者都有。
經拒絕之後，醫師可以維持進入這資料，目的是監護病者或保護公共衛生。經拒絕之後，
地方衛生局和州衛生服務部可以維持進入這資料，目的是保護公共衛生。

暫時喪失能力的學生
暫時喪失能力的學生的教學 - 教育法第 48206.3 條, 教育法第 48207 條, 教育法第 48208 條
一個暫時喪失能力的學生，如在其註冊的正規班或替代性教育課程不可能或不適合上學，可以接受個別化
教學可在學生的家裡提供每天一小時。為了進一步的資訊請聯絡您學校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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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住在醫院或其他有住宅的健康設備的暫時喪失能力的學生，除了州醫院例外，可以被認為已遵守居住
處要求，可以在醫院所在之處的學區上學。
這是家長或監護人的責任要通知學區，暫時喪失能力的學生所住的醫院或其他有住宅的健康設備屬於這學
區。在接到通知時，，學區將會在五個工作天之內決定學生是否能夠接受依照教育法第 48206.3 條的個別
化教學，和如果可以的話，應在五個或更少的工作天提供教學。
調查
調查 - 教育法第 51513 條, 20 美國法(USC) 第 1232h 條
禁止使用測驗、詢問表、調查或考試包含任何有關學生對性、家庭生活、道德及宗教的個人信念或慣例的
問題，除非家長或監護人得到書面通知學校會執行這些測驗、詢問表、調查或考試並且家長或監護人以書
面同意。
規定無一學生可以被要求，沒有家長預先的書面准許，提交會揭露敏感的個人資訊的一項調查、分析或評
估（例如︰政治關係或信念，精神或心理問題，性行為或態度，非法、反社會、自我賠罪或自貶身分的行
為，吹毛求疪的評價與回應者有緊密家庭關係的其他個人，合法被認可的特權或類似的關係，宗教慣例、
關係或信仰，或收入）。
規定通知學生的家長，至少每年在學年開始時，學校已安排或將會安排具體的或大約日期當學校執行任何
會揭露敏感的個人資料的調查。通知書給與家長一個機會聲言學生將不會參與這項活動。
規定學區與家長商議擬定政策，關於家長有權按要求檢查第三者的調查或者任何正式文件用來收集個人資
訊，答應一個請求做檢查的合適程序，及學區提供一個安排要保護學生的隱私如果實行或分配一項調查會
揭露敏感的個人資訊。規定要通知註冊在學區內所有學校的學生之家長有關學區採用或者繼續使用如此的
政策。每年在學年剛開始時，或者政策上有任何實際的更改之後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要通知家長。
技術
可接受的使用技術
嘉偉學區採用的目標之一是要協助促進使用技術來增進學生的學習。進入使用嘉偉學區的技術是一種特
權，並非一項權利，而且學生登記參加學區的課程或活動必需遵守有關可接受的使用技術的學區指引和程
序。所有嘉偉學區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監護人在使用學區技術資源之前將簽署可接受的使用技術同意
書。嘉偉學區將盡力過濾透過互聯網進入的不適當或有害的郵件，並且學生也要負責任當使用學區的技術
時不主動進入不適當或有害的郵件。違犯這項政策可能導致紀律處分及喪失使用技術的特權和／或者負上
民事或刑事責任。
上學的交通
校車安全 – 教育法第 39831.5 條
當註冊報名學前班、幼稚園、一到六年級時，規定學區要提供校車安全的書面資訊給以前未搭乘過校車的
所有學生的家長（例如︰每個學生的住宅附近一系列學校校車站，在校車上落地帶的一般行為守則，走過
紅燈的指引，校車的危險地帶，及往返校車站）。
以前未搭乘過校車的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在最初登記入學時應收到如指定的校車安全的書面資訊。這規定
適用於學前班至六年級。
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頭盔的法律 – VC 21212
要求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兒童的家長要陪同他們的孩子走過一條安全的路線。步行者不可以走捷徑穿過私
人住宅。所有兒童在往返學校路途上預期會表現良好的行為。
無人在十八歲以下可以在街道、自行車道、或任何其他公共自行車小徑或者崎嶇小道操作自行車、非機動
滑行車、滑板或者穿著有一排輪子或有輪的溜冰鞋，也不可以在自行車上、非機動滑行車或者滑板上作乘
客，除非那個人正在戴著一頂規格達到標準、正好合身的並且緊扣的自行車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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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簽 收 和 審 查
法定權利與責任摘要
年度家長必要通知書
各位家長∕監護人
遵照教育法第 48980 條每年學區必須通知家長和監護人有關其權利和責任.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者如果您想檢閱通知書裏面提及到的特定文件,請聯絡您學校的校長.
她∕他能夠給您更詳細的資料並協助您得到您希望檢閱的任何資料的副本.
請填寫下面的“確認的收據和審查”表格並且交還給學校.

確 認 簽 收 和 審 查
依照教育法第 48982 條, 家長∕監護人應在這通知書上簽名並且交還給學校. 通知書上的
簽名是家長∕監護人承認她∕他已獲得通知其權利但是不一定表示已給與或拒絕淮許孩子
參加任何特殊的計劃或活動。

學生的姓名︰
家長／監護人的姓名︰
地址︰
城市和郵遞區號︰
住宅電話號碼︰（

）

手機電話號碼：（

孩子就讀的學校︰

）
年級︰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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