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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和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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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羅蘭聯合學區”的使命是一個齊心協力在學習之發展中的國際化社區, 其任務是經
由一套以嚴謹學術, 創新科技使用, 啟發想像力的探索, 和豐盛學習經驗而著稱的系統, 授
權學生以便實現他們/她們獨特的潛力和負責任地貢獻給一個全球化的社會.
正直: 我們相信支援合乎道德的決策, 積極角色模範和一個致力於專業的原則.
尊重: 我們相信對個人和團體雙方共同點和差異性的欣賞和慶祝. 此外, 我們將培養尊重
民主原則和公民權; 通過開發其保護責任來促進尊重我們的環境.
安全: 我們相信並致力於為所有的學生和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的學校和一個安全的環境.
以學生為中心: 我們相信在做所有決定時要保持以學生為中心. 提供有意義的, 富有挑戰
性的課程, 計劃和實踐將: 促進學生參與; 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 確保一個堅實的學術基礎
和基本技能間的平衡; 解決問題, 和批判性思維; 鼓勵終身學習.
卓越: 我們相信盡我們所有的努力來追求一種理想以達成高標準的個人表現, 藉由以下來
展現: 在一個支持的環境中明確的期望; 嚴謹的教學計劃; 成功的承諾.
責任: 我們相信每個人可以而且應該對他/她的決定和行動負責. 為支援此價值, 我們將︰
促進個人和群體的發展和賦予權力; 制定適當的目標和成功的措施.
羅蘭聯合學區不因種族, 膚色, 國籍, 宗教信仰, 年齡, 婚姻狀況, 性別, 身體或精神上的殘
疾, 在入學許可或取得或對待或受雇於其計劃和活動 (此包括成人和職業教育) 而歧視他
人.

學校的課程表
辦公室時間
7:30a.m. - 4:00 p.m.

星期一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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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間
幼稚園
8:10a.m. - 1:33 p.m.

星期一 – 星期五

1 – 3年級
8:05 a.m. - 2:27 p.m.
8:05 a.m. - 1:16 p.m.

星期二 – 星期五
只有星期一

4 – 6年級
8:05 a.m. - 2:32 p.m.
8:05 a.m. - 1:25 p.m.

星期二 – 星期五
只有星期一

SH, Mrs.Hershey (P-5)
8:05a.m. - 2:32 p.m.
8:05a.m. - 1:25 p.m.

星期二 – 星期五
只有星期一

年級程度
幼稚園
1st 年級
2nd 年級
3rd 年級
4th 年級
5th 年級
6th 年級

 間休息
課
10:00-10:20 a.m.
10:20-10:40 a.m.
10:20-10:40 a.m.
10:20-10:40 a.m.
10:20-10:40 a.m.
10:20-10:40 a.m.
10:20-10:40 a.m.

午餐
11:05 a.m. – 11:40 a.m.
11:30 a.m. – 12:05 p.m.
11:45 a.m. – 12:20 p.m.
11:55 a.m. – 12:30 p.m.
12:05 p.m. – 12:40 p.m.
12:15 p.m. – 12:50 p.m.
12:25 p.m. – 1:00 p.m.

成績報告日期
2018年11月7日
2019年3月6日
2019年6月6日

第一個三個月之末
第二個三個月之末
第三個三個月之末

2018-2019學年行事曆
上學的第一天 上學的最後一天 -

2018年8月13日, 星期一
2019年6月6日, 星期四

假日 (不用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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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3日

勞工節

2018年9月21日

專業發展日

2018年10月10日

家長會議

2018年 11月1日

專業發展日

2018年11月11日

退伍軍人節

2018年11月19-23日

感恩節

2018年12月21-31日

寒假

2019年1月1-11日

寒假

2019年1月21日

馬丁路德紀念日

2019年2月18日

總統節

2019年3月25-29日
2019年5月27日

春假
國殤日

提早下課日
2018年10月8 & 9 日

家長會議日

2018年10月11 & 12 日

家長會議日

2019年2月4-8日

家長會議週

2019年6月6日

學校上課最後一天 (上午11:26 a.m. 放學)

一般的資訊 (A-Z)

缺席的理由
請給學校一個便條解釋所有的缺席 （或致電辦公室, 或是留言在老師的語音信箱, 或您喜
歡的話可給老師發電子郵件）. 在任何缺席的第一天通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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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學校
每天準時到學校上課是家長和學生的責任. 校園在上午7:50以後才會對學生開放. 請作適
當的安排以確保貴子弟不要在上午7:50前到達. 遲到的通行證必須在辦公室獲得.

自行車
4 - 6年級的學生可騎他們的自行車上學. 3年級的學生可在開學三個月後, 有特別的許可方
能騎自行車上學. 加州法律規定所有騎自行車的人都必須戴適當的自行車頭盔. 自行車只
能停在並上鎖在自行車停放區.

生日書籍俱樂部
每年很多父母想招待其子女課堂的同學來慶祝其子女的生日. 很不幸地, 這對學術課程會
造成非常大的混亂並會中斷教學時間. 我們已實施”生日書籍俱樂部計劃”. 如果每個孩子
生日的慶祝方式是買一本新書, 我們就可以添加超過650本新書到圖書館.
學校圖書館持續的需要新的書籍, 而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我們希望家長以其子女名義買
一本新書送給我們的圖書館, 而不是在孩子生日時花錢招待其班上的同學. 這本書會在封
面內有訂制的藏書標簽來紀念貴子弟的生日. 貴子弟和您所捐贈的書籍將會在大會上作表
揚. 請把書籍帶到辦公室以獲得你的生日藏書標簽. 這本書將會長久的慶祝貴子弟的生
日, 並將強化我們學校的圖書館.

書袋, 背包 & 運動裝備
我們鼓勵所有學生都使用持久的保護袋, 這樣可以減輕對學校教材的磨損. 未經老師明確
要求的個人運動裝備在學校操場是禁止的. Killian並不鼓勵帶有輪子的背包. 當一大群人
走路時, 它們是危險的. 在教室裏面也沒有地方來存儲它們, 且它們佔據了大量的地面空
間. 然而, 我們亦明白在肩膀上背著沉重的背包可能傷到背部. 鼓勵學生只攜帶家庭作業
所需的物品在他們的背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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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早餐的費用是 $1.15 (享受減免餐點的學生不用支付) , 且將在上午 7:40開始提供服務.

虐待兒童
依照加州法律, 學校工作人員有義務根據罰款及監禁條款, 報告一個對身體虐待, 情感虐待,
情感剝削, 身體疏忽, 監督不當, 或性虐待和性剝削的合理懷疑. 學校不會在向執法當局提
交報告之前聯繫家長, 這是大多數其它法律事件中所遵循的程序. 根據上述罪行的嚴重性,
該法律的明確意圖是規定對虐待的合理懷疑必須提出報告. 學校工作人員將以受影響兒童
的最佳利益作出此類報告, 一旦合理懷疑得到證實, 則不得有任何法律選擇, 而需向適當的
當局報告其調查和審查.

會議
與貴子弟的老師開會是貴子弟教育的一個重要部份. 可透過寫一張便條給老師, 打電話去
學校或發電子郵件給老師安排會議. 可致電626-964-6409 與校長預約會議.

放學
放學後學生應該直接回家, 除非他們被老師要求在課後留下來. 學生不可在無人監管的校
園裡.

衣著法規
一項衣著政策已生效. 我們強烈鼓勵學生穿著學區所認可的服裝.

為了保持教育課程的安全和連續性, 所有衣服穿著的適當性將由學校行政部門決定.
學生違反著裝要求, 我們將聯繫家長攜帶適當的服裝到學校來.
褲子, 短褲, 中褲, 裙子, 裙褲 & 無袖背心裙

必須合身且穿在腰間. (內衣不會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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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褲必須不短於指尖的長度
襯衫 & 女襯衫
任何顏色或圖案
不可有細肩帶, 背心或露出上腹部的上衣, 必須遮蓋胃的區域
必須有袖子
有不當/貶損口號或設計的襯衫將被不允許.
夾克, 運動衫和毛衣
運動衫必須是水手領的款式或有帽子 (在教室內不可戴帽子)
毛衣可以是套頭的毛衣或胸前開釦的毛衣
素面或有青年運動標誌的夾克是被准許的
雜項
襪子 - 任何純色均可接受. 必須與鞋子一起穿
腰帶 - 不
 可有鍊子或垂吊的皮帶
鞋子 - 必須蓋住腳趾和腳後跟 – 不可穿涼鞋, 人字拖鞋或拖鞋
網球鞋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要有鞋帶適當地綁緊
有伸縮自如輪子的鞋子是不被准許的.
帽子 - 只准在戶外戴帽子, 且帽子需面向前方. 有不恰當的標誌, 圖案或徽章的帽子將不
被准許.
所有服裝都必須有良好的情況, 沒有破洞, 沒有磨損邊緣或摺邊.

緊急聯絡卡
為了貴子弟的安全, 在此聯絡卡上簽字並加註日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聯絡卡將會保存在
一個檔案夾內且在有緊急情況時才會使用. 任何地址, 電話號碼, 父母的工作, 醫生, 或被
授權來接您生病或受傷的孩子的人士如有改變, 您必須立刻向我們報告. 請到我們辦公室
來完成資訊的更改.

緊急情況時的程序 & 讓學生離去
火災  (或其它必要的疏散):
學生疏散到柏油路並在指定地點排隊.
地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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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迅速低下頭, 找掩護並一直等到震動停止
消防演習程序 (最初的階段)
學生移到被指定的位置群組 (教室群) 的草坪上
為了學生的安全, 校園關閉
由指定的工作人員到每間教室搜索
指揮中心與學區緊急服務部門聯繫
家長或其他指定的成人在”學生准許接回”區簽到
接待員從指定位置護送學生到”學生准許接回”區
學生讓指定的成人帶走, 從"學生准許接回”的門離去

校園關閉 & 就地掩蔽:
● 當做了宣佈後, 進入最近的教室並且留在教室不要讓外面的人看到你
指定的區域: 學生准許接回, 公共廁所, 急救護理, 指揮中心, 食物配給, 學生群組
必須嚴格遵循程序, 以便學校掌握有關誰來接走了學生, 在什麼時間, 以及他們的目的地等
資訊. 這些資訊將有助於家庭團聚, 因此必須嚴格遵守. 請耐心並沉著應對（即使你不覺
得）. 如果孩童看到成年人不安, 他們會恐慌並可能變得歇斯底里, 這將影響安全團聚的
過程.
在Killian 校園需要疏散的情況下, 學生將疏散到下列之一（一個標誌將留在Killian學校,說
明學生疏散到那裏）：步行 - 羅蘭高中. 巴士送至 - 羅蘭崗公園（位於Colima的北邊的
Banida街道上, Nausika以西一條街）.

健康服務
護士辦公室位於主要辦公樓. 如果學生生病, 需要幫助, 他/她應該通知老師, 並獲得一個通
行證去看護士/保健員. 任何在校園的損傷都需要立即報告老師. 所有學生在其留檔的註
冊學生卡和同意書上面必須有最新的緊急聯繫資訊. 未經辦公室正式授權, 學生不得隨意
離開校園. 請定期更新緊急聯繫資訊.

家庭作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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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業是羅蘭聯合學區和Killian小學教學課程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 明確說明的家庭作
業政策將有助於建立學校和家庭之間更好的溝通.
我們的政策是每天 (星期五除外) 分派家庭作業給K-6年級的學生. 分派的工作應該是常規
教學的延伸, 其應該是充實的, 提供補救, 或讓學生對其所需技能的練習.

RUSD 教委推薦的時間分配
這些建議大約所需的時間是根據大多數學生完成作業所需要的平均時間. 這些時間會因工
作的困難度或學生掌握技能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幼稚園
10-20 分鐘

1 年級
10-30 分鐘

2 年級
20-30 分鐘

4 年級
40-50 分鐘

5 年級
50-60 分鐘

6 年級
60-70 分鐘

3 年級
30-40 分鐘

為了確保我們的學生充分受益于家庭作業, 我們需要您的幫助和支持. 請確定貴子弟完成
作業且請您提供一個安靜的地方和時間以讓貴子弟可以在那裏寫作業.

家庭作業的標準: 學生應該能夠獨立地完成該活動, 然而, 我們鼓勵父母的支援和參與. 作
業可協助達成課堂的目標. 考慮到個別學生和家庭的需要, 可提供有其它選項. 作業必須
是明確具體且是定期的分派. 分派的作業將有明確的截止日期.

家庭作業的形態: 加強和 /或豐富具體技能的作業; 持續長期的作業加上由課堂老師規定有
時間的限制; 未完成的課堂作業; 給缺席學生補做作業的機會.
老師家庭作業的網頁: 每一名老師都在Killian 的網站 (www.killianschool.org) 內有其自己
的網頁. 在此網頁上的家庭作業將儘可能是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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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學生意外保險可透過私人保險公司提供給父母. 在學年開始即提供了資訊和表格. 學區不
提供意外保險. 我們通知家長: 任何因為在學校受傷所導致的醫療費用是家長們的責任.

圖書館
Killian 小學有自己的媒體中心和圖書館. 學生可通過種類繁多的書籍, 資料, 電腦科技獲
得資訊. 學生將對丟失或損壞的書籍負有財政上的責任. 損壞/遺失的條碼也將收費 $5元.
那些濫用他們圖書館特權的人將不被准許借書. 除了學校圖書館, 學校附近還有公共圖書
館.

失物招領
每年, 所有年級的學生都會丟失許多貴重的東西. 每一樣可能丟失的東西都應該明確標明
貴子弟的名字. 請貴子弟努力尋回所有屬於他的物品. 無人認領的物品會一年分幾次的捐
贈給慈善機構.

午餐計劃
請幫助貴子弟記得帶午飯錢或從家裏帶來準備好的午餐. 我們不鼓勵將"速食"或自製午餐
在學校開始上課後送到辦公室. 較晚送來午餐會引起混亂和造成不必要的混淆. 未有午餐
的孩童必須到辦公室檢查其父母是否有送過來. 如果沒有午餐, 我們將從自助餐廳提供牛
奶和水果/蔬菜給該孩童. 在學校我們不保持午餐借款資金. 接受減免午餐的孩童並不需要
每天在自助餐廳吃午餐. 自己攜帶一些午餐不會取消貴子弟獲得減免午餐的資格. 學生
可以藉由從家裏攜帶午餐來避免在午餐時排隊等候. 學校不允許有玻璃瓶.
午餐價格
午餐加上牛奶

$ 2.00

牛奶價格
牛奶 (1 紙盒)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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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服用藥物
法規要求學生不得攜帶藥物, 包括吸入劑（除非他們有醫生的記錄留檔）或阿司匹林. 此
外, 除非有來自醫師的正確完整的表格 (沒有例外), 學校人員不可以分發任何藥物（非
處方或處方）. 有正確標籤來自醫生的藥物可以保存在學校鎖著的櫃子裏. 有生命威脅性
疾病（即: 糖尿病, 癲癇發作等）的學生應向學校提供3天的藥物供應和書面指示, 以便在
發生不幸時使用. 所有藥物將在6月時送回家. 請聯繫學校護士以獲得進一步的資訊.

營養
我們需要您的幫助來與我們的學生發展良好的營養飲食習慣. 可從家裏攜帶健康零食在早
上休息時間吃. 學生必須坐在操場的桌子上吃他們的零食.
建議的零食:
花生醬 & 餅乾
乳酪和/或餅乾
牛肉乾

不准許的零食:
糖果/口香糖
葵花子

果汁 (非汽水)
新鮮的/乾燥的水果
硬的煮熟的蛋

甜甜圈/蛋糕/曲奇餅
其它甜點

生的蔬菜
1/2 三明治
米糕

汽水/洋芋片

派對
羅蘭學區的規則 - 每年最多2-3次的派對. 派對應保持非常簡單, 適度的裝飾和茶點. 個別
學生的生日不被認為是一個課堂派對/活動的適當理由. 生日不允許使用點心, 零食, 糖果
禮品袋, 氣球, 鮮花等.

寵物
除非有老師特別的請求, 不可攜帶寵物到學校. 校園內不准許有狗. 當你到學校接送貴子
弟時, 請不要帶您的狗. 即便是小狗也可能會咬人且如果狗咬了人, 狗主人將要負責 (甚至
是財務上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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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 獎賞 & 獎品 計劃
Killian 小學提供了各種有意義和激勵獎賞和表揚的計劃. 學生在學術成績, 努力, 領導才
能, 個人成長和體育運動技能活動等領域的成就, 將透過下列方式予以表揚:
當月的優良學生
閱讀獎勵計劃 (三個月一次)
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日誌 (每月一次)
榮譽榜
榮譽大學學位獎
6年級的總統教育獎
家長將受邀參加. 不允許在大會上或在教室裏給氣球, 鮮花..等. 這些東西會分散注意力.
請保留那些東西在家裏使用.

早上的大會
請加入我們每個月在第一個星期五舉行的大會.

報名註冊
所有新到羅蘭聯合學區註冊的學生必須提供下列文件:
1. 證明出生日: 出生證明
2. 免疫預防接種的證明
3. 居住證明 (水電瓦斯帳單, 租約, 貸款結算單)
4. 家長 / 監護人的身份證明

電話
學生於緊急情況或必要的學校事務, 在有許可的情況下可以使用辦公室的電話. 學生不能
因為忘了帶家庭作業, 午餐等打電話回家. 每個老師均有語音留言, 且可以通過打電話到辦
公室 (626) 964-6409 來使用此功能.

手機
在所有的時間手機必須關機和保存在學生的背包內. 它們是為在課前和課後緊急時方能使
用. 學校對手機的丟失或被盜是不負責的. 學校有權沒收被不恰當地使用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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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違反 – 電話將被沒收並存放在辦公室. 放學後手機才可退還給該學生. 我們將通知
家長有關此第一次的違反.
第二次違反– 電話將被沒收並存放在辦公室且手機僅只會退還給家長. 學生在學校將不再
擁有一個手機的特權.
*如果學生為了課前和課後的安全需要一個電話, 他們需要每天早上將手機寄放在辦公室,
然後於下午放學時再取回.

測試
所有學生都應該學習和掌握特定的技能. RUSD為每個年級制定了一個平衡, 嚴謹的課程,
其反映了每年所教授的學術領域. 學區和現場工作人員對測試的結果進行分析以便做課
程的改進.
將在18-19學年對3-6年級的學生做CAASPP測試. 此外, 全年施行學區年級程度的測試旨
在衡量成績. 學校將通知您所將使用的特定測試, 那些年級要做測試, 以及施行的日期.雖
然評量有時可能壓力較重, 但這對提供適當的教學也是必要的.

教科書
雖然所有的教科書都是免費提供的, 學生需對遺失或超出正常磨損的損害做出賠償. 留在
教室和校園內的書籍和其它教材仍然是學生的責任.

交通安全

停車場
停車場僅限工作人員於上午7:30a.m. – 下午3:00p.m. 停車使用.

如果您需要離開您的車

子, 請停在街道旁. 學生不允許在停車場. 任何時後不可使用停車場做為進入環狀車道隊
伍前面的捷徑或快速道路.

環狀車道
為確保兒童和成人的安全, 遵守以下的程序是必要的:
● 所有汽車必須從Lerona St. 進入南邊的車道, 且從北邊的車道離開. 在離開時, 汽車
可左轉或右轉.
● 學生只能在環狀車道內的指定區域上下車. 不可在街道上下車.
● 為安全起見, 學生只能夠從汽車乘客邊上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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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必須留在環狀車道的車內並在有空位時繼續往前進.
所有的駕駛必須遵從指示並展現對值班工作人員的尊重. 習慣性的違犯者將不能使用環
狀車道.

行人
學生不可在街道中間穿越馬路, 即便是有家長陪伴著. 學生必須使用行人穿越道.
家長和/或學生任何時後均不可穿越環行車道. 請在車道的入口和出口處的行人穿越道穿
越.

交通指揮員
提供交通指揮員是為了確保學生的安全.
車子不可進入行人穿越道.

當有行人或交通指揮員在行人穿越道上的時後,

讓學生離開校園
學區政策規定學生不可在上課期間在沒有家長或監護人的簽署而讓他們離開校園. 家長或
監護人在正規課堂放學前接其子女離校, 必須先到辦公室領取正式的許可單才可從教室將
其子女帶離校園. 辦公室將會在家長到達辦公室來接其子女時, 才會致電教室讓學生到辦
公室來. 未
 經辦公室批准, 老師不被准許讓學生離開校園. 接學生時需要看家長的身
分證明.

校園的安全
學校意識到有任何未經授權的人士在校園內, 這對所有學生的安全是極為重要的. 一進入
Killian 校園, 每一名訪客首先必須向辦公室報到, 簽到並配戴一個訪客的識別證 (包括志
工). 如果貴子弟走路到學校, 安排貴子弟與最少一位其他的小孩一起上學和放學. 學生必
須在放學後10分鐘內迅速的被接走. 10分鐘後即沒有人監管學生了. 學生習慣性的在10
分鐘後仍留在學校將會被提交給”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SARB)”.

校園內販售物品
學生或成人在校園內販售物品 (除非是學校所批准的物品) 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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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板車, 滑板 & 溜冰鞋
學生不准騎乘滑板車, 滑板或溜冰鞋到學校. 有伸縮輪子的鞋子也不被准許. 輪子必須不附
在鞋子上並儲存在家裏.

遲到
上學遲到干擾課堂程序以及學生的進步, 必須加以避免. 上學遲到的學生必須在辦公室簽
到.
習慣性遲到的學生可能被要求在下課後留堂且可能被提交至”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SARB)”. 請參考出勤政策以獲得更多資訊.

玩具
玩具, 漫畫書, 交易卡等不可帶到學校 – 它們會丟失, 損壞, 讓人分心, 或被其他學生拿來交
易, 交換或購買. 玩具槍, 刀, 水槍, 收音機, MP3s 和任何形式的煙火都是禁止的. 交易卡
（棒球, Yugio..等） 將被沒收.

破壞公物
Killian學生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展現對自己, 他們的學校, 他們的社區, 他們的文化和他們
的國家感到自豪. 學生通過保持校園沒有垃圾和人為破壞公物來展現對他們學校的自豪.
我們鼓勵任何人看到或知道有破壞的行為即向學校或警長部門報告. 破壞公物的學生和他
們的父母將依法徹底的受到起訴. 父母對其子女所造成的所有破壞將負起財政上的責任.
根據教育法規第48900條, 破壞公物的學生將被開除且父母將對所有的損害負責賠償.
重要的電話號碼:
塗鴉熱線
警長 (核桃市)
警長 (工業市)

800-675-4357
909-595-2264
626-330-3322

探訪
我們相信父母是所有學校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學校歡迎家長的志工和探訪. 以下是探
訪的指導方針:
1.) 在探訪前必須通知工作人員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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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訪客必須先在辦公室登錄簽到並配戴訪客的識別證.
3.) 所有訪客必須通過辦公室簽出並返還訪客識別證.
4.) 探訪僅限於與老師所商定的時間.
5.) 老師有可能在上課不能被打斷而無法與訪客開會.
我們歡迎家長在課前或課後的時間與老師事先約定開一個會議.

給學生和家長的校規
學生:
1.
以尊重和尊嚴對待所有的人.
2.
尊重學生和工作人員的財產.
3.
尊重學校的財產.
4.
學生可在上午7:50到達, 並在進入操場地區之前等待成人的監督.
5.
只有在老師的許可下才可以從家裏攜帶遊戲設備到學校.
6.
學生在課間休息時/午餐時或課後, 只能在工作人員的監督下留在建築物/教室內.
7.
學生必須依據所通過的著裝政策來著裝.
8.
州法規定18歲以下的所有人在騎自行車的時候都必須戴自行車頭盔. 只有 4-6 年級
的學生可以騎自行車去上學. 學生必須提供鎖和鏈以將自行車鎖在自行車的場地. 學生可
以將他們的頭盔儲存在他們的教室中. 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自行車安全. 自行車, 滑板,
直排輪滑鞋, 踏板車均不被允許在校園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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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1. 如果你步行到Killian去接貴子弟, 請在辦公樓前提供給您的長椅上等候. 不要在教室
旁, 停車場或操場上等候. 學生不被允許到停車場除非是在等學校巴士.
2. 只有學校員工可將車子停在工作人員的停車場.
3. 如果您開車, 請在學校前面的環型車道接貴子弟. 在您前面的車子往前移動時, 請沿著
環型車道繼續開到尾端再接貴子弟. 不可在街道上併排停車.
4. 請確保貴子弟在放學後直接回家.
5. 小學的學生可直接在辦公室門口的長椅上等待高年級的兄姐. 我們期待學生在等待時
遵循所有學校的校規.
6. 為了學生的安全, 在環型車道開車時, 請不要使用手機. 這是非法的.
7. 父母以尊重和尊嚴對待所有人(包括值班老師). 粗話/手勢將會是從校園離開的依據.

18

學校出勤的法律
加州法律要求所有介於六歲到十八歲的兒童必須每天到學校上課.  教育法規第48200條
指出: 在沒有學校校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的核准下, 學生不被允許在課間休息時或在正常放
學時間前的任何其它時候離開學校.  違反此法規條文將被視為曠課.
報告缺席
我們期待家長如果其子女將會缺席的話, 能在學校開始上課前通知學校辦公室.  在學生返
回學校上課的那一天, 家長應該讓學生帶一張假條到辦公室. 假條上應該包括學生缺席原
因的解釋.

有理由的缺席
加州教育法規第48200條定義有理由的缺席為:
1.
2.
3.
4.
5.

由於疾病 (必須有家長或醫生的便條)
出席醫生的約診 (必須有醫生的便條)
出席直系家庭成員的葬禮
縣府或市府健康官員的檢疫隔離
正當的個人理由, 包括 （但不限於）:
a. 宗教節日或慶祝活動
b. 到法院出庭
c. 出席葬禮

根據任何上述理由的所有缺席, 學生有權完成在其缺席期間所有所漏掉的作業和測試. 完
成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且應當予以全部的學分.

無理由的缺席
無理由的缺席是那些不符合上述所列標準的缺席.  一個無理由的缺席是發生在有家長或
監護人的准許, 但沒有與學校行政官員做預先的安排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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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課
任何學生在一個學年度從學校缺課三整天而無正當的理由, 或在一個學年度的三種場合,
其在教學日遲到或缺課超過30分鐘而無正當的理由, 或任何上述的組合, 即為一名曠課者
(教育法規48260).

出勤
學生每天按時到校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們希望學生能夠全勤, 我們知道一個人總是有一段
時間會生病. 當一名學生不能來上學時, 或是在缺席當天打電話給學校, 或是在學生返回學
校的當天讓其帶一個假條給辦公室, 解釋缺席的原因. 如果一名學生有過多的缺席或曠課,
他/她將會被推薦給”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SARB)”. 我們期待學生彌補因為缺席所漏掉的
工作. 找出漏掉了什麼作業並在缺席後的五天之內繳還作業是學生的責任.

幫助貴子弟有好的出勤的方法
1. 在放學後做醫療/牙醫的約診.
2. 為您和貴子弟建立一個早上的慣常程序, 以便讓他/她準時上學而無壓力.
3. 讓孩子們早些上床睡覺以確保有足夠的睡眠.
4. 提前準備好學校的衣服, 家庭作業, 午餐以避免最後一分鐘的混淆.

全勤
為了有資格獲得全勤獎, 學生必須每天準時到校. 學生必須0缺席, 0遲到, 且0早退才合資
格享有此獎項. 將沒有例外.

獨立學習計劃
如果貴子弟因為旅行或家庭緊急情況將會缺席超過5天, 可安排一項”獨立學習合約”. 我們
需要至少 3 天來準備合同, 所以您能夠提前與辦公室聯繫是很重要的. 合同提供貴子弟不
間斷的學校工作, 不會有無理由的缺席且提供學校必要的出勤以獲得州政府的資金. 請在
預定的學校放假日來安排家庭渡假. 課堂教學對達到學術增長最大效果是極其重要的. 做”
獨立學習”的學生沒有資格享有”全勤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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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出勤審查小組 (SART)
干預
一名學生被確定為"曠課"後,
學校會寄一封信給家長或監護人告知他們學生的出勤情況.
如果問題持續存在,
會再寄一封信給家長或監護人,
然後會安排與”學校出勤審查小組
(S.A.R.T.)”開一個會議. 除了學校工作人員, 這次會議要求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必須出席.
未能遵從 S.A.R.T.的指示, 將導致學生被轉介到” 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SARB)”.

SARB
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S.A.R.B.)
雖然我們期待能夠自願的遵守強制性的學校出勤法規, 羅蘭聯合學區已聯手當地執法機構
組成學區的”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或稱"S.A.R.B.". 這個委員會是致力於積極執行有關出
勤的州府法律. 學區的”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每兩個月聚會一次, 以便干預被定義為習慣
性曠課的學生.
在S.A.R.B. 過程中, 學區和執法單位協力合作的努力已證明是一個在糾正學生曠課麻煩問
題的有效工具. 學生和家長未能遵從這個委員會的指示, 將被轉介到”洛縣地區檢察官辦公
室".
羅蘭聯合學區在一系列旨在糾正學生不能被接受的學校出勤的措施後, 利用S.A.R.B.過程
作為最後的努力. 希望所有的學生都將自願遵守學校出勤的法規.

學區的哲理
羅蘭聯合學區希望所有學生每天到學校上課. 在某些情況下, 學生可能需要缺席, 且那些情
況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在允許學生不用上學之前, 希望家長/監護人仔細評估缺席的原因,
並考慮這將失去重要的老師與學生互動的機會.
學區鼓勵家長/監護人幫助其子女發展良好的出勤習慣. 下列是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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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貴子弟最好的榜樣. 確定您不是他們缺席或遲到的原因.
● 讓貴子弟在上學前一晚, 安排組織他們的衣服, 午餐, 家庭作業和課題研究.
● 教學生利用自己個人的鬧鐘早上起床.
● 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並確保他們有合理的睡眠時間. (早點完成作業!)
●

留足夠的時間讓學生有一個美好的早餐.

● 對學生準時的行為給與獎賞, 而對遲到需承擔後果.

記住, 今日的實踐將成為明日的習
慣.

學生的參與
活動
學生將有機會參與由學生委員會贊助的活動. 特別的日子視良好的行為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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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大會
學生可獲得各種獎項, 包括"當月的優良學生", "榮譽榜", 校長的貴賓, 以及/或全勤獎. 獎項
根據個人的品德表現, 學術表現, 出勤和展現高尚品德的特徵.

樂隊
5年級和6年級的學生有機會與我們的樂隊老師接受樂器演奏的音樂教學. 表格在學年開始
時已給了學生. 樂器的借貸可以通過音樂老師安排. 1-3年級的學生參與每星期一次的一
般音樂課程.

GATE (資優教育, 4-6年級)
除了課堂參與和RUSD的活動外, 我們還提供GATE學生各種課後研討會.

弦樂隊 / 樂團
弦樂課程提供給4至6年級的學生.

學生委員會
5 - 6年級的學生有機會成為”學生委員會”的成員. 該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來討論與學校相

關的問題, 並計劃全學校的活動. 學生必須保持良好的成績和展現良好的品德. 不能保持
標準的學生將被”學生委員會”開除.

家長參與
家長團體
我們家長團體的重點是通過集會, 校外教學和特別活動來擴大和充實所有學生的學習體驗.
這是通過籌款, 捐款以及家長與社區的支持才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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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家長參加在我們每月行事曆上的教委會議. 家長的參與非常重要. 請參閱志工表
格, 並登記您想參加的任何活動. 我們總是需要志工來幫助全年所舉辦的許多活動. 我們
還請求您支持我們的募款, 這有助於支持學校, 並可提供額外的物品給學生, 這些物品不能
在經常預算中支付.

年度的活動 & 志工的機會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月
3月
4月
5月

秋季募款
秋季拍照日
書展
家庭電影夜
Jog-a-thon
達人秀
家庭電影夜
員工感謝午餐

家長參與對Killian在滿足我們學生需求的教育計劃中的成效非常重要. 在Killian學校, 家長
和其他社區成員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參與我們學生的教育.

您可以下列方式加入我們:

教室的志工
輔導一個孩子或一小群孩子 - 幫助文書雜事或打字 - 做教學材料 - 分享您的專業知識和經
驗 - 在校外教學時伴隨班級學生

學校政務委員會 (SCC)
SSC主要的角色是協助規劃, 評估和評量 “學生成就單一計劃（SPSA）”. 我們審查考試
成績, 學年的預算, 並收到家長對課程和特別活動的意見.
該委員會由5名家長, 2名候補成員和5名學校代表（3名老師, 1名其他學校人員和校長）所
組成. 我們所有的會議都在學校行事曆上列出, 並對所有人開放. 我們選舉代表但總是樂
意接受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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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ELAC)
ELAC主要的角色是協助規劃, 評估和評量Killian英語學習者的需要.
學年的預算, 並收到家長對課程和特別活動的意見.

我們審查考試成績,

委員會由英語學習者的家長和學校行政官員所組成.

家長老師協會 (PTA)
鼓勵所有學生, 家長和家庭成員加入PTA. 每個月舉行一次會議, 通知家長學校所有的節目
/課程. 有很多做志工, 參與和支持學生的機會. 會員招募活動在年初舉行, 但您可以隨時
加入.

晨間家長會議
家長會議每月舉行一次以探討家長感興趣的各種主題. 一些主題可能包括在家中幫助貴子
弟, 溝通交流, 出勤, 和其它. 這些會議將提供有翻譯人員做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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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管理

我們可以幫助學生通過加強你對他人的理解和你對自信的感覺, 更有效地處理衝突.
我們與所有學生共同開發處理衝突的替代方法. 記住, 衝突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衝突是正常的. 我們必須準備好來應付它. 方法如下：
1.
2.
3.
4.
5.
6.
7.
8.

好好談一談 – 傾聽
走開
說 - "我真對不起"
做其它的事情
輪流
分享
忽略它
尋求幫助

爭吵打架不是在Killian學校解決問題/衝突的方法. 如果你參與爭吵打架, 我們將聯繫你的
父母, 且你將受到懲罰, 且有可能會被停學. 嘗試使用上面列出的八種技巧來解決衝突.
違反規則的學生可能被編排至一項”社區服務合同”, 並將在合同完成之前失去課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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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最重要

& 品德的六項支柱
在像George Washington (喬治華盛頓), Thomas Jefferson (湯姆斯傑佛遜), 和 Abraham
Lincoln (艾伯翰林肯) 這些偉大個人的領導下, 美國發展了一套基於美國人民所共有價值觀
的政府概念. “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宣布這些普遍價值的重要性. 品德最重要的價值強調
這些相同的價值 - 誠信, 尊重, 責任, 公平, 關懷, 公民權.

Trustworthiness誠信 (藍色)
... 活的正直, 誠實, 可靠, 和忠誠.

Respect尊重 (黃色)
... 尊重所有人, 遵守黃金法則, 尊重他人的正直, 隱私和自由, 對所有人謙恭有禮貌, 以及容
忍和接受差異.

Responsibility 責任 (綠色)
… 符合責任要求, 負責任, 追求卓越, 和練習自我控制.

Fairness公平 (橘色)
... 是公平和公正, 是無偏見的, 傾聽和對不同的觀點是開放的.

Caring 關懷 (紅色)
... 是關愛, 愛, 有同情心的, 體貼, 善良和慈悲為懷的.

Citizenship 公民權 (紫色)
... 是一個好的公民, 做他或她分內的事, 幫助社區, 遵守規則和尊重法律.

Killian學校很驕傲地在任何的時間, 任何的地方展現品德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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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行為規範
我們期待Killian學生的行為以不干擾正常教育過程的方式來做表現和自我管理.
以下行為不允許在Killian學校環境中, 且將根據加州教育法規第48900條處理.
● 粗暴的玩耍, 如推, 撞或踢. “打架當做玩耍”或假裝在打架.
● 任何危險或不安全的行為, 如投擲東西, 在走廊上跑, 對其他人惡作劇, 在無
人監管的房間.
● 持有爆竹, 火柴, 打火機或任何爆炸裝置, 彈簧槍, 玩具火藥槍等.
●

校外發生但與學校有關的行為將被視為在學校發生.

停學和開除的依據
當學區總監或其指定代理人, 或學生註冊學校的校長或其指定代理人確認該學生犯了下列
的行為時, 學生可能被學校停學或建議被開除:
48900 (a)

1. 造成, 試圖造成, 或威脅對其他人造成身體的傷害; 或
2. 除非是在自衛情況下, 恣意地對其他人使用武力或暴力.

48900 (b)
擁有, 販售, 或提供任何武器、刀子、爆裂物, 或其它危險物品 (譬如: BB槍,
電槍, 雷射指針, 電擊筆, 火柴, 打火機). 而這些物品是沒有學術用途的. 倘若學生擁有前
述任何物品, 他必須得到校長或校長的代理人認可的學校職員之書面許可.
48900 (c)
非法擁有, 使用, 販售, 或裝備, 或是在任何如健康和安全法規第二章 (從
11053條開始) 第十段所列之受控物質, 酒精飲料, 或任何種類之麻醉品的影響下.

48900 (d)
非法提供或安排或協調販售任何如健康和安全法規第二章 (從11053條開始)
第十段所列之受控物質, 酒精飲料, 或任何種類之麻醉品, 然後販售, 交付, 或供應給任何人
其他液體, 物質, 或材料, 以替代受控物質, 酒精飲料, 或麻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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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00 (e)

犯或試圖犯竊盜案或勒索案.

48900 (f)

導致或試圖造成對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的損傷.

48900 (g)

竊取或試圖竊取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

48900 (h)
擁有或使用煙草或任何包含煙草或尼古丁之產品, 包括, 但不限於, 香煙、雪
茄、微型雪茄、丁香香煙、無煙的煙草、鼻煙、嚼packets, 和檳榔. 但是, 不禁止學生使
用或擁有他們自己的處方產品.
48900 (I)

犯一次淫穢行為或習以為常的講髒話或粗俗的語言.

48900 (j)
非法的擁有, 提供, 安排或協調販售任何如健康和安全法規第11014.5條所定
義的毒品有關器材.
48900 (k)
擾亂學校活動或恣意地違抗參與執行職務的監督員, 老師, 行政人員, 學校官
員, 或其它學校人員合法的職權.
48900 (l)

知情地收取被竊的學校財產或私有財產.

48900 (m)

擁有了仿製武器, 包括BB槍

48900 (n)

犯或企圖犯依據刑法所定義的性攻擊或犯性毆打罪.

48900 (o)
在學校紀律程序中, 為了防止學生挺身做證人, 或報復那個學生做為證人, 或
兩者皆是, 而對此證人做的騷擾, 威脅, 或恐嚇.
48900 (p)

非法提供, 安排販售, 協調販售, 或販售處方藥SOMA.

學生如違反上列的行為將不會被停學或開除, 除非其行為發生在學區總監或學校校長或其
他任何學區的管轄範圍以內且與學校活動或校內上課有關. 如違反本條文所列之行為和學
校任何時候的活動或出勤, 學生將被停學或開除, 包括, 但不限於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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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學校校園.
(2) 在往返學校的途中.
(3) 午餐期間不論是否在校園.
(4) 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的來回途中, 或在活動進行中.

48900 (q)

參與或企圖參與欺侮的行為.

48900 (r)
行的霸凌.

參與霸凌的行為, 包括但不限於藉由電子行為針對一名學生或工作人員所進

學生如違反上列的行為將不會被停學或開除, 除非其行為發生在學區總監或學校校長或其
他任何學區的管轄範圍以內且與學校活動或校內上課有關. 如違反本條文所列之行為和學
校任何時候的活動或出勤, 學生將被停學或開除, 包括, 但不限於下列:
(1) 在學校校園.
(2) 在往返學校的途中.
(3) 午餐期間不論是否在校園.
(4) 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的來回途中, 或在活動進行中.

48900 (s)
根據此節條文的規定, 學生如刑法第31節所定義的幫助或唆使, 對他人施加
或企圖施加身體的傷害可能遭受停學, 但非開除, 除非該學生已被少年法庭判定為一名協
助犯及教唆犯, 犯有身體暴力的罪行, 且受害人遭受巨大的身體傷害或嚴重傷害, 該學生應
依據此條文的(a)項受到懲戒.
48900 (t)
48900( l)]

此條文中所使用的“學校財產”包括, 但不限於, 電子檔案和數據庫. [applies to

48900.1
停學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出席參加學校上課日部份的課程. 學區教委政策提
供學校行政官員可選擇要求學生的家長在特定情況下參加學校上課日學生課堂中的一部
分. 教育法規48900.1

48900.2
犯了如教育法規第212.5節所定義的性騷擾之行為, 必須由與受害者同一性
別且知情達理的人認定受害者在個人的學術表現上有嚴重或普遍的負面影響, 或製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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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嚇, 敵對, 或討厭的教育環境. 此停學/開除的依據不適用於就讀幼稚園或一到三年級的
學生.
48900.3
4-12年級的學生, 因為他人的 種族, 膚色, 宗教, 血統, 國籍或性取向 (如教育
法§33032.5所定義) 的原因, 已造成, 試圖造成, 威脅造成, 或參與任何仇恨暴力行為, 為了
恐嚇或干擾他人的憲法權利, 而對任何其他人的不動產進行污損, 損壞或破壞.

48900.4
4-12年級的學生故意地參與了騷擾, 威脅, 或恐嚇, 直接對學區人員或學生不
利, 嚴重或普遍且實際地擾亂上課秩序, 造成相當大的混亂, 和製造一個恐嚇或敵對的教育
環境, 並侵犯學校人員或其他學生的權利.

48900.7

對學校官員或學校財產, 或兩者進行恐怖威脅.

48915 (c)
如有下列行為, 總監或校長應該讓該學生停學或立即建議開除:
1. 擁有, 販售, 或供應槍支.
2. 在他人面前揮舞刀械.
3. 非法銷售受管制的物質.
4. 犯或試圖犯性攻擊.
5. 擁有爆裂物.

48915 (a) 和 (b)

如有下列行為, 總監或校長應該讓該學生停學或建議開除:

1. 除非是自衛, 對他人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
2. 擁有任何種類的刀具, 爆炸物, 或危險物品, 而對學生來說無使用的理由.
3. 非法擁有任何受管制的物質, 除非是第一次違犯擁有不超過一 28.5克的大麻, 而非濃縮
的印度大麻.

4. 搶劫或勒索
5. 攻擊或毆打任何學校的員工
6. 其它糾正手段不可行或反復不斷地出現不合宜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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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於行為性質, 該學生的出現造成對該學生和他人人身安全的持續危險.

開除
加州法律規定學生犯了某些類型的行為將被學校開除, 除非校長和學校教委發現是因為極
其不尋常的情況, 開除即不被批准. 當孩子被開除時, 他/她不得在一年內返回羅蘭學校.
被羅蘭聯合學區開除的孩子不得在羅蘭學區的任何其它學校註冊. 除非家庭遷入另一學區
的實際就學範圍內, 並且可以提供居住證明, 否則其它學區也不需要接受該孩子. 簡而言
之, 開除對孩子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後果.
請請記住如果貴子弟犯下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他/她將可能會被開除. 沒有“第二次機會”. 雖
然這些懲罰對你來說似乎很嚴重, 但所有孩童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任何危害其他孩童安全
的兒童不得到我們學校就讀.

可能推薦開除的理由:
1. 對另一名孩童或工作人員造成嚴重傷害.
2. 攜帶武器到學校, 擁有武器或向他人提供武器. 在任何時候, 學校不允許使用刀, 槍, 爆
炸裝置, 包括火藥帽和爆竹, 櫻桃爆竹, 打火機, 火柴或任何其他武器. 請注意: 不得攜帶任
何類型的刀, 包括手推刀, 童子軍刀, 牛排刀或黃油刀. 如果貴子弟有一把小摺刀, 請確定
讓他/她明白此刀必須留在家裡. 不要將刀子隨著午餐送到學校給孩子. 沒有合理的理由攜
帶武器到學校.
3. 擁有酒精, 毒品或看似一樣的物品, 包括處方藥.
4. 勒索：從另一個受到威脅的兒童獲取物品.
5. 造成或企圖損壞或竊取財產.
6. 性騷擾：根據“教育法規”第212.5節的定義.
7. 長期擾亂學校活動或故意違反主管, 老師, 行政人員, 學校官員或從事履行職責的其他
學校人員的有效權力.

教室的紀律
所有老師都有在他們教室處理紀律的計劃. 您將收到一張列有規則和後果的清單. 以下列
出的一些策略可用於處理不當行為. 教師將根據孩子的特定不當行為以及他/她是否曾經
有過這種性質的問題來決定使用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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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口頭警告
諮商
喪失課間休息
留堂
寫便條紙到家裏給家長或打電話給家長
喪失特別課堂活動
家長-老師會議

當一名老師已使用這些策略, 而無法接受的行為依舊繼續, 該孩童將被推薦至校長辦公室.
如果發生嚴重違規, 該孩童將立即被送到辦公室. 然後校長和/或主管老師將採取以下一個
或多個行動. 再次, 這將在考慮該孩童的具體不當行為和以前的事件後決定.
● 諮商
● 給家長懲戒信函
● 致電到家裏或工作場所給家長
● 部分或全部的時間不能到課堂或操場
● 社區服務合約
● 與老師和家長開會
● 行為的合約
● 暫停到校上課並與家長開會
● 召集一個”學校審查小組”來審查替代性安置的獨立家庭學習, 自願/非自願的轉學,
開除.
● 在嚴重的情況下, 由學校教委推薦做開除. 請閱讀標題為“EXPULSION開除”的頁
面.

在Killian小學, 我們做了許多事情來鼓勵良好的行為.
我們使用的策略如下:
● 張貼並討論了課堂規則和衝突解決策略
● 對正面的學生行為給予口頭,便條的讚揚加上獎賞
● 老師使用策略去加強正確的學生行為
● 舉行學生表揚大會
● 每個月頒發”優良公民”獎給學生
● 學術成就證書 - Killian 榮譽榜
● 由學生簽署的校長非常重要人物書籍, 並包括單獨的與校長進行積極正面的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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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家長/學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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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ian小學和參加由學校所資助的活動, 服務和課程的學生家長們, 同意這個合約概述了家
長, 整個學校工作人員和學生將如何分擔責任來改善學生學業成績, 以及學校和家長將建
立和發展一種將能幫助孩童達成州府高標準的夥伴關係的方法.
我們承諾提供一個讓所有學生達成學術和行為成功的學習環境.
這個學校-家長合約在2018-2019學年生效.
學校的責任
Killian小學將:
1. 在一個支持和有效的學習環境, 提供高質量的課程和教學, 使參與的兒童能夠達到州府
學生學業成績標準如下:
● 提供一個安全和乾淨的學校
● 幫助學生參與他們的學習, 藉由以下:
● 提供一個無風險的環境來表達構想和犯錯
● 提供一個豐富的課程
● 有高的期許
● 教導學生如何獲得他們完成一項工作所需要的事物
● 教導如何解決衝突並以自身做榜樣
● 提供有關學生進展的資訊
● 尊重他人的意見和觀點

2. 舉行家長-老師會議, 在此會議將討論本合約, 因為它涉及個別孩童的成就. 每年將舉行
兩次會議 - 春季和秋季

3. 經常向家長提供孩子進展的報告, 例如:
● 孩子在整個學年期間的進展情況的進展報告
● 家長會議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4. 提供家長合理的可聯繫工作人員的機會. 工作人員將與家長磋商如下:
● 參加家長會議
● 當需要時, 要求與老師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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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打電話和其它溝通的方法
5. 提供家長到他們孩子的班級做志工並有參與的機會, 以及觀察課堂活動, 如下:
● 課堂/學校的志工
● PTA, 學校政務委員會 (SSC), 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ELAC)
6. 提供家長各種不同溝通交流的方式, 譬如:
● Parentlink (電話/電郵), Peachjar (傳單/佈告欄), Twitter: @killianschool
● 學校電郵, 網站, 社區佈告欄
● Rowland App (應用軟體)/Aeries Parent Portal (家長入口網站)

家長的責任
做為家長, 我們將以下列方式支持我們孩子的學習:
1. 出勤:
● 確保我的孩子固定的準時上學
● 幫助我的孩子到學校已準備好要來學習
● 提供缺席的證明 (即: 醫生的證明, 致電到學校, 或家裏提供的假條說明)

2. 家庭作業 / 家裏的環境:
● 確定家庭作業已完成
● 找一個安靜的場所讓我的孩子學習
● 確保我的學生每天閱讀
● 監控看電視/娛樂視頻和玩電腦遊戲的時間
● 促使正面的使用我孩子的額外時間
● 對我孩子的個人有很高的期許
● 定期地檢查我孩子的背包
3. 參與學校的活動:
● 在我孩子的教室當志工和/或支持課堂活動
● 當合適時, 參與有關我子女教育的決定
● 支持由學校建議給我孩子的課前/課後的學校課程
● 參加由學校贊助的家長教育活動, 以便可最好的幫助我孩子的成功
● 藉由閱讀和回覆學校或學區的所有通知, 來了解我孩子的教育情況
● 做為”品德最重要的支柱”: 誠信, 尊重, 責任, 公平, 關懷, 公民權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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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可能的在家長團體內服務, 譬如; 學校政務委員會 (SSC), 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ELAC), 或其它家長團體.

學生的責任
作為一名學生的我將分擔責任, 提高我的學業成就, 達到Killian的高標準. 具體來說, 我將:
● 有規律的準時上學, 並有適當的穿著
● 在課堂上有學習意圖的傾聽
● 通過以下方式參與我自己的學習:
○ 確認我已知道的是什麼
○ 確認我需要知道的是什麼
○ 決定我如何需要學習它
○ 知道如何找到資源來學習它
○ 整潔地完成作業
● 每天做我的家庭作業並在需要時尋求幫助
● 在學校時間外每天閱讀最少30分鐘
● 尊重同學和有權的成人
● 尊重他人的意見和構想
● 每天將學校給我的所有通知交給我的父母, 或負責我福利的成人
● 展現/遵守品德最重要的支柱: 誠信, 尊重, 責任, 公平, 關懷, 公民權

羅蘭聯合學區
學生的人權:
我有權在這所學校裏很快樂並受到同情的對待：這意味著沒有人會傷害我的感情或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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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權在這所學校做我自己：這意味著沒有人會因為我皮膚的顏色, 或因為我體形的大小
或性別, 或因為我的樣子而不公平地或粗魯地對待我.
我有權在這所學校裏感覺安全：這意味著沒有人會打我, 踢我, 推我, 傷害我, 或以任何方
式騷擾我.
我有權在這所學校裏聽到和被聽到：這意味著沒有人會對我大喊, 尖叫, 喊叫, 或對我做出
粗魯的噪音或評論.
我有權在這所學校學習有關我自己：這意味著我可以自由表達我的感受和意見, 而不被打
斷或懲罰.
我有權根據我自己的能力在這所學校學習：這意味著沒有人會因為我學習的方式或任何其
它原因而叫我的名字.

校長的期許:
隨著一年的開始, 我希望大家確時地知道我對你們作為我們學校的一名學生的期望.
我期望你將以傑出的方式代表我們的學校.
我希望你會盡你所能的工作.
我期望你會以尊嚴, 價值和尊重對待別人.
我期望你成為一個有好品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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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通知
對或被教職員或學生性騷擾:
羅蘭聯合學區教委的政策是: 所有人(不論其性別), 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 並在我們的
教育課程和環境中享有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 (教育法規48900(n), 48900.2, 48915(c)(4),
48980 (g), 231.5, and 491)
此外, 羅蘭聯合學區教委的政策是: 對或被任何教職員或學生性騷擾是絕對不被容忍的. 管
理教委會將性騷擾視為一項嚴重的違紀, 其可導致觸犯的教職員遭受懲戒處分, 觸犯的學
生遭受停學或開出的處分.
1. 依照教育法規, 第212.5節, 性騷擾定義如下:
“順從此行為對此個體的就業, 學術狀態, 進展, 或升遷明確地或暗示地產生一個有利條件."
“順從或拒絕此行為將作為依據來影響個人之就業或學術決定."
“此行為對個人的工作或學術表現有負面地影響, 或製造一個威嚇的, 敵對, 或討厭的工作或
教育環境."
“順從或拒絕此行為將作為依據來影響個人在教育機構之福利, 和服務, 榮譽, 計劃, 或活動.
"
2. 學生: 除了在教育法規第48900節所指明的理由外; 第48900.2節指明一名學生 (4-12年
級) 可能被學校停學或建議被開除, 如果總監或該學生就讀的學校校長決定該名學生已違
犯如第212.5節所描述的性騷擾. 所有建議和/或開除命令應根據教育法第48915節.
基於本政策的目的, 教育法規第48900.2條中描述的行為必須由與受害人性別相同的知情
達理的人, 考慮該行為有足夠的嚴重性或普遍性, 以致對個人的學業成績產生負面影響, 或
製造威嚇, 敵對或討厭的教育環境.

39

任何學生如認為他或她已是根據教育法第212.5條的規定, 在先前本政策中所定義的性騷
擾的受害者, 應立即將其報告給他或她所就讀學校的校長或行政官員. 收到申訴的校長或
行政官員應立即開始對申訴進行調查. 任何學生如果知道學區的僱員, 志工或學校社區的
其他個人或學生, 對該學生所做的行為可能構成之前定義的性騷擾, 我們鼓勵該學生立即
向其就讀學校的校長或行政官員報告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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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錄電話簿
年級

老師 / 員工

教室 #

電話分機.

大學

TK

Mrs. Sanchez

K2

4520

UCLA

K

Mrs. Sena

K1

4519

Duke University

K

Mr. Tabor

P2

4522

Pepperdine University

K

Mrs. Orduno

8

4508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1st

Ms. Wallace

7

4507

Redlands University

1st

Mrs. Franco-Castro

4

4504

La Verne University

1st

Mrs. Abe

6

4506

UC Irvine

2nd

Ms. Motter

P12

4517

University of Alabama

2nd

Mrs. Clark

1

4501

University of Hawaii

2nd

Mrs. Cocos

3

4503

Colorado University

3rd

Ms. Clue

2

4502

Cal Poly Pomona

3rd

Mrs. Shimmel

P8

4528

New York University

3rd

Mrs. Nason

P10

4524

Oregon St. University

4th

Ms. Martin

P7

452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4th

Mrs. Carreon

P9

4529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4th

Mrs. Cruz

11

4511

Stanford University

5th

Ms. Rezvani

14

4514

Long Beach State

5th

Ms. Smith

13

4513

Boise State University

5th

Mr. Pryor

12

451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6th

Mr. You

9

4509

Cal Berkley

6th

Mr. Plewnarz

10

4510

USC

RSP

Ms. Rosales

P3

4523

Cal State Fullerton

SDC

Mrs. Hershey

P5

4525

University of Florida

Speech

Mrs. Boyd

P6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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