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聯合學區
1830 SOUTH NOGALES STREET ●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WWW.ROWLANDSCHOOLS.ORG ● (626) 965-2541

“ 全面的創新學習 ”

年度家長資訊手冊

總監
Dr. Julie Mitchell
教委
Cary C. Chen
Lynne Ebenkamp
Donna Freedman
David M. Malkin
Angelena M. Pride

我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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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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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手冊的後面, 您將看到一些表格的樣本, 這些表格將在
學年開始時, 由學生就讀的學校交給學生們帶回家裏. 這些
表格包括
•
•

“使用電子資訊資源可接受的合約”所需要的家長
簽字.
確認的表格—家長/學生的權益

此份手冊包含表格的解說. 如果您對此表格有任何問題, 請
聯繫”學生服務部門” 電話 (626) 935-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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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

教委會議

Cary C. Chen
Lynne Ebenkamp
Donna Freedman
David M. Malkin
Angelena M. Pride

聯絡資訊
中央行政辦公室
(626) 965-2541
RUSD 警察
(626) 935-8442
安全熱線
(626)513-8958
學區諮詢委員會/ 學區英語學習者諮詢
委員會會議 (DAC/ DELAC)
聯絡:
特殊計劃部門主任
(626) 965-2541 x8591

特殊教育家長會議
聯絡:
特殊教育部門主任
(626) 965-2541 x8539

學校政務委員會議
聯絡學校校長以獲得會議的時刻表

請參考 RUSD 全年的行
事曆以獲得提早下課日
和返校日, 家長會議, 和
開放參觀的日期

羅蘭聯合學區的教委會議通常定期於每月的第二個星期四在中
央行政辦公室, 1830 S.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s,舉
行, 討論正規的業務. 宣佈開會和不對外開放的會議於下午
4:30 p.m. 開始 ; 正規業務會議於下午 6:00 p.m. 開始.
額外的日子, 通常是在每月的第四個星期四, 可用於做”研究會
議 (SS)”, 如舉行的話將於下午 4:30 p.m. 開始.
2018 年 7 月 26 日
2018 年 8 月 16 日*
2018 年 9 月 13 日
2018 年 9 月 27 日(SS)
2018 年 10 月 11 日
2018 年 10 月 25 日(SS)
2018 年 11 月 8 日
2018 年 12 月 3 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2019 年 1 月 18 日 (SS) **
2019 年 1 月 24 日

2019 年 2 月 14 日
2019 年 2 月 28 日(SS)
2019 年 3 月 14 日
2019 年 3 月 28 日(SS)
2019 年 4 月 11 日
2019 年 4 月 25 日(SS)
2019 年 5 月 9 日
2019 年 5 月 17 日(SS)**
2019 年 5 月 23 日(SS)
2019 年 6 月 4 日*
2019 年 6 月 14 日

SS = 研究會議
* 在第二個或第四個星期四以外的一天

**研究會議安排開始於上午 8:30

2018-2019 重要的日子/ 地方和法定的假日
8 月 13 日
9月3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9 - 23 日
12 月 15 日
12 月 21 日 – 1 月 11 日
1 月 21 日
2 月 18 日
3 月 25 - 29 日
5 月 28 日
5 月 30 日
6月6日
6月6日

學校上課第一天
勞工節
退伍軍人節
感恩節
評分期結束
寒假
馬丁路德紀念日
總統節
春假
國殤日
成人學校畢業
學校上課最後一天
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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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您下列資訊是要協助您了解有關家長 / 學
生的權益 , 這也是法律規定學區必須在每一學期開
始所必須提供的. (教育法規第 48980 節)

雖然 A-G 課程達成了我們學區很多的畢業要求, 但要
獲得文憑, 除了 A-G 課程外, 學生仍需完成某些課程.

在學期開始做通知
學區應該通知未成年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有關家長
或監護人的權益和責任. (教育法規 48980(a))

學術服務
提供的教學課程
羅蘭聯合學區為 K-6 年級的學生在學區的小學, 6-8
年級的學生在初中, 9-12 年級的學生在高中提供教學
課程 . 替代的課程可經由 Santana 高中獲得, 此包括
在”家裏上課”, 和“獨立的學習”.

共同核心科目州府標準
共同核心科目州府標準 (CCSS) 是一套最新的課程標
準, 其被制定來確保所有的學生均展現已為進入大
學和職場做好準備, 學習到該有的技能.
共同核心科目州府標準給加州和全美的學生帶來較
強的優勢. 首先, 在已採用 CCSS 的 46 個州之間有相
同的期待, 教育品質的評估將會更公平. 第二, 整個
美國的學生將在大學的錄取和全球的市場尋求工作
上, 能更好地與全世界大學的學生做競爭.
CCSS 已為英語藝術 (ELA)和數學制定好標準. 共同
核心科目的讀寫能力標準影響了歷史, 社會科學, 自
然科學和科技科目的教學, 但不影響內容的標準.

A-G 高中課程的途徑
A-G 課程途徑反映了學生進入加州大學 (UC) 或加州
州立大學 (CSU) 的學校, 所必須選修的最少課程. 雖
然只有 UC 和 CSU 做此要求, 許多其它的學院和大學
也要求選類似的課程才可入學. 此外, A-G 課程提供
了堅實的基礎, 使學生可以建立生涯.
作為一個第一次進入 UC 和 CSU 系統的新生, 學生需
要最少選修有 15 個單元模式的課程. 每個單元等同
於某一科目領域一年的學習. 選修課程的成績需在
C 或更高才可算為達到 UC 或 CSU 學校的入學要求.

過渡期幼稚園
學區現在提供一個過渡期的幼稚園課程給於 9 月 2
日到 3 月 31 日間滿 5 歲的學生. 這個課程提供學生
跟其年紀相同的孩子們一起開始他們學校經驗的教
育機會, 此包括做為課程一部分的發展方面的和學
術方面的課程. 課程將於我們所有小學的校園內提
供.

區域職業課程 (ROP)
RUSD 與 La Puente Valley 區域職業計劃（LPVROP）
合作, 提供實際動手操作的互動課程, 通過現實世界
的經驗提供學習和職業的探索.
LPVROP 提供從運
動醫學到法醫和工程學/機器人學到攝影共超過 35
種課程.
欲了解更多資訊, 請聯繫 LPVROP 電話:
626-810-3300 或瀏覽他們的網站 lpvrop.org

成人教育
羅蘭成人和社區教育（RACE）是我們學區的成人學
校. 為 18 歲以上的個人提供教育服務. 提供的課程
有: 英語作為第二種語言（ESL）, 公民身份, 家長教
育, 成人高中文憑, GED, 老年人和社區教育課程. 欲
知更多資訊, 請致電 626-965-5975 或瀏覽 RACE 網站
http://race.rowland.k12.ca.us.

娛樂課程
自 1972 年以來, 我們學區已經有一個娛樂課程, 來服
務學區內的青年. 僅舉幾例所提供的課程: 運動, 藝
術和手工藝, 電腦和水上運動. 請聯繫娛樂部門, 電
話: 626-965-5975 以了解更多資訊或瀏覽他們的網站
HTTP://RECREATION.ROWLAND.K12.CA.US

競技體育 – EC 221.9
關於競技體育的資訊可以在個別學校網站上找到
(www.rowland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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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的溝通聯繫
教委會認為有關學術的進步, 家長和老師之間的良
好溝通是重要的教育程序. 應使用所有適當形式的
溝通聯繫. 進展報告應反映學生的課業和熟練度水
準的進展. 它應還可說明學生的能力, 品德表現和努
力的教育進展. 在小學, 成績單將在家長老師會議時
交給家長, 或交由學生帶回家裏.
初/高中學生的成績單將郵寄到家裏. 家長如希望以
特殊的安排收到成績單, 可致電學校.
學生某一科目瀕臨不及格時, 家長會收到通知. [E.C.
49063 and 49067]

課程的選擇和生涯的諮詢
有關生涯的諮詢服務和課程的選擇機會, 羅蘭聯合
學區維持性別的平等. 7 到 12 年級的學生定期地由
學校人員接受有關職業選擇和學習課程的諮詢服務.
家長亦可參與此諮詢服務的講習和決定. 請聯繫貴
子弟的學校校長以獲得詳細資訊. (教育法規 221.5 d)

諮詢服務
7-12 年級的學生將可定期的與指派給他/她的指導老
師碰面諮詢任何有關學術, 出勤, 或社交發展的需要.
這些工作人員也將會與學生定期的碰面以協助他們
做教育和職業的選擇. 家長/監護人也可尋求協助和
參與這些輔導和決定. 請聯繫貴子弟學校的校長以
獲取詳細資訊 (教育法規 51229).

領養/無家可歸青年的教育
領養和無家可歸的青年被授予教育的權利, 譬如: 立
即註冊, 留在原始的學校, 註冊於當地綜合學校, 部分
的學分, 可能是五年的州府最低的畢業要求 / 豁免當
地畢業的要求, 以及能夠獲得學術資源, 服務和課外
的活動. 當地的教育機構必須根據”統一申訴程序”
向受影響的學生提供補救辦法, 包括: 如果公立高中
的教育權利不允許的話, 豁免當地畢業要求的有關
資訊.

分班或相關的教育機會的資訊, 請聯繫”家庭資源中
心”協調員 Laurel Estrada, 電話 (626) 854-2228 分機
1785 或 ”學生服務部門 “ 電話 (626) 935-8203. (教育法
規 48850 和 11432).

學生干預課程
學生干預課程是由適當的學校人員推薦給需要協助
的所有學生以協助其達成其年級程度所該有的熟練
標準. 學校校長和學校諮詢顧問可進一步的提供有
關學生干預課程的資訊.
學區透過諮詢服務, 轉介到外面機構和”學生學習團
體 (SST)”, 提供干預服務給學生和他們的家人. 訓練
有素的工作人員會協助您. 請聯繫您學校的行政官
員或指導老師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透過健康生活方
式的科學與健康課程元素，以及品德教育課程均有
所解說.

替代的學校
加州法律授權所有學區需提供替代的學校. 這些替
代的學校被定義為一所學校或在一所學校內分開的
教室或團體, 其運作方式旨在:
A. 最大限度地讓學生有機會發揮自力更生, 有進取
心, 善良, 自發性, 足智多謀, 勇氣, 創意, 責任和
喜悅等正面的價值觀.
B. 認識到當學生學習是因為學生渴望學習時, 將可
達到最好的學習效果.
C. 最大限度地保持一個能讓學生自我激勵和自主
學習的環境. 學生自我激勵和自主學習可經由學
生獨立地發展或可經由開發學習活動的老師的
鼓勵.
D. 最大限度地為老師, 家長及學生合作地開發學習
過程和其題材的機會. 這個機會須是一個連續的,
永久性的過程.
E. 最大限度地為學生,老師及家長持續地應對不斷
變化的世界的機會, 包括但不限於學校所在的社
區.

為確保接受領養照顧的學生或協助無家可歸學生的
家長, 學區聯絡人員將與其聯絡. 欲知更多有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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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可要求學區校委根據這個
法規在學區內設立一個替代的學校課程或多個課程.
畢業的要求和完成所規定的學習課程的替代模式必
須提供予學生, 家長和公眾. [教育法規 58501, 58502
and 51225.3 (b))

學生的升級和留級
根據法律的規定, 羅蘭聯合學區已採用一項政策來
要求學生展現已達到年級程度標準所要求的成績才
能夠升級. 2-8 年級的學生未達到學區升級的標準將
被視為瀕臨留級. 學校將通知家長且將提供干預的
課程來協助瀕臨不及格的學生. (教育法規 48070.5)

高中畢業
家裏和醫院教學
學生由於暫時殘疾而不符合享有特殊教育的規定,
學區在其一段長時間 (超過兩星期) 無法上常規教學
課程時, 提供一個在家或在醫院環境教學的課程. 住
院的學生因其醫院所在地被視為該學區的居民. 需
要這些服務的家長必須聯繫學校校長或學校護士以
獲得一份”在家和醫院教學的要求”. 家長有責任
通知學區其子女所在的醫院位於學區的管轄範圍內.
(教育法規 48206.3, 48207 和 48208). 更多的資訊, 請致
電 (626) 965-8202.

暫時殘疾的學生
暫時殘疾的學生, 其無法或不被建議出席常規的課

程或替代的課程, 應該接受由學區所提供的個別教
學. (教育法規 §48206.3)
暫時殘疾而住院的學生: 住所

暫時殘疾而在一所醫院或其它住宅健康設施的學生,
其醫院或設施非在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居住地的學區
時, 學生應被視為已遵從醫院所在地的學區上學的
住所要求. (教育法規 48207)

要獲取高中文憑, 學生必須選修經過鑑定的課程, 此
尚包括服務的時數. 有關此項要求的細節可至高中
行政管理部門和學校指導老師處獲取.

加州高中熟練度考試
“加州高中熟練度考試 (CHSPE)” 是一個自願的考試,
其評量公立學校所教授的基本閱讀, 寫作和數學技
能的熟練程度. 通過 CHSPE 合資格的學生將由”州
府教育委員會”授予”熟練證書”. 獲得”熟練證書”的
學生, 如經過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的核實批准, 可提早
離開高中 . 然而”熟練證書”不等同於正規高中畢業
所需要完成的所有課程作業. 欲知更多的資訊, 包括
實施日期和截止報名日期, 請瀏覽下列的網站:
http://www.chspe.net/.

評分的減少 / 學分的喪失
學生不會因為有理由的缺席 (漏掉的作業和測試能
夠於一段合理的時間內令人滿意地完成並交出) 而
遭致評分的減少或學分的喪失. (教育法規 48980 (k))

體能表現測試

家長通知學校學生因暫時殘疾而住院

5, 7, 和 9 年級的學生將做一項州府核可的體能表現
測試. (教育法規 60800) 這是一項對 9 年級的規定.

學生因暫時殘疾而住在一所合資格的醫院時, 該學
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應負主要的責任來通知學區. (教
育法規 48208)

學生費用, 捐款和籌款
羅蘭聯合學區感謝學校-社區的合作來支持我們的各

繼續留在幼稚園或一年級
學區政策規定下的幼稚園或一年級的學生可以繼續
留在其目前的年級, 如果學校”學生學習小組”在
有家長/監護人的書面同意下, 決定這是對學生最有
利的情況. 進一步的細節可由學校校長處獲得.

種課程. 本文件提供學區工作人員, 家長, 社區成員
和輔助機構 (其在財務上支持課程, 以確保在提供支
持的同時能夠遵從法律) 一個準則. 這些準則的目的
是強調, 問題不在於學校和社區是否可以籌集資金
來支持課程 - 他們可以 - 但是如何通過合法手段籌
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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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憲法規定需提供給學生免費的公立教育, 除非
該費用是法律具體授權給特定課程或活動. 這種享
有憲法的免費獲取權包含了所有的教育活動, 無論
是課程還是課外活動, 無論該項教育活動是否授予
學分. 免費使用權也禁止規定購買與活動有關的教
材, 用品, 設備或製服, 以及為了有機會使用, 參與, 教
材或設備而支付保證金. 最後, 允許強制性費用, 收
費或定金的豁免過程並不使其在憲法上被允許. 然
而, 法律和以前的法院裁決已提供了例外, 容許可允
許的費用.

可允許的強制性費用/收費/保證金
以下是在幼稚園到 12 年級禁止的費用, 收費和
保證金的一些具體例外（一些關於孩童照顧計
劃和成人教育的法律規定不在這裏列出）. 這
些費用, 收費和訂金是合法可允許的, 因為它們
是經由特定法律所准許的. （注意：此清單是根
據合法授權, 但清單上列入允許的費用, 收費或
保證金並不一定意味著學區學校目前正在評估
費用, 收費或保證金）. 以下費用, 收費和定金
是可允許的：
1. 在學校或學區贊助活動中作為旁觀者的
可選擇參加的費用. (Hartzell, 35 Cal.3d
899, 911, fn. 14).
2. 提供餐飲給學生的費用, 受到減免餐飲計
劃資格和法律規定的其它限制的約束.
（教育法規§§ 38082 and 38084).
3. 支付學生未能退還或故意割傷, 玷污或以
其它方式損壞的學生書籍或用品的重置
費用, 最高不超過 10,000 美元. （教育法
規§§ 19910-19911 and 48904).
4. 只要是沒有學生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而
無法參加校外教學或短途旅行, 與教學課
程或學校相關的社交, 教育, 文化, 體育或
學校樂隊活動相關的校外教學和短途旅
行的費用. （教育法規§ 35330(b)).
5. 由學區提供的校外教學的醫療或醫院保
險. （教育法規§ 35331).
6. 只要有財政困難的豁免, 運動團隊成員所
需的醫療和意外保險費用 .（教育法規§
32221).
7. 對特定顏色和設計的標準體育服裝的收
費, 但學校可能不會規定要從學校購買服

裝, 並且不會因為"情況超出控制“的學生
沒有穿標準化服裝而導致學生的體育成
績受到影響. （教育法規§ 49066).
8. 車輛停在學校場地的停車費. （車輛法規
§ 21113).
9. 只要沒有學生因為沒有支付費用被拒絕
參加的機會, 學校營地計劃的費用. （教
育法規 § 35335).
10. 提供給學生直接材料費用的償還, 學生從
那些材料為其自己擁有所製做和使用的
財產（如學生保留的木製店, 藝術品或縫
製項目）. （教育法規§ 17551).
11. 複製公共記錄, 學生記錄或學校課程內容
說明書的實際費用的償還. （政府法規 §
6253; 教育法規 § 49091.14).
12. 往返學校的交通費用, 以及學校與區域職
業中心, 課程或班級之間的交通費用, 只
要費用不超過全州每名學生非補助成本
的平均, 且假若根據財政需要有豁免規定.
（教育法規 § 39807.5).
13. 接送學生去夏季就業場所的交通費用. （
教育法規 § 39837).
14. 學生父母實際是鄰近外國或鄰近州的合
法居民的學費. （教育法規 §§ 48050-52).
15. 對根據 F-1 簽證就讀學區一所學校的外
國學生所收取的學費, 等於在出勤期間提
供其教育的全部未補貼的人均費用. (8
USC § 1184(m)(1)).
16. 為幼稚園或其他新入學的學生提供的可
選擇的指紋計劃的費用, 如果費用不超過
與計劃相關的實際成本. （教育法規 §
32390).
17. 在公民, 職業, 識字, 保健, 家政, 技術和普
通教育方面的社區課程費用, 不得超過維
持社區課程的成本. （教育法規 §§ 51810
和 51815).
18. 樂隊樂器, 音樂, 制服和學校樂隊成員前
往外國短途旅行的徽章所需的保證金.
（教育法規 § 38120).
19. 在指定的課程, 學生從事或正在觀察一項
活動, 或使用有可能造成眼睛受傷的有害
物質, 所需要的保護眼睛安全的設備費用,
但價格不得超過學區的實際成本. （教育
法規§ 3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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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和籌款
學區, 學校, 課程和班級可以並且尋求並接受資
金和財產的捐贈, 只要這是真正出於自願的, 而
且絕不能是參與課程或活動的先決條件, 這種做
法是可允許的. 加州法律不允許學區向學生收
取課程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然而, 學校可能無法
再為許多課程和活動提供資金. 因此, 學校可以
要求家長自願捐款來抵消這些課程的費用. 家
長不需要捐款, 且無論學生家長是否捐款, 所有
學生都可以參加課外活動.
就好像捐款, 學區, 學校, 課程和班級可以並從事
籌款的活動和計劃, 只要籌集資金是出於自願的,
這種做法也是可允許的. 被要求但未能籌集資
金的學生不得被拒絕參加教育或課外活動. 規
定籌集資金才能參與, 即使沒有規定籌集的金額,
與要求收費是相同的. 禁止要求個別學生籌集
資金, 是與要求參加籌款活動以做為參與一項活
動的一個要素是有區分的, 同樣地, 參加練習, 遊
戲, 排練或表演都是一種預期的參與.

大學先修班 & 國際學士學位測試的費用
合資格的高中生可以獲得財務援助, 以支付先修班
測試的費用或國際學士學位測試的費用, 或兩者兼
有. 家長應聯繫學生的高中以獲取更多資訊. (EC
52244; EC 48980 (K))

家庭作業政策
羅蘭聯合學區認為家庭作業應該是整體教學計劃的
一個組成部分. 家庭作業是延伸學校上課日範圍以
外的學習機會. 我們認識到家庭作業有助於建立責
任, 自律和終身學習的習慣, 且花在做家庭作業的時
間直接影響到學生達成學區學術水準的能力. 家庭
作業需要進行評分以及適合其程度才能讓學生受益.

扣留評分, 文憑, 或成績單
如果學生故意損壞學校財產或沒有歸還學校借給學
生的學校財產, 其父母或監護人可能會承擔財務責
任. 羅蘭聯合學區可能進一步扣留一名學生的評分,
文憑或成績單直到其已做損失賠償. 在此情況下, 學

區必須提供學生其合法的訴訟程序且如果學生無法
支付損害賠償或返回學區的財產, 學區將提供未成
年人一個自願的工作計劃以工作來代替付款. (教育
法規 48904, 48904.3)

傷害或殺害動物
任何學生對解剖, 傷害或損毀動物做為課程的一部
分有道德信念中的異議, 應該有機會 (附上家長的書
面同意書) 與老師一起制定一套替代的, 類似的方式
以獲取該課程所要求的 資訊或經驗. (教育法規
32255-32255.6)

健康教學
如果健康教學與您的宗教訓練, 信仰, 或個人和道德
信念有衝突, 請以書面通知您學校的校長以免除貴
子弟參與此部分的課程教學. (教育法規 51240)

家庭生活教育/愛滋病毒/愛滋病 (AIDS/HIV )教育
“加州全面的性健康和 HIV/AIDS 預防教育法案” (教育
法規第 51930 到 51939 條) 的目的是提供每一名學生
必需的知識和技能來保護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 以
免於意外的懷孕和性傳播的疾病.
羅蘭聯合學區認為家庭生活教育的主要責任是在家
裏; 然而, 羅蘭聯合學區與其它社區機構共同支援和
補充此區域內家庭的責任.
羅蘭聯合學區將提供全面的性健康或 HIV/AIDS 預防
教育教學, 且/或將於即將到來的學年進行學生健康
行為和風險的評量.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
1. 檢查所使用的全面的性健康和 HIV/AIDS 預防教
育的書面和視聽教育教材
2. 以 書 面 要 求 其 子 女 不 接 受 全 面 的 性 健 康 或
HIV/AIDS 預防教育
3. 要求一份教育法規第 51930 到 51939 條的影本
4. 被告知全面的性健康或 HIV/AIDS 預防教育將由
學區人員或由外面請來的顧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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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學區選擇使用外面的顧問或舉行大會並有嘉
賓教授全面的性健康或 HIV/AIDS 預防教育, 您
會收到以下通知:
•

教學的日期

•

該組織的名稱或每一名演講嘉賓的隸屬關係

所有 7-12 年級的學生至少在初中一次和在高中一次
接受預防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教學. 提供愛滋病毒/愛
滋病預防的教學應包括在醫學上準確的, 和最新的
有關減少愛滋病毒感染風險的方法的資訊. 教育法
規 51934, 51938 (Amended by AB 1925, Ch. 323, Statutes
of 2004).

宗教教學
學生如有家長或監護人的書面同意, 可因為要參與
宗教的活動或教學而不用上學. 每名學生必須至少
上課超過其年級程度該有的最少上課日. 每個學生
每個月不可請假超過四天 . (教育法規 46014)

學校提早放學日的通知
學區排定好的學生上課日如有任何改變, 須於此改
變的一個月前通知家長.(教育法規 48980 (c))

學校責任報告書 (SARC)
學校責任報告書的副本可上學區網站
www.rowlandschools.org 再連結至個別每個學校的網頁
上獲得. 您亦可至貴子弟就讀得學校要求 SARC 影本.
報告書的內容依據教育法規§ 33126 所定義的需包括
老師的分配, 老師的空缺數目, 可用的足夠的教科書
和其它教材, 以及所需要的維護以確保設施有良好
的維修. (教育法規 35256, 33126, and 35258) (教育法規
33126 amended by SB 550, Ch 900, Statutes of 2004)

學生紀錄和家長權益
英語學習者
學習英語的學生在最初註冊時需做評量且每年需使
用”加州英語熟練度評量 (ELPAC)”以決定學生英語的
熟練程度. 家長會被告知他們的孩子是一名“長期英
語學習者”, 或者是“瀕臨成為一名長期英語學習者的
英語學習者.” 提供給英語學習者的學術教學是以英
語為之, 再以”英語發展 (ELD)”做補充.
學區提供下列的英語課程: 結構英語沉浸班, 安排到
英語普通班上課, 雙語沉浸班以及雙語教育. 為了遵
從州和聯邦法規的規定, 當學校裏有 15%或更多的學
生說英語以外的一種語言時, 給家長的資訊應在實
際可行的情況下被翻譯成其母語.

資優生教育 (GATE)
從小學三年級開始, 學生在有父母的許可下可參加
GATE 課程的測試. 根據 GATE 委員會進一步的審查
和老師的推薦, 學生可能合資格參與學區/校園的
GATE 課程. 如需進一步的資訊, 請與學校校長聯繫
以獲得考試和個別學校的 GATE 課程.

聯邦和州的法規要求學區每年需告知"合資格"學生
的家長有關學生記錄的家長權益. 這些檔案都存在
該學生的學校. 特殊教育的記錄是由特殊教育協調
員來監督. 其它的所有記錄是由學校校長來監督且
在您提出要求時可供您審閱. 學生紀錄的副本將做
象徵性的收費且必須在書面請求後五個工作日內提
供. 學生記錄中所包含的資訊可受到質疑. 學校校長
會解釋提出質疑的程序.

對學校記錄的任何挑戰都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給校
長. 父母挑戰學校記錄必須表明記錄是 1）不準確,
2）無根據的個人結論或推論, 3）在觀察員職權範圍
之外的結論或推論, 4）對注意到的觀察時間和地點,
不是根據對指定人的個人觀察, 5）誤導, 或 6）違反
學生的隱私權或其它權利. 父母有權向美國教育部
門提出投訴, 指稱學區未能遵守“美國家庭教育權利
和隱私法（FERPA）”的規定, 致函：家庭政策合規
辦公室, 美國教育部門, 400 Maryland Ave., SW,
Washington, D.C. 20202-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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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規 49063-49078 and 48980 (FERPA) Prior and
Title 5, CCR 431(e))

參觀學校
所有在上課日到學校參觀校園的人必須先到辦公室
簽到. 學校可能要求您簽到並戴一枚徽章以玆鑑別
身分. 學校執行這些程序以協助校園安全. 如需詳細
資訊, 請聯繫貴子弟就讀學校.

名錄資訊
羅蘭聯合學區定期地會將羅蘭聯合學區學生的名錄
資訊提供給非營利組織. 資訊釋出給一些組織, 譬如
PTA （家長教師協會）以及其目的是加強學區教育
目標的軍方. 資訊亦可能會釋出給與教育有關的組
織; 對學生有益的組織, 供新聞發佈的資訊, 或提供資
訊給為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的組織和機構. 名錄資
訊可能包括學生的姓名, 地址, 和相關的資訊. 特別
的是, 學區利用此方法以傳播學區重要資訊給學區
學生的家長.

資訊釋出給軍方
聯邦公眾法律規定根據”小學和初高中教育法案”獲
得資金的學區必須提供軍方招聘人員有關學生姓名,
地址, 和電話的資訊, 除非家長/監護人要求此項資訊
不被釋出.
如果您不願名錄資訊提供給非營利機構, 譬如軍方,
家長/監護人 可以書面要求校長不可將此資訊釋出.
(教育法規 49073). 您可以在每學年開始的數據確認
過程中, 在線選擇不釋出資訊.

社會安全號碼
RUSD 不收集或徵求學生或其父母的社會安全號碼
或社會安全號碼的後四位數字（EC 49076.7; 56601）

所有監護權的糾紛必須由法庭處理. 學校將盡一切
努力對有關學生顧慮事項聯絡有監護權的父母. 如
果監護權有情況, 家長有責任確保提供最新的法院
文件副本供學校審查. 如果任何監護權狀況造成學
校的混亂, 我們將聯繫執法單位進行干預.

釋出青少年的資訊 - WIC 831
加州的法律使“青少年案件的檔案”具有機密性, 並且
有悠久的保護少年訴訟和記錄免受披露的歷史, 以
促進青少年的康復和避免蒙上汙名. 只有在提供法
院命令, 任何學生的資訊才將被散播 (附加或提供)
給聯邦官員. 法庭命令必須標示有少年法庭主審法
官的事先核可. 否則, 沒有法庭命令的話, 青少年的
資訊將受到保護不被散佈, 且保持有私秘性.

CAL GRANT (補助金) 計劃 – EC 69432.9
加州的法律規定, 除了選擇退出的個別學生外, 公立
學校的所有 12 年級學生, 包括特許學校, 每學年都
要向"加州學生援助委員會（CSAC）"以電子方式提
交"平均成績點數（GPA）". 將 GPA 上傳到委員會
有助於確保填寫"免費申請聯邦學生援助（FAFSA）"
或"加州夢想法案申請（CADA）"的學生可被考慮獲
得 Cal 補助金. Cal Grant 代表免費資助學生追求更
高的教育. 依照這項法律, 羅蘭聯合高中將在學術學
年的 10 月 1 日之前, 以電子方式向 CASC 提交所有
12 年級學生的 GPA.

為了幫助學生申請財政援助, 所有 12 年級的學生都
被自動考慮為 Cal Grant 申請人, 每名 12 年級學生的
GPA 將由學校或學區的官員以電子方式提交給 CASC.
不希望將 GPA 電子提交給委員會的學生有權通過填
寫並提交“Cal Grant GPA 不參加表格”來選擇不參
加此過程. 您必須填寫表格, 並在學術學年的 8 月
31 日之前將此表格繳交給您的學校指導老師.

監護權的顧慮和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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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Cal Grant?
Cal Grant 是由加州學生援助委員會運作的一個計劃,
為在加州上大學的合格學生提供現金援助. Cal
Grant 是為上大學要用的錢, 不需要償還. 學生必須
符合資格和財務要求, 以及任何最低平均成績點數
（GPA）的要求, 才符合條件. Cal Grants 可用於任
何加州大學, 加州州立大學或加州社區學院. 加州
的一些獨立和職業學院或技術學校也接受 Cal
Grants. 有關 Cal Grant 的更多資訊, 請瀏覽委員會網
站 www.csac.ca.gov.

由校長或其指派的人的批准以便與教委所制定的統
一標準密切配合. (教育法規 48205). 一名學生如有
三次無理由的缺席或有三次, 每次超過 30 分鐘的遲
到可被稱為一名習慣性的曠課者. (教育法規 48260,
48262, 48263.6, and 48264.5(c))
當一名學生無理由的缺席超過其學年的百分之十,
也可視為習慣性的曠課. 習慣性的曠課是當一名學
生有理由或無理由的缺席超過其學年的百分之十
(教育法規 60901).

學校出勤審查小組 &
學校出勤審查委員會

家長對拍照的授權
學生藉由拍攝的照片和視頻錄影享受在學年內的某
些學習經驗. 偶爾, 照片和錄影帶可能顯示或展示出
來以代表學校或學區的活動. 您可以在每學年開始
的數據確認過程中, 在線選擇不接受拍照或錄影.

出勤和註冊
羅蘭聯合學區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改善出勤. 當學生
不上學時, 他們錯過了能掌握加州標準熟練度所需
的直接教學和學習的活動. 規律性的出席與學生成
就的程度有強大的關係.

羅蘭聯合學區的每一所學校均鼓勵學生有規律的,
準時出勤以便不要錯過教學. 如有需要, 學校將通知
顯現有過多缺席的學生以提供協助. 如果出勤狀況
未改善, 學校將安排學生和其家長/監護人出席“學校
出勤審查小組 (SART) “會議. 在“學校出勤審查小組
(SART) “會議中將制訂一個合約來協助學生能夠有規
律的和準時的上學.

學生的出勤未有改善將被推薦至“學校出勤審查委
員會 (SARB) “ SARB 是由本地的執法人員, 學校和學
區行政官員所組成, 其將制定一項計劃以改善學生
出席率. 學生出勤仍無改善的情況下, 學區可能會採
取進一步的行動, 其包括傳票或推薦給”學區的律
師” .

每個年齡在 6 至 18 歲的加州人, 除非其享有法律上
的豁免, 將有義務每日出勤上學. 每個家長或監護人
有責任在由教委所指定的學校上課日送其子女至學
校上課. (教育法規 48200).

出勤的選項/許可
學生的缺席
學生因為下述的理由可不用到校上課: 生病, 家庭裏
有人遭受檢疫隔離或死亡, 與醫生的約診, 以及宗教
的儀式和/或教學, 以及與即將被調往他處, 休假在家,
或剛返回家裏的現役的直系家庭成員共處一段時光.
以及為了參加學生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儀式的目的.
學生的缺席應由家長/監護人以書面寫請假單並經

羅蘭聯合學區目前提供全面的教育計劃給適齡學生
就讀過渡期幼稚園, 幼稚園和 1 – 12 年級. 這些課
程可在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法定出勤選項提供給
RUSD 學生以及居住在學區範圍之外的學生. 轉學申
請的批准須經由一個不帶偏見的選擇過程且須視是
否有空位和依據教委政策的規定. (教育法規
35160.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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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描述的出勤選項可在有限的情況下提供給目前
其父母或監護人居住在學區出勤範圍內的學生, 以
及提供給依據教育法規 48204(F) 設立居所的學生.

任何居住在羅蘭聯合學區的家長/學生可要求就讀
學區內另一所學校. 此項選項可在學年內任何時候
行使. 除非被撤銷, 否則學區內的轉學將只被核准到

當前法定和地方出勤選項提供給如下所示的學區學
生: (教育法規 § 48980 (I))

一個年級序列的結束（K-6，K-8, 7-8, 9-12）

“開放註冊”和”學區內之轉學要求”提供給 其父母或
監護人居住在學區範圍內的學生, 以及提供給依據
教育法規 48204 或 48209 設立居所的學生. 這讓家
長可選擇其所想選擇的學校, 但此學校須有空位方
可.

學區間的出勤許可
加州教育法規提供了兩個或更多的學區可以訂立協
定, 允許學生就讀住所學區以外的學區. 這種轉學需
獲得批准且須視該學校是否有空位和當地的教委政
策的規定. 申請表格和手續可至”學生服務辦公室”索
取, 電話 (626) 935-8281 (教育法規 46600). 關於
AB2444 學區間許可的更新可如過去每年所做的來
處理.

住所的要求

學區員工子女的轉學

6 至 18 歲的未成年人必須接受義務教育, 且除非獲
得豁免, 否則必須在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住所所屬學
區的學校註冊上學.

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如為學區的員工, 學區可允許
其子女就讀 K-12 年級的學校. 有關申請和手續等更
多的資訊, 請聯繫”學生服務辦公室”, 電話 (626) 9358281 (教育法規 48204 (b)).

如果學生有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學生可以選擇遵守
在一個學區的學校就讀的住所的要求： 根據"福利
和機構法規"承諾的安置在學區範圍內的寄養家庭
或有證照的兒童機構內; 一名留在其原始學校的寄
養孩童; 一名居住在學區範圍內的不受約束的學生;
一名居住在學區範圍內提供照顧的成人的家中的學
生; 或一名居住在學區範圍內的州立醫院的學生; 或
者根據官方軍事命令, 學生的父母被轉移或正在轉
移到州府內的軍事設施, 且同時執行現役軍事任務.

優先的“Open Enrollment (開放註冊)”
任何居住在羅蘭聯合學區的家長/學生可要求就讀
學區內另一所學校. 僅在每一新學年的開始的一段
有限的時間 (2 月) 提供這個選項. 一旦學生經由此
選項註冊一所新學校, 此新學校即成為其住所學校
且不需要每年做一個新的請求. (教育法規 35160.5
(B))

”學區內之轉學要求”

懲戒
教委政策 – BP5144
羅蘭聯合學區教委決議第. 94-6 (教委政策 5144)
鑑於羅蘭聯合學區承諾提供一個安全和有保障的教
育環境給其學生; 且鑑於加州已制定法律來進一步
支援學校安全; 且鑑於武器和暴力行為對學生和工
作人員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
因此, 現在, 教委會茲此決議聲明羅蘭聯合學區對武
器和暴力行為採取零容忍政策.

學生的責任 -- Title 5-EC 300 加州規則的法規
要求所有學生都要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 遵守所有
的指示 ; 勤于學習並尊重老師和有職權的其他人;
以及避免使用褻瀆和粗俗的語言. (5 ccr-300)
14

有關學生行為的責任 - EC 44807
羅蘭聯合學區的每一位老師均應該讓學生對其上下
學, 在操場上, 或下課休息時的行為負嚴格的責任.

員工的責任
有關懲戒的規則和條例
“教委會”規定的懲戒與”加州和州府教育委員會”的
規則相符合. (教育法規 35291, 35291.5 and 35191.7)

(c) 非法的擁有, 使用, 販售, 或提供, 或是在任何如
健康和安全法規 (從 11053 條開始)所定義之受
管制藥品, 酒精飲料, 或任何種類之麻醉品的影
響下.
(d) 非法提供或安排或協調販售任何如”健康和安
全法規”第 11053 條開始所列之受管制藥品, 酒
精飲料, 或任何種類之麻醉品, 然後販售, 交付,
或供應給任何人其它液體, 藥品, 或材料, 以替代
受管制藥品, 酒精飲料, 或麻醉品.
(e) 犯或試圖犯竊盜案或勒索案.
(f)

造成或試圖造成對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的損傷.

(g) 竊取或試圖竊取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
每位校長應確保於每學年開始時向學生傳達有關懲
戒的所有規則. 轉學生在註冊時會收到這些資訊.
學校校園的懲戒規則是由指派去的特定會員所組成
的學校委員會所制定. 這些懲戒規則和會員需提交
給教委會. 懲戒的程序印在每個學校的手冊內. (教
育法規 35291 and 48900.1)

如果學生已因猥褻的, 粗俗的, 褻瀆的, 或破壞性的
行為遭致停學處分, 家長可能在老師的決定下被要
求在任何教室參加學校上課日部分的課程. 法律禁
止雇主的制裁. (教育法規 4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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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本節並不禁止學生自己使用或擁有處
方產品.
(i)

犯一次淫穢行為或習以為常的講髒話或粗俗的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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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1) 擾亂學校活動或恣意地違抗參與執行職務的
監督員, 老師, 行政官員, 學校官員, 或其它學校
人員合法的職權.

停學或開除的依據
EC 48900 (a)(1) – (w)

(2) 除了於 48910 節的規定, 就讀於幼稚園或 1-3
年級(包含)的學生不可因為本章節所列舉的任
何行為而遭到停學, 且本條例不應構成就讀於
幼稚園或任何 1-12 年級(包含)的學生被建議做
開除的依據. 本段落將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失
效, 除非之後在 2018 年 7 月 1 日前, 有制定法規
且生效來刪除或延展那個日期.

學生不應被學校停學或建議開除, 除非總監或學生
註冊學校的校長確認該學生犯了依照下列( a ) 到 ( r )
的行為中的任何一項, 包括:
(a) (1) 造成, 試圖造成, 或威脅對其他人造成身體的
傷害; (2) 除非是在自衛情況下, 恣意地對其他人
使用武力或暴力.
(b) 擁有, 販售, 或提供任何武器、刀子、爆裂物, 或
其它危險物品, 除非擁有前述任何物品是得到
校長或校長的代理人認可的學校職員之書面許
可.

(l)

知情地收取被竊的學校財產或私有財產.

(m) 擁有了仿製武器, 包括 BB 槍. “仿製武器"在此條
例意指和真實武器外形極為相像的複製品, 而
使得一般人誤認為是真實的武器.
(n) 犯或企圖犯依據刑法 261, 266c, 286, 288, 288a, 或
289 節所定義的性攻擊或犯依據刑法第 243.4 節
的性毆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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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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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非法提供, 安排販售, 協調販售, 或販售處方藥
SOMA.
(q) 參與或企圖參與欺侮的行為. 為此條例的目的, "
欺侮"意指學生在加入新的團體或組織(不論此
團體或組織是否是被教育機構所認可) 之入會
或入會前的儀式. 此類儀式可能造成嚴重的身
體傷害或貶低個人或恥辱, 因而造成任何前任,
現任, 或未來的學生會員身心受傷. 為此條例之
目的, "欺侮”不包含運動項目或學校批准的項目.
(r)

從事霸凌行為. 為此條例之目的, 下列的術語具
有以下的含義:

(1) “霸凌” 意指任何嚴重或普遍的身體或口頭行動或
行為, 包括書寫或電子方式通訊, 也包括一名或一夥
學生所犯的一種或多種行為 (第 48900.2, 48900.3, or
48900.4 節所定義), 針對一名或多名學生的行為, 其已
經或可以被合理的預測到有以下一種或多種的後果:

(A) 讓一名或多名通情達理的學生造成其人身或財
產傷害的恐懼.
(B) 造成一個通情達理學生, 對其身體或精神健康體
驗一種重大不利的影響.
(C) 造成一名通情達理的學生對其學業表現體驗重
大的干擾.
(D) 造成一名通情達理的學生對其參與或受益于服
務, 活動或由學校提供的特權的能力, 遭受重大的干
擾.
(2)

(A) “電子行為” 意指通過電子設備, 包括但不限
於, 電話, 無線電話或其它無線通訊設備, 電腦
或傳呼機, 從校園或非從校園創建或傳輸訊息,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任一種:
(i) 短訊, 文字, 聲音, 錄影或圖像.
(ii) 在社群網路, 互聯網站上的貼文, 包括但不
限於:
(I) 貼文或創建一個 Burn Page (發燒頁). “Burn
page（發燒頁）” 意指創建的一個互聯網

站的目的是要達到如第 (1) 款內所列舉的
一個或更多的效果.

(II) 創建一個對另一個實際學生的可信模仿
以達到如第 (1) 款內所列舉的一個或更多
的目的. “可信的模仿” 意指故意地且未
經同意的去模仿一名學生以達到欺負該
學生的目的, 且其他同學在合理情況下會
相信, 或合理地已相信這個學生曾是或就
是被假冒的學生.
(III) 創建一個虛假的人物簡介, 以達到如第 (1)
段內所列舉的一個或更多的目的.
“虛假的人物簡介” 意指一個虛構學生
的簡介, 或使用與一個實際學生相類
似或屬性的簡介, 而非創建此虛假人
物簡介的學生.
(iii) 網路性霸菱行為.
(I) 為了本條款的目的, “網絡性霸凌”是指一
名學生向另一名學生或學校工作人員, 通過
電子行為傳播或招攬或煽動傳播照片或其
它視覺錄影, 已經或可以合理地預測到有第
（1）款（A）至（D）項（包括）中描述的
一種或多種影響. 如上所述的照片或其它
視覺錄影應包括裸體, 半裸體或色情露骨的
照片或其他未成年人的視覺錄影, 在此未成
年人可以從照片, 視覺錄影或其它電子行為
中識別.
(II) 為本條款的目的, “網絡性霸凌”不包括任
何具有嚴肅文學, 藝術, 教育, 政治或科學價
值或涉及體育賽事或學校批准活動的描述,
描繪或圖像.
(B) 儘管有第 (1) 款和第 (A) 項, 電子行為不應
僅僅依據它已經在互聯網傳輸或目前已貼到
網上而構成普遍的行為.
(3) “知情達理” 意指一名學生, 包括但不限於一
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其能夠執行一般的照顧,
技能, 和對與其同年齡同學的行為做判斷, 或能
夠對與其同年齡但有特殊需求學生的行為做判
斷.
(s) 學生如違反任何所列行為可能不會被停學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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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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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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學校校園.
b. 在往返學校途中.
c. 午餐時間不論是否在校園.
d. 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來回途中, 或在活動
進行中.
(t)

根據此條文的規定, 學生同謀如刑法第 31 節所
定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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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分(a) 受到懲戒.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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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根據此節, 學生需受懲戒時, 學區總監或校長可
視情況, 如同於 48900.5 節所說明的, 自行提供學
生停課或開除以外的替代方案, 此方案乃適合
學生年齡並旨在針對和糾正學生的不良行為.
(w) 立法機構希望能對於任何曠課, 遲到或參加學
校活動而缺勤的學生, 以停課或開除以外的替
代處分方式來解決問題.

EC 48900.2. 性騷擾
除了 48900 節所列原因外, 如果學區總監或學生註冊
學校的校長確認學生犯了如 212.5 節所定義的性騷
擾,學生可能被學校停學或建議被開除.
就本章之目的而言, 在第 212.5 節所述之行為必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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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威嚇, 敵對, 或討厭的教育環境. 此項條文不適
用於就讀幼稚園和一到三年級的學生.

EC 48900.3. 仇恨暴力
除了 48900 和 48900.2 節所述之原因外, 任何四到十
二年級的學生, 如果學區總監或學生註冊學校的校
長確認該學生已造成,試圖造成, 或參與如第 233 節(e)
項所定義的仇恨暴力行為時, 該學生可能被學校停
學或建議被開除.

EC 48900.4. 騷擾, 威脅, 或恐嚇
除了 48900 和 48900.2 節所詳細說明之依據外, 任何
四到十二年級的學生, 如果學區總監或學生註冊學
校的校長確認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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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經由製造一
個恐嚇或敵對的教育環境來侵犯學校人員或其他學
生的權利, 則該名學生可能被停學或建議被開除.

EC 48900.5. 停課處分的限制
停課 (包含第 48911.1 條文規定的有監督的停課處分)
只限於當其它糾正方式無法帶來適當行為時的最後
處置. 學區可將所使用的其它糾正方式列檔, 並將此
檔案依據 49069 條文放入學生的紀錄中以供查閱.
然而, 一名學生(包括如 56026 節所界定的有特殊需
要的個人) 初次觸犯 48900 節所列舉的任何一項理由,
如果校長或總監確定該學生違反 48900 (a), (b), (c), (d),
或 (e)條例, 或者該學生的出現將造成他人的危險, 可
依”美國法典” 第 20 章, 第 1415 節被停學.

EC 48900.7. 恐怖威脅
(a) 除了 48900, 48900.2, 48900.3 和 48900.4 節所列之
原因外, 如果學區總監或學生註冊學校的校長
確認該學生恐怖威脅學校官員, 學校財產, 或兩
者.

(b) 就本節的目的目的而言, "恐怖威脅" 將包括某人
的任一口頭或書面聲明, 其恣意地威脅犯罪, 導
致其他人的死亡, 嚴重的身體傷害或財產損害
超出一千美元($1,000), 且有具體意圖此聲明將
被採用為一個威脅, 即使表面上及依當時之情
況沒有意圖實際上去運作它, 但此威脅是很明
確的, 絕對的, 立即的, 和具體的傳達給被威脅之
人, 且此威脅很可能立即被執行, 從而引起被威
脅之人對他們自己的安全或對他們的直系親屬
的安全, 或為保護學區財產, 或為保護自己或他
們直系親屬的財產合理的產生持續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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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48915. 建議開除的情況
(a) (1) 除了依據條例 (c) 和 (e), 在學校或校外舉辦的
活動中, 如果學生觸犯下列各項行為, 校長或總
監應建議該學生做開除處分, 除非校長或總監
決定在此情況下不應做開除的建議或替代的糾
正方法可針對其行為做解決:
(A) 除非是自衛, 對他人造成嚴重的身體傷
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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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非法擁有任何如”健康安全法”第 10 部
分第二章(從第 11503 節開始)所列之受
管制物品, 除下列任一項外:
(i)
第一次違犯擁有不超過一
avoirdupois 盎司的大麻, 而非濃縮的印
度大麻.
(ii)
擁有非處方的藥物使用來供
學生醫療上之目的, 或由醫生開給學
生的處方藥物.
(D) 搶劫或勒索.
(E) 攻擊或毆打 (如刑法第 240 和 242 節所
定義)任何學校的員工.
(2) 如果校長或總監做出如第一段(1)所描述的
決定, 她或他必須盡快做以確保學生不失去上
課的時間.

(b) 經校長, 總監或經由聽證會官員或根據 48918 節
(d) 款的規定, 管理委員可在確定學生違反第(1)
段或 48900 節, 第(a), (b), (c), (d), 或 (e)款所列舉的
行為, 即做出開除的決定. 開除的決定應該根據
下列一項或兩項的規定:
(1) 其它糾正手段不可行或反復不斷地出現
不合宜的行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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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依據第 48911 節, 校長或總監應立即對該學生做
停學處分, 且如果該學生在學校或在校外參加
學校的活動時, 觸犯下列各項行為應該建議開
除該學生:
(1) 擁有, 販售, 或供應武器. 本條文不適用
於該學生的行為在先前已獲得校長, 校
長指定之人或合格的學校雇員(其已經
過校長或校長指定之人的贊同) 同意其
持有武器的書面同意. 本條文適用於擁
有一種如 48900 節 (m) 款定義的只是仿

(2)
(3)
(4)
(5)

製武器的行為, 此並非一種違犯, 但需依
據此條款和 (d) 條款強制處以停學或開
除, 但它依據 (e) 款仍是一種違犯, 可被
判處停學或開除.
在他人面前揮舞刀械.
非法販售如”健康和安全法規”Division 10
第二章 (從 第 11053 條開始)所列之任何
受管制的物品.
從事或意圖從事如 48900 節 (n) 款所定
義的性攻擊或如 48900 節 (n) 款所定義
的性毆打.
擁有爆炸物.

(d) 管理教委在發現該學生犯下如 (c) 款所列的行
為, 應下令將該學生做開除處分, 且應推薦該學
生到一個符合下列條件的學習課程:
(1) 已適當地準備好照顧到展現紀律問題的
學生.
(2) 不是提供在一所綜合初中, 或高中, 或任
何一所小學.
(3) 不是設在該學生發生停學時候的學校.

(e) 經校長, 總監或經由聽證會官員或所聘請的行
政小組根據 48918 節 (d) 款的規定所做的建議,
管理委員可在發現學生在學校或校外學校的活
動中, 違反 48900 節 (f), (g), (h), (i), 或 (j), (k), (l), 或
(m)款, 或 48900.2, 48900.3 或 48900.4 節, 以及下列
任一項, 即做出開除的決定::
(1) 其它糾正手段不可行或反復不斷地出現
不合宜的行為.
(2) 由於違犯的性質, 該學生的出現造成對
該學生和他人人身安全的持續危險.

(f) 管理教委應推薦已被開除的學生根據第 (b) 或
(e) 款到一個可符合所有於 (d) 款所具體說明的
條件的課程去學習. 儘管此條款根據 (e) 款有關
一名學生被開除, 如果縣府學校總監證實在一
所綜合初中, 或高中, 或小學之外無法提供一個
替代的學習課程, 且唯一的選擇是安排在另一
所綜合初中, 或高中, 或另一所小學, 該名學生
可被推薦至由一所綜合初中, 或高中, 或在一所
小學所提供的學習課程.

(g) 在本節中, "刀"指的是任何短劍, 匕首或有一個
固定, 鋒利刀刃的其它武器, 主要適合刺入, 刀刃
主要適合去刺入的一種武器, 刀刃的長度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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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½ 英吋的一種武器, 一種折疊刀, 其刀刃可鎖住,
或一種剃刀其刀片無安全裝置的.

(h) 在本節中, "爆炸"一詞指的是"破壞性裝置", 如美
國法典第 18 篇第 921 節中所述.

財產的損壞
如果學生蓄意破壞學校的財產或未歸還學校借給他/
她的財產, 其家長或監護人可能要承擔財務上的責
任. 學校可能進一步的扣留該學生的成績, 文憑, 和
成績單直到還清或歸還. (教育法規 48904)

因此, 羅蘭聯合學區的教委宣佈任何人在學區的土
地上, 車輛上, 或其所贊助的活動上嚴禁使用所有的
菸草製品. 學區員工, 學生和市民均應遵守這項限制.
在學校操場 25 英尺範圍內 (除非是在操場 25 英尺範
圍內的公共人行道) 禁止吸煙或使用任何與煙草相
關的產品和處理任何與煙草有關的廢物. HSC 104495
(Amended by AB 1867, Ch 527, Statues of 2003).

電子尼古丁輸送系統（電子香煙）
羅蘭聯合學區禁止使用電子尼古丁輸送系統, 譬如
電子香煙, 水煙筆以及其它有或沒有尼古丁含量,其
乃模仿煙草產品等的蒸汽設備. 學生使用, 持有, 或
提供, 安排或協調以出售這些物品可能會受到懲戒
處分. （健康和安全法規 11014.5）

腦震盪和頭部受傷

健康
學校健康政策
羅蘭聯合學區的管理教委會認識到健康和學習之間
的關聯. 因此, 學區致力於提供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學
校環境, 其可增強學習和終身健康實踐的發展. 我們
的”學生健康政策 (BP5030)”包括了： 1） 一項包括
家長, 學生,營養服務, 學區行政官員,以及非營利社區
機構的協力合作；2）營養教育和體能活動的目標；
3） 食品營養準則: 在上課期間各種活動中, 為學生
提供和販售的食品項目 (譬如: 課堂慶祝, 學校表
揚活動和籌款) 以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選擇和減少
孩童肥胖; 4）確保政策的計劃向所有利益攸關者
做行銷, 根據需要進行實施, 評估和修訂.

每一年, 在運動員開始練習或競賽前, 一份腦震盪和
頭部受傷的資訊單將交由學生運動員和其家長或監
護人簽字並繳回. 這些條款將不適用於運動員在學
校正規上課時間參加體育活動或做為體育課程的一
部分. 資訊單可向學生的教練取得. (教育法規 (EC)
49475)
學生運動員在一項練習或運動中, 被懷疑遭受腦震
盪或頭部受傷, 應該在當時以及當天剩餘的時間退
出競賽. 被迫退出競賽的學生運動員不可返回比賽,
直到該運動員被受過訓練來評估和管理腦震盪且領
有證照的醫療保健提供者 (MD 或 DO)評估過, 以及從
該保健提供者收到書面許可准許其返回比賽. (內部
章程 313 以及加州政府對領有證照的醫療保健提供
者的法令)

心臟驟停 -- EC 33479 et seq.
無菸草的學校
羅蘭聯合學區確認使用菸草製品會對使用者和接觸
二手菸的人產生健康的危害. 教委會也確認吸煙和
使用煙草產品是在美國主要導致死亡的可預防的原
因.
做為一個教育機構, 學區和其員工不但應該提供一
個有效的教育課程, 並應對菸草的使用做學生的良
好榜樣.

心臟驟停 (SCA) 是當心臟突然地和意外地停止跳動.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 血液停止流向大腦和其它重要
的器官. SCA 並不是心臟病發作; 它是心臟的電子系
統故障, 導致受害者虛脫. 故障是由心臟結構的先天
性或基因缺陷所造成. SCA 很可能發生在運動或體
育競技活動時, 所以運動員面臨較大的風險. 這些症
狀在運動員身上可能不清楚且令人困惑. 通常人們
將這些警告標誌與體力耗盡相混淆. 如果未能在幾
分鐘內做適當的治療, SCA 在 92%的病例中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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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進行運動活動的學區, 特許學校或私立學校,
如果學生在參加或馬上接著要參加一項緊隨在後的
運動活動時, 昏倒或暈倒, 或知道學生已昏倒或暈倒,
運動主任, 教練, 運動訓練員, 或獲得授權的人員必
須讓該學生退出參加活動. 學生在運動活動時展現
有任何 SCA 的其它症狀, 如果運動訓練員或被授權
的人員合理的相信該症狀是與心臟相關的, 該學生
可被移除參與活動. 一名被移除參加競賽的學生, 不
能返回該活動, 直到他或她被醫師或外科醫生評估
並獲得書面許可. 每年, 在學生參加特定類型的運動
活動之前 (通常不適用於正常情況下進行的運動活
動或作為體育課程的一部分的活動), 學生和學生的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簽署收到和審查有關 SCA 資訊的
確認書.

醫生的書面准許. 如果因傳染性疾病的症狀, 您讓貴
子弟留在家裏未上學, 請盡快通知學校辦公室.

免疫預防接種
加州法律對於進入學校就讀所要求的免疫預防接種
是非常明確的. 除非在註冊前學生已接種由”州教育
部門”批准的免疫預防疫苗的注射, 學生絕對無法被
准許進入學校就讀 (EC 3381). 家長/監護人將被推薦
至其通常的護理管道做免疫預防接種.

進入或升上 7 年級的學生, 除其原先就讀學校的預防
注射規定外, 必須提出已接種 Tdap (百日咳) 的後續
疫苗注射的證明. 對於沒有做適當免疫預防接種的
任何學生, 學區將不准其入學.

傳染性的疾病
傳染性疾病的檢查可能會定期進行. 被懷疑有傳染
性疾病的學生可能被排除到校上課, 直到其已符合
重新准許到校上課的準則. 重新准許到校上課乃根
據情況以及適當的治療且可能需要醫療保健提供者
的證明. 學校將努力通知家長/監護人有關學校遭受
對學生造成風險的傳染性疾病. (EC 49451)
我們學區有一個”無頭蝨”的政策. 學生在頭蝨治療
完畢後且在其頭皮上看不到活的蝨子時即可返回學
校. 由於頭蝨治療是隨手可得的, 且學生在適當的治
療已開始後即可返回教室, 貴子弟不可因為頭蝨而
缺課.

如果有家長的書面同意, 合作的診所被授權對該學
生施以免疫藥劑以預防或控制傳染性的疾病. (教育
法規 49403)

在合作診所做的免疫預防注射接種將輸入於一個洛
縣和橘縣的電腦註冊系統內. 這個免疫預防接種的
系統可用來與當地的健康部門, 州健康服務部門, 醫
生和護士分享醫療資訊, 以便能夠追蹤學生的免疫
預防接種. 與這些機構共用的資訊將會予以保密.

新加州法律規定 (SB277) , 基於個人信仰 (包括宗教
信仰) 豁免接種進入學校所需的疫苗已不再是一個
如果貴子弟生病

選項. 醫療豁免仍可被接受, 但需有適當的憑證.

如果在有良好的理由下, 學生被認為患有公認的傳
染性或感染性的疾病, 該學生可能被送回家裏. (EC
49451) 體溫 100˚或更高的學生將被送回家, 且必須
留在家裏直到其在未服用解熱止痛劑 (譬如 Tylenol
或 Ibuprofen)下, 24 小時無發燒的現象. 嘔吐/腹瀉的
學生將被送回家裏, 且必須留在家裏, 直到他們的症
狀在沒有服用症狀減輕藥物下已消失或有醫生的准
許. 有發炎現象而需要服用抗生素的學生, 可能無法
返回學校, 直到已服藥 24 小時後, 或者如果學生已有

有關永久醫療的豁免接種疫苗的資訊可在學校辦公
室獲得. 如您有進一步的問題, 請聯絡學生服務部門,
電話是: (626) 935-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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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體檢
進入一年級的學生必須要有健康檢查. 所有註冊上
一年級學生必須於入學 18 個月內做體檢且必須要有
一份已做此檢查的證明 (或由孩童家長/監護人簽字
的棄權書註明他們不想或不能獲得此一健康篩檢)此
證明必須於註冊上一年級後的 90 天內遞交給學校.
您可與學校的護士詢問有關經由學區的以學校為基
地的診所. 電話: (626) 935-8203), 其可做免費的健康
篩檢 (健康和安全法規 324.2 & 324.3)
根據 EC 49452, 學校被要求做的身體檢查包括聽力和
視力的測試. 學校護士將對過渡期幼稚園(TK)/幼稚
園, 2, 5, 8, 和 10 年級的學生, 被推薦至特殊教育的學
生, 新到加州的學生, 以及由老師推薦來的學生執行
聽力的篩檢. 過渡期幼稚園(TK)/幼稚園, 2, 5, 8 年級
的學生, 被推薦至特殊教育的學生, 新到加州的學生,
和由老師推薦來的學生將要做近視和遠視的篩檢.
護士也將對一年級的男生做色彩視覺缺現的篩檢
(EC 49455, 49452). 如在這些篩檢中發現任何問題, 學
校將會以郵件通知家長.

體檢: 家長拒絕同意
家長或監護人可向其子女就讀學校的校長提出一項
年度的書面請求, 表示其不同意其子女接受體檢. (教
育法規 49451)

牙齒的評量
第一次進入一所公立學校就讀幼稚園或一年級的孩
童, 必須展示由有證照的牙科專業人員完成的一項
牙齒檢查 (須在其進入學校就讀前的 12 個月內). (EC
49452.8). 我們可能會提供給羅蘭的學生額外的牙齒
篩檢. 在學校執行牙齒篩檢前, 我們會通知家長

有了醫生的同意, 並可以向學校人員諮詢藥物對
學生的可能影響. （EC 49480）
服用處方和/或非處方藥物
學區認識到某些學生可能需要在上課時間服用處方
和/非處方藥物. 學校護士或其他由總監指定的人員
應協助該學生服用其藥物. 在提供這種協助前, 如果
情況有所改變, 每年或更頻繁地必須符合特定的規
定. 這包括一份由授權的健康照顧提供者和學生家
長/監護人填妥且簽字的書面請求表格 (EC 49423).
授權在加州學校內給與藥物所需的書面聲明, 應該
是由一個經過授權的健康護理的提供商 (由加州政
府所核發的證書來開立藥物)所開立的 (CCR, Title 5,
Section 601[a]). 經過授權的健康護理的提供商包括下
列人士:
a) 有加州執照的內科醫師和外科醫師 (BPC Section
2051)
b) 有加州執照的牙醫 (BPC Section 1625), 驗光師
(BPC Section 3041), 以及足科醫師 (BPC Section
2472)
c) 有加州執照的可執行某些醫生職務的護士 (BPC
2836.1) 以 及 有 加 州 執 照 的 護 士 助 產 士 (BPC
Section 2746.51)
d) 有加州執照的醫師助理 (BPC Section 3502.1)
授權在加州學校內給與藥物的書面聲明如果是由非
在加州有執照的健康護理提供商所開立的, 則必須
經過有加州執照的內科醫師或外科醫師的授權 (BPC
Section 2052).

聯絡學區護士對此程序做一說明, 說明那些學校的
人員可協助學生在學校服用藥物或那些學生可以自
己在學校服用藥物. (教育法規 49423 (Amended by SB
1912, Ch. 846, Statutes of 2004). 家長必需於學年末到
學校領取未用完的藥物.

藥物管制的家長通知
任何定期服用藥物的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必
須通知學校護士或衛生人員正在服用的藥物, 當
前劑量和監督醫師的姓名.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

家長必需於學年末到學校保健室領取未用完的藥物,
且每年需重新遞交藥物的授權, 或處方有改變時, 亦
需重新遞交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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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癲癇藥物
如果學生患有癲癇, 已經由他/她的健康護理提供者
開立緊急抗癲癇藥物,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可以要求
學校有一個或更多的員工接受如何在緊急情況時給
與抗癲癇藥物的訓練,以便當學生癲癇發作而護士不
在時可做處理 . (教育法規 49414.7)

緊急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
學校護士或受過培訓的人員可以使用腎上腺素自動
注射器提供緊急醫療救助給正在受, 或有理由相信
正在受過敏反應之苦的人. 欲知更多信息, 請聯繫學
生服務部門. (教育法規 49414 )

學生返回學校上課前醫療提供者所發出的許可
學生在嚴重或長期生病, 受傷, 手術或住院 (包括精
神科以及藥物或酒精住院治療) 之後返回到學校, 必
須在其返回學校前, 有證照的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書
面許可, 包括任何的限制和/或有關體能活動的建議.

學生上學時有縫合的傷口, 固定的夾板, 固定用的石
膏, 以拐杖支撐, 牙齒矯正器,或坐在輪椅上, 必須有
醫療保健提供者的書面許可. 許可上必須註明學生
返回學校的日期以及輔助設備的需要. 學生必須遵
守任何學校管理人員和健康服務人員所規定的安全
程序.

家長須以書面通知校長或學校工作人員有關其子女
對那些食物過敏或有飲食的需要. 有特別飲食需要
的學生, 必須請有證照的醫療保健提供者填妥並簽
署一份”要求特別膳食和/或方便設施的醫療說明書”.

防曬霜和防日曬的衣服(教育法規 35183.5)
(a) 每所學校校園應准許學生在上課日於戶外使用
防日曬的衣服, 包括但不限於帽子.
(b)

每所學校校園可制定有關防日曬衣服類型政策.
學區所決定與幫派有關或不合宜的特定服裝和
帽子可能依照衣著法規的政策遭到禁止.

(c) 此教育法規進一步提供學生在上課日, 不需醫生
的便條或處方來使用防曬霜. 並授權學校校園
制定一套有關使用防曬霜的政策.

學區緊急資訊卡
一份最新的學區緊急資訊卡必須存檔於學生的學校,
如此當有涉及其子女的意外或疾病時, 學校可立即
的通知家長. 在學年中如有任何聯絡電話的改變, 家
長必須通知學校做更新.

學生的醫療和住院服務
學區有權為學生因參加非與學校相關之活動而導致
的受傷, 通過非營利會員公司或保險政策提供醫療
或醫院的服務. (教育法規 49472)

醫療理由暫時不用上體育課 (P.E.)

機密的醫療服務

學生不能全部參與體育課超過3堂課, 必須由一個經
過授權的健康護理提供者開立書面請假條. 經過授
權的健康護理提供者必須是經由加州政府頒發證照

如為獲得機密的醫療服務, 學校當局可准許任何學
生不用上學而不需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 (教育法規
46010.1)

而有規定的權力. 請參考此手冊的服用藥物部份可
找到經過授權的提供者的清單. 醫療請假條的表格
可至學校保健室獲得. (教育法規 51222 and 51223)

學生健康保險

食物過敏/特別的飲食需要:

羅蘭聯合學區的健康衛生人員可協助家長替其子女
加入一項免費或低成本的健康保險計劃, 譬如 MediCal. 參加校際田徑隊的學生可能需要低成本健康保
險方面的協助. 進一步的資訊請與競技主任,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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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會面, 或致電”家庭資源中心”, 電話 (626) 8542228 或致電 “商業服務”, 電話 971-8200 x 5201 要求
一份小冊子. (教育法規 32221.5)

地方教育機構 (LEA) MEDI-CAL 付帳
學區有一個計劃對在學校提供給合資格學生所選定
的健康服務, 允許以 Medi-Cal (Medicaid)的錢償還給學
區. 按照 LEA 的要求, 我們茲此通知您, 合資格學生
的紀錄可能轉給學區 Medi-Cal 付賬的機構. 這些
紀錄將以機密的 (遵從 HIPAA) 方式轉出. 目前提供
給所有學生的健康服務將不會因為這個計劃而改變,
且學生將不會被拒絕服務以及家長決不會因接受到
服務而收到學區的帳單.

全面性的學校安全計劃:
每所學校政務委員會或學校安全規劃小組委員會必
需以書面通知指定的人和實體有關所規定的公開會
議, 以讓市民有機會表達其對單一學校計劃的意見.
指定的人和實體應包括: 代表本地學校員工的組織 ;
代表家長的組織包括父母老師組織和家長老師俱樂
部 ; 在學校校園每個老師組織的代表 ; 學生團體的代
表 ; 以其所有其他想要收到通知的人. 這個計劃必須
每年更新並提交給學區做核准. (教育法規 32280) 這
個文件以及災難計劃由校園和學區保管. 家長可至
校園要求影本. 校園定期的會舉行消防, 地震和封鎖
校園的演習.

學校安全計劃: 不遵守規定的通知
每個學區每年需要向”州府教育部門”通知任何有不
遵守教育法規 32280 的學校.

學區安全熱線 (626 )513-8958
您可匿名或附上您的資料打此電話來報告任何與安
全有關的事項. 您現在可以在您的 iPhone 或 Android
手機免費下載羅蘭聯合學區(RUSD)的應用程式以便
電郵一些秘密消息. 這個資訊通過 RUSD 的校警和
學生服務部門來監督.

安全
安全的學習場所法案（EC 234; 234.1)
學區致力於維持一個不受歧視, 騷擾, 暴力, 恐嚇和霸
凌的學習環境, 這些環境根據“刑法”第 422.55 條
和 EC 220 規定的實際或察覺的特徵, 以及殘疾, 性別,
性別認同, 性別表現, 國籍, 種族或族裔, 宗教, 性取向
或與具有這些實際或查覺特徵中的一個或多個的個
人或群體有關聯. 所有學校人員目擊到歧視, 騷擾,
恐嚇或霸凌行為, 在安全的情況下必須立即採取措
施進行干預. 任何學生在學區範圍內的學校活動或
學校出勤期間從事歧視, 騷擾, 暴力, 恐嚇或霸凌的行
為, 都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包括退學. 要報告發生的
事件和/或想收到學區反歧視, 反騷擾, 反恐嚇, 和反
霸凌政策的副本, 請聯繫特殊計劃/ GATE 部門主任,

使用互聯網和線上網站
為阻止學生通過線上電子資訊服務接觸成人內容的
網站以及排除其它對系統的濫用, 總監或其指定人應
設立符合其年齡/年級-程度的資格, 並須確保學生在
使用者的義務和責任上接受培訓. 在使用線上服務之
前, 學生和家長應簽署學區的"學生電子資訊資源的
合約”以表示學生已了解並同意遵守特定的使用者
的義務和責任. 此項文件可在此通知的最後幾頁找
到. 學校員工應在學生使用線上服務時做緊密地監督
並可要求老師助理和學生助理來協助做監督. (教委
政策 5153 和 6163, 教育法規 48980 (h))

Silvia L. Rivas, 地址為: 1830 S.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話: （626）965-2541 分機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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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筆

衣著法規/幫派服裝

雷射筆被視為一種危險的物品且禁止學生在學校擁
有它們. 本節刑法還禁止雷射筆的光束直接射到他人
的眼睛或射向移動的車輛或射向導盲犬的眼睛. (刑
法 41727)

教育法規授權學區採取衣著法規, 其禁止穿"與幫派
有關的服裝". 法規進一步授權學區採取一項衣著法
規政策, 其允許學校制定全校統一的制服. (教育法規
35183)

電子裝置
有關使用這些電子裝置, RUSD 通過由家長和學生均
須簽字和負責任的”年度可接受的使用合約”, 提供
準則和期許. 這個文件的樣本在此手冊內且與教委政
策 5131”學生行為”相結合. 此外, 任何未經所有各
方同意的聽或錄音裝置的行為, 以及/或造成學校環境
的破壞均可導致紀律處分.

電擊筆和電擊打火器, 等..
電擊設施被視為一種危險的物品且禁止學生在學校
擁有它們. 教育法規 § 48900 (b) 禁止擁有危險物品.

欺侮/捉弄
就讀羅蘭聯合學區的學生或其他人不應從事欺侮/捉
弄, 參與欺侮/捉弄, 或犯任何會造成或可能會造成身
體危險,身體傷害或由於對任何同學身體或心裏的傷
害所導致的個人墮落或恥辱的行為. 此不包括慣常
的運動項目或其它類似的比賽或競賽. (教育法規
48900 (q 刑法 245.6)

電子訊號裝置
學區可規範學生在校園內, 當參加學校舉辦的活動,
或在學區雇員的監督和控制之下擁有或使用任何電
子信號裝置. (教育法規 48901.5) 進一步使用學區和
個人電子裝置, 應每年檢視每個學生/家長, 以做為他
們的”可接受的使用政策”的一部分. (教育法規
5153 和 6163)

石棉管理計劃
仿製火器
教育法規增加 12550 條文 -- 將 BB 槍列入仿製火器的
定義內. 增加 12556 條文 -- 如在公開場所展示或暴露
任何仿製火器將為刑事罪. 教育法規 12550, 12556 的
改變生效日是 2004 年 9 月 20 日. (Added by SB 1858,
Ch. 607, Statutes of 2004).

家長, 老師和員工組織有權利對學校建築物是否含
有石棉材料能夠有一套完整的, 最新的管理計劃. 進
一步的訊息, 請聯繫學區辦公室, 電話 (626)854-8309.
(聯邦規則法規, 40 CFR 763.9)

殺蟲劑
自行車頭盔法律
學生騎乘自行車, 小輪摩托車, 滑板, 輪式溜冰鞋, 電
動或非電動小輪摩托車,或是任何上述的乘客必須戴
自行車頭盔.（車輛法規 21212）
學校管理階層可能會限制在校園內使用電動自行車
和非電動小輪摩托車, 滑板, 輪式溜冰鞋和冰鞋.

羅蘭聯合學區應提供所有工作人員和家長或監護人
一份書面的通知, 說明於未來的一年在學校設施上
預計會使用的所有殺蟲劑產品的名稱. (教育法規
48980.3) 家長可聯繫商業服務, 設施部門以尋求更
多有關這問題的資訊或要求. 電話: (626) 965-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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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N’S LAW –登記有案的性侵者計劃
有關住在此區域內登記有案的性侵者的資訊在下列
網站上可獲得 www.MEGANSLAW.CA.GOV . (刑法 290.4;
教育法規 48980)

發生暴力犯罪的通知
當與執法單位驗證在小學或初高中校園發生暴力犯
罪後, 校長或其指派之人可對每一名學生的家長或
其法定監護人發出一份書面通知, 說明罪案的發生
以及此罪行的大體性質. (教育法規 35294.1)

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 20 USC 7912
學生在其就讀學校的場所成為一項暴力犯罪行為的
受害者, 必須在 10 個日曆日內被提供有機會轉學至
學區內的一個安全的公立學校, 包括一所公立特許
校. 如果在學區服務的範圍內沒有另一所學校, 我們
鼓勵學區(但非要求)探索其他合適的選項, 譬如與鄰
近學區協議通過學區間的轉學來接受該學生. “刑法”
中的暴力犯罪行為的主要例子包括企圖謀殺, 毆打
致使有嚴重身體傷害, 用致命武器進行襲擊, 強姦, 性
毆打, 搶劫, 敲詐勒索和仇恨犯罪. 欲知更多的信息,
請聯繫學生服務部門, 電話: 626-8281.

虐童和疏於照管孩童
有關可疑的虐童事件, 學區已採用可遵循的指導方
針和程序. 進一步的資訊請參閱學校人事部門或致
電人力資源部門, 電話: (626) 965-2541 x 8337.(教育法
規 33308.1).

代理人可以諮詢學校健康專業人員, 學校指導老師,
學校心理學家, 學校社會工作者, 行政官員,其他工作
人員, 家長/監護人, 學生, 當地健康機構,心理健康專
業人員和社區組織. 這些措施和策略應包括但不限
於:
1. 對與初/高中學生互動的老師, 學校指導
老師和其他學區僱員, 做自殺認識和預防
的員工發展培訓
2. 向學生提供解決問題和應對能力的教學,
以促進學生的心理, 情感和社交健康和福
祉, 以及對其他人的自殺意圖的警告標誌
的識別和適當回應的教學
3. 促進積極正面的學校氛圍的方法, 其可增
強學生與學校的聯繫感, 特點是關心的員
工和學生之間的和諧相互關係
4. 向家長/監護人提供有關自殺的危險因素
和警告標誌的資訊, 青少年自殺問題的嚴
重性, 學區的自殺預防課程, 幫助自殺青
年的基本步驟, 和/或可以幫助處於危機
情況的青年的學校和社區資源
5. 鼓勵學生在遇到自殺的想法, 或懷疑或知
道另一名學生的自殺意圖時, 通知適當的
學校人員或其他成年人
6. 針對自殺威脅或企圖的危機干預程序
7. 幫助學生, 員工和其他人員進行諮商和其
它預後策略, 以應對學生自殺的後果
在合適的情況下, 這些措施和策略應針對自殺風險
高的學生的需求, 包括但不限於: 因自殺痛失近親的
學生; 個人關係遇到困難的學生; 殘疾學生, 精神疾病,
使用藥物的失調; 正在經歷無家可歸或正在家以外
的環境, 如領養的照顧; 以及女同性戀, 男同性戀, 雙
性戀, 變性者或問題青年的學生.

聯邦規則, 統一申訴的程序, TITLE IX
自殺預防政策 —EC 215; BP 5141.52
管理教委認識到自殺是青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經
常與學生互動的學校人員通常能夠認識到自殺的警
告標誌, 並提供適當的轉介和/或援助. 為了試圖減
少自殺行為及其對學生和家屬的影響, 總監或其指
定代理人應制定自殺預防, 干預和預後的措施和策
略. 在製定學區使用的措施和策略時, 總監或其指定

非歧視聲明
羅蘭聯合學區致力於提供一個安全的學校環境, 使所
有受教育的個人獲得平等的受教權利和機會. 學區
的學術和其它教育支持計劃, 服務和活動, 根據個人
實際種族, 膚色, 血統, 國籍, 族裔群體認同, 年齡, 宗
教信仰, 婚姻狀況或父母身份, 身體或心理殘疾,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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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取向, 性, 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 對這些特徵中的一
個或多個的察覺; 或與具有這些實際或察覺特徵中的
一個或多個的人或群組相關聯, 不受到任何個人的歧
視, 騷擾, 恐嚇和霸凌. 具體來說, 州府法律禁止在入
學, 諮詢以及體能教育的提供, 體育活動和運動方面
有基於性別的歧視. 允許變性的學生參加性別隔離
的學校課程和活動（如運動隊, 運動比賽和校外教
學）, 並使用符合性別認同的設施. 學區確保缺乏英
語語言技能不會成為錄取或參與學區課程的障礙.
非法歧視, 騷擾, 恐嚇或霸凌的投訴將通過"統一申訴
程序"來調查. 這種投訴必須在首次認識到有所聲稱
的歧視後的六個月內提交.

每名學生成功法案 (ESSA)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每名學生成
功法案”（ESSA）, 重新授權聯邦“小學和初/高中教
育法案（ESEA）”, 並取代了於 2001 年重新授權的
ESEA “有教無類法案（NCLB）” .

協助或其他根據此政策和行政規則參與此抱怨程序
的人有報復的行為或行動.
對或被教職員做性騷擾是絕對不被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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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法規第 212.5 節, 性騷擾的定義如下:
為此章節的目的, ' 性騷擾' 意味不受歡迎的性殷勤,
要求性招待, 和其它有性暗示的口頭, 視覺, 或身體行
為, 由一起工作或相同教育環境之同性或異性的某
人, 在任何下述情況:
A. “順從此行為對此個人的就業, 學術狀況, 進展,
或升遷明確地或暗示地產生一個有利條件.”
B.“個人順從或拒絕此行為將作為依據來影響個
人的就業或學術決定.”
C.“此行為有目的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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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對的, 或令
人反感的工作或教育環境.”
D. 順從或拒絕此行為將作為依據來影響個人在教
育機構中所做任何有關可享福利和服務, 榮譽,
課程, 或活動的決定.”
學生:
總監或被指派的人應確保所有學區的學生獲得適合
其年紀的教學和性騷擾的資訊. 這些教學和資訊應
包括:

性平等: TITLE IX
Title IX 是於 1972 年通過的一項聯邦法律, 以確保男
女學生和教育環境中的員工得到平等和公正的對待.
它保護了根據性別, 包括性騷擾, 以及變性的或不符
合性別刻版印象的學生, 不受到歧視. 州府法律還禁
止基於性（性別）, 性別表現, 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
歧視. 羅蘭聯合學區”統一申訴程序”和 Title IX 合規
官員為:
Silvia L. Rivas, 特殊計劃/ GATE 部門主任, 地址: 1830 S.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話: (626) 965-2541 分機 8390

1. 那些動作和行為構成性騷擾, 包括性騷擾可能發
生在同一性別的人之間的事實.
2. 學生不必忍受性騷擾的一項明確的訊息.
3. 鼓勵報告觀察到的性騷擾實例, 即便是被騷擾的
受害者並未抱怨.
4. 性騷擾案件應該向誰報告, 有關此人的資訊.

申訴程序:
任何學生覺得他/她正遭受, 或已遭受性騷擾, 應立刻
聯繫其老師或任何其他教職員. 收到此申訴的學校

性騷擾 – EC 231.5
羅蘭聯合學區教委會承諾一個不受騷擾的教育環境.
教委會禁止教職員或其他人在學校或學校贊助的相
關活動中做性騷擾. 教委會也禁止針對抱怨, 作證,

教職員應在收到申訴的 24 小時內將此報告給校長或
被指派的人.
任何學校雇員觀察到任何涉及學生的性騷擾事件,
不論受害者是否提出申訴, 應將此這觀察向校長或
被指派的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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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涉及校長, 或其他學區教職員的性騷擾案件, 而
通常這些人是接受申訴者, 當教職員收到學生的報
告, 或觀察到此事件, 應報告給總監或被指派的人.
接受性騷擾申訴的校長或被指派的人應立即根據行
政規則調查此申訴. 如校長或被指派的人發現確有
性騷擾發生, 他/她應採取立即的, 適宜的行動去停止
此騷擾並對受害者產生效果. 校長或被指派的人亦
應告知受害者有任何其它可做的補救措施. 校長或
被指派的人應向總監或被指派的人提出報告且當於
要求時, 將此事件報告給執法當局.
在學校或者參與由學校主辦的或與學校相關的活動
時, 任何參與性騷擾其他任何人的學生, 即是違反這
項政策且將受到懲戒處分. 施以此懲戒時, 應考慮到
事件的整個情況, 對於 4 到 12 年級的學生, 懲戒行動
可包括停學 和/或 開除.
如果學生對於規則, 或提出性騷擾指控的報告需要
特定的協助或資訊時, 他們可聯絡:
Silvia L. Rivas, 特殊計劃/ 資優教育部門主任
1830 Nogales S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 965-2541 ext. 8390

懲戒的方式
在學校或者參與由學校主辦的或與學校相關的活動
時, 任何參與性騷擾其他任何人的學生, 即是違反這
項政策且將受到懲戒處分. 施以此懲戒時, 應考慮到
事件的整個情況, 對於四到十二 (4-12) 年級的學生,
懲戒行動可包括停學 和/或 開除.
有關特殊教育計劃的申訴應該根據”特殊教育地方
計劃區域”的規則和程序. 欲知更多資訊, 請聯絡特
殊教育部門主任 Scott Jensen, 電 話: (626) 965-2541 x
8539.

統一申訴政策
統一申訴程序適用於提出, 調查和解決聲稱遭受到
有關下列的申訴: 1) 未能遵循管理成人教育課程, 合
併分類援助計劃, 移居者的教育, 職業教育, 孩童照顧
和發展課程, 孩童營養課程, 以及特殊教育課程的聯

邦或州府法律或規則; 2) 非法歧視任何依照教育法
規第200和220條, 和政府法規第11135條所確認的受
保護的團體, 包括在由任何州府財政援助直接資助
或受益的當地機構主導的任何課程或活動中, 實際
或察覺的性, 性取向, 性別, 族裔群體識別, 種族, 祖先,
國籍, 宗教, 膚色或精神或身體殘疾或年齡, 或根據個
人與有一項或更多這些實際或察覺的特徵的個人或
團體有關係; 3) 未能遵循如"美國法規" Title 20第7114
節所述的學校安全計劃的要求; 4) 非法歧視, 騷擾,
恐嚇, 和霸凌, 根據“刑法”第422.55條和教育法規第
220條所列舉的實際或察覺的特徵, 以及殘疾, 性別,
性別認同, 性別表現, 國籍, 種族或族裔, 宗教, 性取向,
或與具有一個或多個實際或察覺特徵的個人或團體
有關聯; 5) 非法在學生參加公立學校的教育活動時
收取學生費用; 6) 未能遵循如教育法規第52060到
52076節或第47606.5和第47607.3條 ”地方控制補助金
準則”有關”地方控制責任計劃”的要求; 7) 不符合指
定年級體育教學該有的分鐘數; 8) 不適當地將學生
分配給沒有教育內容的課程, 或者以前已完成並獲
得了足夠滿足高中畢業要求和獲准進入高中後教育
的成績; 9) 不符合對領養照顧學生, 無家可歸學生,
或先前是青少年法庭學校的學生的教育規定; 10) 未
能合理的配合哺乳學生的需要.
申訴人必須在首次獲得顧慮的知識之日起六個月內
提出申訴. 這些統一申訴程序要求申訴人向”特殊計
劃”部門的主任 Silvia L. Rivas 提交書面投訴, 其將在收
到書面投訴後的60個日曆日內協調調查和回覆, 除非
投訴人以書面同意延長時間. 如果學區發現申訴有
法律依據, 學區應當向所有受影響的學生, 家長/監護
人提供補救.
申訴人可在收到學區的決議後的15個日曆日之內向"
加州教育部門(CDE) " 以書面提出上訴. 當有如加州
規則法規Title 5 第4650節所列出的任何一個條件時,
CDE可直接對申訴做出調停而不須等到學區的行動,
包括學區未能在申訴人向學區提出申訴後的60個日
曆日之內採取行動. 學區如果被發現違反州府或聯
邦法律和/或規則, 而學區並未採取糾正措施來遵從,
那麼就有各種民事補救辦法. 如需進一步的資訊或
協助, 請聯繫特殊計劃部門主任 Silvia L. R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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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的統一申訴程序 (WILLIAMS)
學區已制定有關教學教材的缺乏, 對學生和教職員
工的健康或安全構成威脅的危急或緊急情況, 以及
老師職位空缺或委派不當的政策和程序. 教育法規
和加州規章法規 (5 CCR 4600 et seq.) 所述的統一申訴
程序乃被使用來鑑定, 調查, 以及解決有關依據統一
申訴程序所規定的時限所提出的申訴. 教育法規
35186 (EC 35186 added by SB 550, Ch. 900, Statutes of
2004, and amended by AB 2727, Ch. 903, Statutes of 2004).
提 出 申 訴 的 表 格 可 在 學 區 網 站 上 的 “ Parents ” ,
Williams v. CA posting 欄目下載, 且應呈交給學校校長

學生的膳食 – 2017 年孩童飢餓預防和公平對待
法案
羅蘭聯合學區製定了膳食收費政策, 有關學生因手
頭或其賬戶沒有足夠現金購買膳食, 如果支付學校
餐費的全部費用或減價的費用而受到如何的影響.
膳食收費政策可在 www.rowlandschools.org 查看, 本手
冊的第 29 頁, 或請致電 626-854-8315 與營養服務辦公
室聯繫要求一份政策的副本.

學生和家庭調查
每一學年開始時將通知家長所安排的即將進行的調
查. 學生家長 / 監護人須在學生參與一項調查前提供
事先的書面同意, 此調查包含下列一項或更多項: 政
黨或信仰, 心理需求, 家庭生活或道德, 性行為, 非法
的/自己認罪的行為, 特權的關係, 宗教習俗或入會,
或收入 (20 USC 1232h; 教育法規 51513). 家長有機會
可經由 AR 5022 不讓孩子參與調查的活動 . 如果學
生參與一項調查, 學校官員和教職員應不得披漏該
學生的身份. 在對 7-12 年級學生做有關健康風險和
行為的匿名和自願的調查前, 學區應提供家長/監護
人將進行此調查的書面通知, 並將有機會檢閱測試,
問卷或調查. 有關學生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問題
不得從已包含他們在內的調查中刪除.

特殊教育以及 SECTION 504
殘疾人士教育法案 以及 SECTION 504 的康復法
案 1973

學區已有程序來鑑定和評估殘疾學生或其他學習障
礙的學生以符合規定並確保一個免費的, 合宜的公
立教育.
基於每一個孩子的個人需求, 由 IEP 團隊提供特殊教
育的服務. IEP 團隊的成員包括:
•

一名學區的代表

•

一名特殊教育的老師或專員

•

一名教授該孩子的一般教育的老師

•

家長

•

孩子/學生, 如果超過 16 歲

•

曾為該名孩子做評量的人士

要確定一個學生是否將有資格獲得特殊教育的服務,
我們將由合資格的專業人士在所有懷疑其殘疾的領
域進行一項評量. 我們將制定一份評量報告, 家長將
收到這份報告的影本. 評量報告將在 IEP 團隊會議
中分享, 學生必須有此 13 種合資格的殘疾之一種且
此殘疾必須影響其教育的表現.

孩童的尋找
"特殊教育地方計劃區域（SELPA）"應根據第 56205
條製定書面政策和程序, 供其組成的地方教育機構
（LEA）, 如羅蘭聯合學區來使用, 用於鑑定, 尋找和
評估所有出生到 21 歲的學生, 其需要在其管轄下的
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 包括：（a）私立學校的學生,
包括宗教學校; （b）具有特殊需求的高度流動的個
人, 例如移居者或無家可歸的學生; （c）表現優於同
年級的學生, 雖然他們被懷疑是具有特殊需要並需
要特殊教育服務的個人; 和（d）州府受監護的未成
年的學生.
關於兒童發現的書面政策和程序可以在 Puente Hills
SELPA 政策和程序手冊中找到, Puente Hills SELPA 辦
公室位於：4032 Ellesford Avenue, West Covina, CA
91792, 電話: （626）964-7458.
關於兒童發現的書面政策和程序也可以在羅蘭聯合
學區（RUSD）特殊教育辦公室的特殊教育手冊中找
到, 辦公室位於：1928 S.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
CA 91748：電話（626 ）935-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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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合宜的教育: 特殊教育
學區被要求確保所有的殘障學生能夠在一個有最少
限制的環境內享有一個免費合宜的公立教育, 此包
括特殊教育以及依據個別教育計劃所提供的相關服
務. [California 教育法規 §§ 56329, 56380 和 56506 以及
殘疾人士教育法案 (IDEA)]
“特殊教育” 意指特別設計的教學 (家長不需付費)
以滿足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獨特需要, 他們的教育需
要不能以修改過的正規教學課程中得到滿足; 且亦
須相關的服務 (家長不需付費) 來協助這些人士以便
從此特別設計的教學中獲益. (教育法規 56301)

免費合宜的教育: SECTION 504
個人身體上或心理上的損傷而相當大地限制了一個
或多個重要的生活活動時, 均有資格獲得服務和協
助, 其乃設計來讓學生參與公立教育課程並從其中
獲益, 且不因其殘疾的情況而遭到歧視.

如果您想申請免費或減價的餐飲, 您必須在每個學
年度提交 一份餐飲申請表格. 如果您不合資格, 或您
尚未被核准獲得免費或減價的餐飲, 您可為貴子弟
購買餐飲.
早餐

午餐

K-6

$1.15

K-8

$2.00

7-12

$1.25

9-12

$2.10

(餐飲價格可能有所改變)
如果您想提前付款, 我們接受線上付款 , 網站是:
mySchoolBucks.com 或是到”營養服務部門”辦公室
付款, 地址: 1830 S. Nogales St., Rowland Heights, 91748.
如需進一步的資訊, 請致電”營養服務”部門, 電話:
(626) 854-8315. 上班時間為: 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
8:00 到下午 4:30

更多資訊請隨時聯繫您學校的或學區的特殊教育工
作人員, 地址: 1928 S. Nogales Street,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話: (626) 935-8201

交通接送/巴士通行證

提供給學生和家長的服務

所有的巴士通行證僅適用於一學期, 不出售整年的
或減價的巴士通行證. 整年的總費用是$200.00. 目前,
沒有一戶家庭支付超過 $325.00. 所有學生都必須具
備有巴士通行證才可搭乘巴士.

營養服務
“營養服務部門”參與”學校早餐”和”全國學校午餐計
劃”並提供全價, 以及免費和減價的餐飲給註冊於羅
蘭聯合學區 K-12 年級的學生. 大部分的學校提供有
早餐; 所有學校均提供有午餐. 為符合資格享有免費
和減價的餐飲, 您必須符合下列至少一項 USDA 的要
求:
•
•

您享有 CalFRESH, CalWORKs, FDPIR, or KinGAP
您的收入在 USDA 所訂的免費或減價餐飲計
劃指導方針範圍以內

有關餐飲申請的資訊, 可從 2015 年 7 月開始到”營養
服務部門”辦公室索取或經由學區網站
www.rowlandschools.org 獲得.

請攜帶一張如錢包大小的學生照片(1” x1”)給”交
通接送辦公室” 以便貼在巴士通証證上. 巴士通行
證必須使用下列方式購買: 個人支票或萬事達卡或
Visa 信用卡, 同時亦接受有萬事達卡或 Visa 標誌的銀
行扣帳卡. 不接受現金. 如以支票付款, 必須提出有
效的身分證明以核對資訊. 當學校第一天開始上課
(2016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一), 或一收到通行證後, 在搭
乘巴士時必須將巴士通行證給司機看.

巴士通行證的費用如下:
$100.00 第一名學生
$200.00 兩名學生
$275.00 三名學生
$325.00 四或更多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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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安全
根據教育法規 39831.5, 在註冊後, 先前未搭乘學校巴
士的學生家長將收到有關學校巴士安全的詳細書面
資訊. 根據教育法規 39831.5 此適用於幼稚園前, 幼
稚園, 以及 1-12 年級的學生
交通接送費用的豁免
有些學生可能合資格享有免費的交通接送, 如果其
家庭的總收入在州府和聯邦政府所訂的合格所得指
導方針的範圍之內. 免費巴士通行證的申請人必須
提供核實的文件以證明其合資格免付巴士通行證的
費用:
下面所列的所有項目必須是 “原始的版本.”
•

填妥免費交通接送的申請表格

•

家庭所有成員目前收入的報稅表影本. 家庭收入
指的是將所有住在家裏的人 (不論是否有親戚關
係) 的合併收入.

•

最新的租約 – 必須顯示家庭中的成員.

•

每月付貸款的存根

•

過去兩個月的薪俸存根.

•

其它收入的來源, 譬如 : 孩童撫養, SSI, 社會救濟,
現金救助, CalWorks, 食物券, 退休, 撫卹金, 租約,
等. 在核可的程序時必須提交出來.

•

小照片 (1 ” x 1 ”)

•

領養孩童必須有原始的法院文件.

課外體育運動員因交通接送的目的, 經由他們學校
的 ASB 辦公室支付 $100.00/運動. 請與學校查明有關
這些費用事宜.
交通服務部門的地址是: 1010 S Otterbein Av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 965-5719; Fax (626) 913-7997

• 家庭孩童照顧食物計劃 補償供應營養餐飲的供
應商;
• Cal Works 1, 2 & 3 階段計劃 協助正享有或已離開
社會救濟的家庭獲得孩童照顧服務;
• 孩童照顧補助部門 包括”替代的付款”以協助
家庭支付孩童照顧的費用;
• 家庭孩童照顧住家教育網路 訓練供應商提供有
品質的以課程為基礎的兒童照顧, 並且也請供應商
支付孩童照顧的費用來協助家庭.
”孩童照顧服務部門”的任務是提供孩童照顧的補助,
客觀的推薦資訊以及提倡高品質的照顧. 欲知更多
任何有關 “Options-孩童照顧服務”所提供的計劃,
請聯繫:
孩童照顧服務 13100 Brooks Drive, Suite 100, Baldwin
Park, CA 91706; Phone: (626) 856-5900 / (562) 945-2635
Fax: (626) 960-6083

OPTIONS FOR LEARNING ENRICHMENT PROGRAM
( 課後充實課程的學習選項 )
Options for Learning 是一個為 1 到 8 年級學生提供的
免費的課後充實課程, 星期一到星期五, 課後到下午
6 點.
課程提供活潑實際動手做的學習機會, 能夠接觸到
電腦和有結構性的戶外活動, 家庭作業的協助, 輔導,
以及每天提供一份營養的點心. 幫助貴子弟發展持
久的學術, 社交和生活技能, 以為他們進入大學, 職場,
和一生的成功做好準備 – 課程是與加州 K-12 年級的”
共同核心科目標準”密切配合.
此課程是免費的且在下列校園提供有此課程:

孩童照顧服務
孩童照顧服務 (CCS)是由 OPTIONS 所創設的第一個
部門, 且自此以後擴展為包括七個獨特的計劃: CCS
包括:
• 資源和推薦的計劃 為尋求孩童照顧的家長提供
免費的推薦;

小學: Jellick, Hollingworth, Hurley, Northam, Rorimer,
Rowland, Villacorta & Yorbita
初中: Giano 初中(7th & 8th) 和 Telesis 數學和科學學院

任務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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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 在此藉由豐盛和從事能
支援其教學日的活動來做有意義的學習, 並培養學
生發展領導技能以成為可承認多樣性的終生學習者.
願景:
賦與年輕的想法以創建終生學習的下一世代.

今天就來電註冊! (626) 967-9337 並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optionsforlearning.org 課程辦公室: 885. South
Village Oaks, Covina, CA 91724

學齡前的課程
羅蘭學區在所有小學校園 (除了 Oswalt 小學) 均提
供有學齡前學校課程. 學齡前課程和學區的課前和
課後兒童照顧課程是由”Options Surround Care”所提
供, 這是一個資助附近許多學區且得到許可的課程.
由於我們的學齡前學校是一個由學區所贊助的課程, 所

有學習的課程均設計來協助學生為將來上學做好準
備且幫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全天和半天的課程均
有. 有財務上需要以及住在附近且有 4 歲小孩的家
庭享有註冊優先權. 更多資訊, 請致電 (626) 2849935.
一個由聯邦政府補助的學齡前計劃叫做”Options
Head Start” 也在 Hollingworth, Hurley, Northam, Villacorta
和 Yorbita 小學提供給合資格的家庭. 更多資訊, 請致
電 (626) 459-4299 (星期一到星期五, 8 a.m. 到 4:30
p.m.).
家長的另一個選擇是讓 3 到 5 歲孩童就讀”Rainbow
學齡前學校.” (這並非由”Options 課後充實課程”所提
供的). 它坐落於羅蘭高中的校園內 (2000 S. Otterbein
Avenue, Rowland Heights). 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7:30 a.m. – 3:30 p.m. 且是經由 La Puente Valley ROP 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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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聯合學區行動電話應用程式
與您的學校保持聯繫. 今天就下載官方的羅蘭聯合
學區的應用程式, 以獲取學校信息和通知, 新聞和活
動, 自助餐廳午餐餘額, 學校行事曆, Homelink,
Peachjar eflyers, 學區資源, 以及更多的其它資訊！
您可至 Apple 或 Google Play 應用程式商店免費下載
羅蘭聯合學區的應用程式. 您可至學校的網站或到
學區網站 www.RowlandSchools.org 做連結來下載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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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學生(幼稚園-成人教育)
使用電子資訊資源可接受的使用合約
電子資訊服務和其它數位化設備以及軟體, 是讓已經在使用授權表格上簽字的本學區學生或老師使用的. 學生
使用者必需有家長或監護人在’家長或監護人授權書’上簽字同意， 另需老師在’主辦老師授權書’ 上簽字同意．
羅蘭聯合學區深信使用電子資訊服務的教育價值並認可其能夠發揮學生的學習潛能及輔助課程的教授．我們
提供此服務的目標是藉著資訊的交流，創新，和溝通來提升教育的卓越． 學區將盡全力依循教委政策和行政
規則 5131 和 6163 來保護學生和老師免於因使用資訊服務時的任何不當及濫用之苦的經驗． 所有使用者在使
用資訊服務時應持續留意不應有不適當和非法的互動行為．
請仔細閱讀這份文件． 所有使用學區電子資訊系統的人都必須遵守以下的規則及條例． 這些責任，規則和
條例也適用在學生於學校上課時間， 學校/學區的活動，往返學校途中使用其自己的電子裝置，以及任何會擾
亂學校正規例行業務的其它事件. 責任包括:
1. 個人的責任: 做為代表學校的一份子，呈報任何不當使用系統的行為給合適的老師或行政管理人員是我的
責任． 不當使用意指任何傳送或接收的訊息含有或影射有色情，不道德的或不合法的訴求， 種族主義，
性別歧視，或不適當的語言，測試安全的違反或網路霸凌．
2. 可接受的使用: 使用資訊系統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且不適當的使用將導致特權的取消． 每位取得
帳戶或獲准使用電子系統者都必須先參加羅蘭學區的訓練課程， 課程教授如何正確且適當的使用電腦網
路．現場管理人員將決定什麼是適當的使用方法且此即為最後的決定． 管理部門， 工作人員，羅蘭聯合
學區的教職員可以要求現場管理人員拒絕， 取消，或暫停特定的使用帳戶．
3. 網路禮儀和隱私權: 使用者需遵守一般可接受的網路禮儀的規則． 這包括（但不限於）下述：
A.
違法的活動是嚴格禁止的．
B.

使用合適的語言．記得你是在非私人系統內代表學校與學區的一份子． 也許你是獨自一人在使
用你的電腦，但你所說的或所做的都有可能被別人看到． 任何誹謗的，濫用的，不正確的，猥
褻的，褻瀆神明的，有性目的的，威脅的或種族冒犯的語言均不被容許的．

C.

隱私權．

D.

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從未保證是隱密的． 任何不法的訊息或行動都需向校長和/或執法單位報
告．

E.

擾亂． 不要利用網絡去擾亂其他人的網絡使用． 損毀數據，程式，或系統是不合宜的且是不
合法的．

F.

版權法． 現有許多的法律用來保護作者的權利以使其音樂，錄影，多媒體，和著作不受侵犯．
通過電子資源所獲得的任何通訊或資訊必須歸功於其作者．

不要洩漏你家的地址，私人電話，性別，年齡或其他學生，老師或任何人的私人資料．

G. 測試的安全. 不要使用電子裝置進行任何違反國家, 州或地方測試題材的活動. 這包括, 但不限於, 將
測試內容發佈在社交媒體網站, 用電子郵件或短信發送測試內容, 在測試期間未經監考官的同意, 在
行動裝置上使用工具, 應用程式或 web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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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 羅蘭聯合學區對其提供任何形式的（表達的或暗示的）服務不做保證．羅蘭學區對使用此系統所
造成的任何損失不負責任． 這些損失包括由於延遲，無法傳遞信件，誤傳信件所造成的數據遺失，系統
或人為錯誤或疏忽所造成的服務中斷． 使用任何經由系統取得的資訊的後果由個人負責．羅蘭聯合學區
對經由其服務所取得的資料的正確性不負任何責任．

5. 安全 : 因為有那麼多的使用者，任何電腦系統的安全是最受重視的． 如你懷疑電腦網路有安全的問題，
馬上通知老師或校長．不要對其他使用者說明此問題． 雖然你必須提供自己的密碼給學區，但不要洩
漏自己的密碼給其他人或使用他人的密碼． 試圖使用老師／管理人員的密碼將導致取消使用權． 任
何被認定為有安全危害可能者或曾有破壞其它電腦系統紀錄者，將被拒絕使用羅蘭學區的任何電腦資訊
系統．
6. 故意破壞： 故意破壞定義為試圖惡意的危害或毀壞其他使用者或任何其他機關或連接到本系統的其他網
絡使用戶的設備或數據．此包括，但不限於，上載， 修改， 或製造電腦病毒．任何破壞將導致喪失使用電
腦的權利，紀律處分，法律追訴， 並有財務上的責任．
7.

Google 通知 : 羅蘭聯合學區提供員工和學生帳戶以便使用 Google 的應用程式用於教育（GAFE）. 學生
將不會收到電子郵件帳戶或使用 Google Plus． GAFE 運行在學區購買和擁有的互聯網領域上，旨在用於
教育用途. RUSD 的老師將使用 GAFE 進行課程，作業和溝通交流． GAFE 也可在家中，圖書館或任何可
以上網的地方使用． 學區工作人員將在學生在校時監控 GAFE 的使用情況. 在家裏使用時，家長有責任監
控孩子對 GAFE 的使用情況. 學生在任何時候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學生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使用
GAFE 相關的隱私政策可通過以下網址獲取：http://www.google.com/edu/trust 我了解我可隨時要求我孩
子的帳戶被移除．
所需的簽字

使用者之授權: 我了解並會遵守這份合約裏的條款和規定. 我了解任何違反上述條款之行為將導致紀律處分, 取消使用權,
和適宜的法律制裁. 我也同意當發現任何不當使用資訊系統的行為時, 即刻向老師或校長報告.
學生姓名(請用印刷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之授權: 做為上述使用者之家長或監護人, 我已閱讀並了解這份合約乃針對教育所設計的. 我了解某些由電腦網路/網際網
路取得的資料有可能是令人反感的, 非法的, 誹謗的, 或不正確的, 雖然羅蘭聯合學區已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來禁止此類資訊的取得, 但這
些情況有時還是會發生. 基於上述之了解, 我茲此許可羅蘭聯合學區為我孩子設立一個電腦網路/網際網路帳戶. 我進一步同意保證羅蘭
聯合學區, 它的官員, 董事會成員, 雇員和代理, 免於因我孩子使用或不當使用電腦網路/網際網路而產生之索賠的損害, 並放棄對學區做
任何的索賠. 我也同意向學校校長報告任何不當使用此資訊系統之事宜.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請用印刷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主辦的老師: 我已閱讀此份合約並同意向學生推展此項協議. 做為主辦的老師, 我同意教授學生使用電腦網路可接受的用
途和應遵守的規則. 我亦同意向學校校長報告任何不當使用此資訊系統之事宜.
老師姓名(請用印刷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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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聯合

羅蘭聯合學區
1830 S. Nogales St., Rowland Heights, California 91748 (626) 965-2541 Fax (626) 854-8302
教育委員
Angelena Pride
Lynne Ebenkamp
Cary C. Chen
Donna Freedman
David M. Malkin

總監
Dr. Julie Mitchell

請填妥此頁並繳回
給貴子弟的學校
學年: 2018-2019
親愛的家長/監護人:

每一年, 教育法規 # 48980 規定全加州公立學校學區必須 "… …每年通知學生, 家長或監護人有關他們的權益和責任." 教育
法規 # 48982 規定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確認收到本通知書並簽署後繳回給學校.
羅蘭聯合學區將會將此”家長年度通知指南”, 其中包括”統一申訴程序年度通知”, 以及”學生使用電子資訊可接受的合約”公
佈於學區的網站上. 如果您無法使用電腦, ”家長年度通知指南”和” 學生使用電子資訊可接受的合約”的影本可至學生就讀
的學校索取.
所有學生在註冊上即將來臨的 2018-2019 學年的課程時, 必須提供由其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影本以確認家長/監護人和學生
已收到並審閱過此年度通知, ”家長年度通知指南”, ”統一申訴程序年度通知”, 以及” 學生使用電子資訊可接受的合約”.
您可在學區的網站, 網址: www.rowlandschools.org (在 “Parents” - Parent Handbook 的欄目下) 找到此年度通知, ”家長年度
通知指南”, ”統一申訴程序年度通知”, 以及” 學生使用電子資訊可接受的合約”. 您也可親自到貴子弟就讀的學校辦公室或”
學生服務部門”索取這些文件的影本..
您可至貴子弟的學校下載或要求一份影本. 請與貴子弟一起審閱”家長年度通知指南”以及下列的”確認表格”. “學生使用
電子資訊可接受的合約”可在前些頁中找到. 請將簽署好的這些表格與貴子弟的註冊資料夾一起繳回給貴子弟的就讀學校.
如果您有其它任何問題, 請與貴子弟的學校聯繫, 或聯絡”學生服務”辦公室, 電話 (626) 935-8203.
謝謝您的合作.

Mari Bordona
學生服務部門主任
--------------- ------

(請由此剪開 – 簽署後再繳回給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羅蘭聯合學區 - 2018-2019 確認表格
收到家長年度通知指南 ~ 家長/學生權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的印刷體

_______
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

茲代表我的兒子/女兒, 簽署並確認已收到”家長年度通知指南 ~ 家長/學生權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的印刷體

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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