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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兒童的未來是我們的使命…”

使命宣言
聖蓋博聯合學區創立於 1887 年，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和多元性；
其使命在結合家庭、學區人員和社區，共同合作使每位學生達至其獨有
的學術和社交的需要。
藉著非凡的社區協調合作和嚴謹的教育策略，我們致力培養學術
超卓、對行為負責，並對社區和世界支持、盡責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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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yl Shellhart
Ken Tcheng

教育委員會會議行事曆 - 2018-2019
每個月舉行兩次理事會會議。每月首次會議是常務會議，而第二次會議著重討論一個特定主題。
閉門會議由 6:00 p.m. 開始，而常規會議在閉門會議之後结论。事務會議日期定於：
8 月 14 日
10 月 9 日

8 月 28 日
10 月 23 日

9 月 11 日
11 月 13 日

9 月 25 日
12 月 11 日

請上網址 www.sgusd.k12.ca.us 查閱 2019 年教育委員會會議日期 – 選入 District
Information 和 Governing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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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通告簽署頁

需要簽名

學生互聯網和科技使用協議

簽名頁必需必須英文簡簽和簽名後，在註冊時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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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校行事曆
第一學期
8 月 20 日
8 月 30 日
8 月 30 日
8 月 30 日
9 月 3 日
9 月 6 日
9 月 6 日
9 月 6 日
9 月 10 日
9 月 18 日
10 月 1-5 日
10 月 5 日
10 月 8-12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5-19 日
10 月 19 日
10 月 22-26 日
10 月 26 日
11 月 1 日
11 月 2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9-23 日
12 月 3-12 日
12 月 7 日
12 月 19-21 日
12 月 24 日 - 1 月 4 日

開學 (只有 1-5 年級是半天上課)
Jefferson 初中 – 家長資訊夜
Coolidge – 家長資訊夜
Washington – 家長資訊夜
勞工節–假日 (不用上學)
McKinley – 家長資訊夜
Roosevelt – 家長資訊夜
Wilson – 家長資訊夜
Gabrielino 高中 – 家長資訊夜
Del Mar 高中 – 家長資訊夜
Roosevelt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Roosevelt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Wilson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Wilson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Coolidge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Coolidge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Washington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Washington –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Jefferson 初中–家長會議日 (學生不用上課)
教職員進修日 – 幼稚園至 12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退伍軍人日 – 假日 (不用上學)
感恩節假期 (不用上學)
McKinley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McKinley –家長會議日 – 幼稚園至 5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期末考試 – 高中 (半天上課)
冬假 (不用上學)

第二學期
1
1
2
2
2
3
3
3
4
4
4
5
5
5
5
5
6
6
6
6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7 日
21 日
4 日
11 日
18 日
11 日
12 日
28 日
1-5 日
18 日
18 日
9 日
16 日
23 日
23 日
27 日
4-6 日
5 日
6 日
6 日

GHS 高中 – 不用上學
Martin Luther King 紀念日–假日 (不用上學)
教職員進修日 – 幼稚園至 12 年級 (學生不用上課)
林肯日 – 假日 (不用上學)
總統日 – 假日 (不用上學)
Del Mar – 不用上學
開放日 – Del Mar 高中
開放日 – Gabrielino 高中
春假 (不用上學)
開放日 – Coolidge 小學
開放日 – Roosevelt 小學
開放日 – Jefferson 初中
開放日 – Washington 小學
開放日 – McKinley 小學
開放日 – Wilson 小學
陣亡將士紀念日 – 假日 (不用上學)
期末考試 – 高中
畢業典禮 – Gabrielino 高中
畢業典禮 – Del Mar 高中
結業進升典禮– Jefferson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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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2019 學校日常時間表

小學
學校

幼稚園

1-3 年級

4-5 年級

短日上課
K-5 年級

逢週三提前下課日
K-5 年級

Coolidge

8:30 - 2:10

8:30 - 2:25

8:30 - 3:00

8:30 - 1:30

8:30 - 1:30

McKinley

8:30 - 2:10

8:30 - 2:25

8:30 - 3:00

8:30 - 1:30

8:30 - 1:30

Roosevelt

8:30 - 2:10

8:30 - 2:25

8:30 - 3:00

8:30 - 1:30

8:30 - 1:30

Washington

8:30 - 2:10

8:30 - 2:25

8:30 - 3:00

8:30 - 1:30

8:30 - 1:30

Wilson

8:30 - 2:10

8:30 - 2:25

8:30 - 3:00

8:30 - 1:30

8:30 - 1:30

學生不可早於學校上課前
沒有監督提供。

15 分鐘 到達操場，因該時間之前沒有操場監督。放學後請迅速接走學生，因課後亦

中學
半天上課日

協調日

期末考試

8:15 – 12:00

8:15-1:00

不適用

8:00 – 2:55

8:00 – 11:25

9:40 – 2:55

8:00 – 12:15

8:00 – 2:25

8:00 – 11:30

8:00 – 11:30

不適用

Jefferson Middle School

8:15 – 2:45

Gabrielino High School
Del Mar High School

有用資訊

學校校長
Coolidge Elementary
McKinley Elementary
Roosevelt Elementary
Washington Elementary
Wilson Elementary

Will Wong
Jim Symonds
Cheryl Wilson
Sandra Dunville
Ivonne Contreras

Jefferson Middle School
Gabrielino High School
Del Mar High School

權利和責任
行政人員
權利...
 對學生在校或往返學校途中的任何不檢行為，進行嚴格的問責。
 對犯有失當行為的學生，採取適當處理行動。
 情況需要時，建議停學處分、豁免、額外處理和/或開除學籍。
責任...
 確立、宣傳和執行學校規則，以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態度和習慣成為一個良好公民。
 在嚴重的學習、行為、情緒、健康或出席問題上要求協助。



允許家長/監護人或其他適當授權人仕獲得學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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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Arnold
Sharron Heinrich
Lon Sellers

學生
權利...
 保持學籍直至經教育條例指定下的刪除條件程序。
 在達到 16 歲時獲得個人記錄。
 獲通知學校的規則和程序。
責任...
 經常性和準時上課。
 服從學校的規則和程序。
 尊重學校工作人員和其他學生的權利。
 準備好上課的適當材料和作業。

教師
權利...
 預期學生的行為，不干擾其他學生的學習。
 家長支持有關學生的學業和社交進展。
 預期學生儘力和參與學習，以達到能力所能及。
責任...
 通過成績單和會議知會家長有關學生的學業的進展，校內和一般行為。
 策劃優良和有效的課堂計劃。
 設立和實施一套符合學校政策、規則和程序的課堂規定。

家長
權利...
 獲通知與孩子有關的學區政策及學校規則和程序。
 獲通知與孩子有關的所有事項和學校行動。
 在核證的工作人員協助下，檢查其孩子的記錄及作適當的解釋。
責任...
 定期探訪學校，並參加與教師或輔導老師有關孩子學業和行為狀況的會議。
 提供支持性行動，確保孩子有充足睡眠、營養和適當的衣著到學校來。
 對孩子保持一致和適當的控制。
 熟悉學區政策和學校的規則和程序。

本手冊使用的法規段節關鍵代碼和縮寫

簡寫

全名

EC
5 CCR
HSC
PC
VC
WIC
34 CFR
40 CFR
USC

加州教育條例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加州法條例第 5 標題 (Title 5,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加州健康及安全條例 (California Health and Safety Code)
加州刑事法 (California Penal Code)
加州汽車條例 (California Vehicle Code)
加州福利及組織條例 (California Welfare and Institutions Code)
聯邦法條例第 34 條 (Title 34,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聯邦法條例第 40 條 (Title 40,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美國法 (United States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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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服務計劃
2018-2019

我們期待著另一個健康的學年。 請閱讀下面重要的計劃詳情。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繫營養服務
部門於 626-451-5453。

早、午餐
從開學第一天起，所有聖蓋博聯合學區的學校將每天提供早餐和午餐。研究顯示，吃早餐的學生在測
試中有更佳的表現，並有足夠的精力去學習。 請到學校查詢早和午餐時間。
小學
$1.00
$2.50

早餐
午餐

初中
$1.00
$2.50

高中
$1.00
$2.75

餐食收費
2018-2019 學年的減費價格將被豁除。符合減費資格的學生，將獲得免費的早餐和午餐。
o 現在可以利用 www.schoolcafe.com 的網上餐食支付服務。 請注意，銀行服務收費已經從
固定的 收費更改為存入金額的 5％。
其他付款方式：
o 在學校可付現金或支票。 請向學校辦公室查詢付款時間。於
o 在學區教育中心（總辦事處），星期一至五 7:45 am 至 3:30 pm，可付現金或支票，假
日除外。
o 郵寄到學區辦事處：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Attn: Food Service
o



Department

沒有錢的學生

















學生最多可以向其帳戶欠款 $25。
一旦學生達到 $25 的限款，就只會提供基本餐食包括奶酪三明治和飲料。
長期遺忘午餐費用的學生將被轉介給校長。
強烈鼓勵家長預付餐費，以避免丟失或遺忘餐費的問題。

從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將提供網上餐食申請。
將在 www.schoolcafe.com 上提供
申請可在家中或以下地點完成：
o 學區教育中心（總辦事處）週一至五 7:45 am 至下午 3:30 pm，假日除外。
o 學校：請向學校查詢辦公時間。
每個家庭只需要提交一份申請表。
列出所有在聖蓋博聯合學區（SGUSD）就讀的學生，在同一份申請表上。
上學年合資格的學生，僅在開學的 30 天持續有效。 為了避免被收取餐費，我們建議不遲於
開學的第一週内提交申請。
幼稚園學生被認為新生，必須提交申請表才能獲得減免費餐食資格。
新學生必須準備在等待資格審批期間，自行帶午餐或支付餐費。
申請處理時間約需時 10 天。
所有符合減免費餐食資格的家庭，可能被要求核實收入。被選的家庭將以郵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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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缺課，書面通知
聖蓋博聯合學區促請家長確保其子女定時上學，並安排醫務和其他約會，使學生不致缺課或只是缺席小部分的課
堂時間。學區亦要求避免於學期間安排旅行或其他缺席。學區的每日出席率越高，學生的學習就越多；而從州政
府撥款給學區對課堂教學和學術課程的資金亦更多。學校行事曆旨在方便各家庭計劃傳統節日間的假期行程，從
而儘量減少學生缺課的問題。
為了您孩子的安全，若他/她不能上學，請於上午 9:00 前致電學校辦公室。如果未有接到電話通知，學生必須在
復課當天，帶回有執照的醫生或家長/監護人簽署的字條，說明缺席的原因和日期。家長以書面字紙條請假，不可
以超過 9 次。醫生和牙醫約會可被視作可豁免的缺席。沒有書面通知的缺席會被記錄為無故缺席。

可豁免理由缺席 – EC 46014 和 48205
學生有家長或監護人的書面同意，可以豁免缺席學校以參加宗教活動，或接受道德或宗教教育。
如果錯過的作業和測驗可以合理地提供，並在合理時段中滿意完成；學生不應因任何可豁免的缺席而扣減評級或
損失學分。
(a)
除了第 48200 節，學生可豁免因下列理由的缺席：
(1) 因生病
(2) 由於縣或市衛生當局指示下的檢疫期
(3) 為了接受醫療，牙科，視力或脊椎治療服務
(4) 為了出席直系親屬的喪禮，只要喪禮在加州進行不超過一天，或在外州不超過三天。
(5) 由於法律規定的陪審團責任
(6) 由於學生的監護家長在上課時間的疾病或醫療約會
(7) 有合理的個人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出席法庭、出席喪禮、遵守其宗教的紀念節日或儀式、參加宗教
聚會、出席雇員會議，或參加非牟利組織在立法或司法程序上的教育性會議。上述的學生缺席請
假需由家長或監護人提出書面要求，並經校長或指定代表按管理當局的统一規定而審核批准。
(8) 為了擔任根據第 12302 節選舉法的選舉委員會成員
(9) 為了花時間與學生的直系家庭成員相處，而該家庭成員是在 EC§49701 中定義的在職有制服服務人員，
並且是被召派於戰區或作戰支援工作崗位上，而正處於休假中或剛從崗位返回。依照本條文理由
授予的缺席，應由學區總監酌情決定獲准的時段。
(10) 學生為了出席入籍儀式成為美國公民。
(b)
學生由於本節所述的理由而缺席，應合理提供和允許在合理時段中滿意完成在缺席期間錯過的所有作業和
測驗，並給予應得的全部學分。學生所缺席課堂的教師應決定給予其缺席期間相等、合理，但不一定相同
的試驗和作業。
(c) 就本節而言，出席宗教聚會每學期不得超過四個小時。
(d) 依據本節的缺課，將計算在每日平均缺席率中，且不獲州分配撥款。
(e) 在本節中所述的「直系親屬」，與第 45194 節所述具有相同涵義；除了其中提及的「僱員」，應被視作「學
生」而論。
當一名學生在一個學年中已經有14次病假缺勤，有父母/監護人的書面字條，傳真，電郵或留言證明，或學生已滿
18 歲或以上；任何進一步的病假缺勤必須由醫生，學校行政人員或學區衛護人員證明。 （AR5113）

長期缺席 - EC 60901
學生被視為慢性缺席，是當他/她在一個學年中缺席 10％ 以上的上學時日，是從註冊日計算至當時。慢性缺席是
包括所有的缺席 - 被豁免的理由和非豁免的理由 - 是重要指示因為過度的缺席對於學術的成就和學生的投入性，
造成負面的影響重要。

遲到
應該鼓勵孩子們守時作為培養良好習慣的一部分。訓練的一部分。他/她們應準時到校。如果
學生遲到，學生應從家裡帶回遲到理由的通知字條到學校辦公室。重複性超過 30 分鐘的遲到，
會導致被視為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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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課定義

– EC 48260，48262 和 48263.6

學生在三次缺席或超過30分鐘的遲到之後，每次的非豁免缺席或遲到都會被視作曠課。當學生在一個學年中被報
告三次或以上的曠課，學生將被視為習慣性曠課。在一個學年中，學生缺席而沒有被承認的豁免理由 10％ 或以
上的時間，由入學登記日起計算至當日，被視為慢性曠課。所有不在EC 48205中的缺席，都是非豁免理由缺席。

曠課

– EC 48260.5

當學生經初步認定為曠課*，學區應以一級郵遞或其他合理的方法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以下事項：
(a) 該學生的曠課。
(b) 家長或監護人有責任迫使該學生上學。
(c) 家長或監護人未能履行這義務，可能屬違法，並根據第 2 章 27 部分第 6 條（第 48290 節的開始）
而被起訴 。
(d) 學區內可提供的替代教育課程。
(e) 家長或監護人有權會見適當的學校人員，以討論學生曠課的解決方案。
(f) 該學生可能會根據第 48264 條而受到檢控。
(g) 根據汽車條例第 13202.7 條，該學生可能會被暫停、限制、或延遲其駕駛的權利。
(h) 建議家長或監護人到學校陪同學生上課一至五天。

曠課拘捕 /學生出席評審小組 - EC 48263 和 48264
學校的出席率主管，行政管理或指派人員，和平使者警員，或感化官，可以在上課時間期間逮捕或暫時性拘留任
何未成年人仕；若他/她缺席學校發現在離家以外的地方，而沒有該縣、市或學區發出的有效豁免。曠課學生可能
會被轉介到學生出席評審小組（SARB）。
* EC § 48260（a）定義曠課是，任何學生應該在強制性的全日制教育或持續性教育，而在無有效理由下於一個學
年中缺課三天全天，或於上學天中遲到或缺席超過任何 30 分鐘的時段而無有效理由，在一個學年之中有三次，
或其他任何組合。

離開學校範圍
學生在上學期間偶有需要離開校園，需出示家長或監護人簽署的書面要求指明學生離開的時間和日期。此類要求
僅適用於特定的日期要求。家長/監護人必須 進入學校辦公室並簽署學生離開。

緊急通訊表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極為重要學校有最新的通訊資料。故此每位學生每年必須填寫新表格。請填寫白色和藍色表
格，並於開學登記時交回學校，也可以於家長網絡（Parent Portal）中更新緊急通訊資料。

如地址或電話號碼 (包括父母工作電話或托兒人仕的電話) 有更改時，請馬上通知您的學校辦公室。

監護權問題
監護權糾紛必須由法庭來處理。學校沒有法律管轄權拒絕親生父母接觸其子女和/或獲得學校記錄。唯一的例外是
當學校辦公室存檔有簽署的禁制令或正式的離婚文件，明確闡明探訪限制。任何學生的釋放情況造成學生的福利
問題，將由學校的行政人員或指定人員按情況處理。如果任何這樣的情況造成學校的滋擾，將會聯繫執法部門，
並要求執法人員進行干預。要求家長們盡量避免介入學校於監護權問題中。當父母一方或任何其他人仕不在緊急
聯絡名單中嘗試接走孩子，學校將盡一切努力聯絡有監護權的一方父母。

校園禮儀 -

CC1708.9，EC3221

任何人故意擾亂任何公立學校或公立學校會議，是觸犯了刑事輕罪，並會被罰款不超過五百元（$500）。

訪客
為了確保學生和員工的安全，並避免潛在的干擾，所有訪客在上學期間進入學校範圍，都要求立即簽到和簽退。
我們認為不受干擾的教學時間對教師和學生都非常重要。

教師會議
要求教師會議或課堂參觀，請至少廿四小時之前，致電學校辦公室(小學和中學)或學生事務處(高中)預約。所有
的家長和訪客必須在學校辦公室簽到後，才可到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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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餐食 -

2017年兒童飢餓預防和公平治療法案 - EC 49557.5

聖蓋博聯合學區制定了一個餐食收費政策，有關付全費或減費學校餐食的學生會由於沒有足夠現金或其賬戶中沒
有存款而在購買餐食上如何受到影響。餐食收費政策可以在本手冊的附錄中查閱。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餐食服
務主管 Isabel Millan 於（626）451-5400。

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 – VC 21212
任何未滿 18 歲人仕，騎自行車、非機動滑板車、滑板、一線或四輪滾軸溜冰鞋，或作為乘客乘坐自行車，非機動
滑板車或滑板，在道路上、自行車徑，或任何其他公共自行車徑；必須穿戴符合指定標準的適當配戴和固定的自
行車安全頭盔。

校車安全 – EC 39831.5
所有在學前班，幼稚園，和一至六年級學生，應該收到校車安全資料（在校車接送區，校巴危險區，以及步行往
返校巴車站的一般行為守則）。在學校的活動行程臨行之前，所有乘坐校車或學校活動巴士的學生，應接受安全
指示，包括，但不限於，緊急出口的位置，應急設備的位置和使用方法。指示還可以包括坐在緊急出口旁邊的乘
客責任。

健康計劃/檢測 身體檢查 –

EC 49451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每年向學校校長提交書面聲明文件，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署，不同意該學生接受一項身體檢
查。然而，任何時候當有充分理由相信學生患有傳染性或可感染的疾病，學生將被送回家，並不准予返回學校，
直到學校當局滿意認為傳染性或可感染的疾病已不再存在。

入學健康檢查 –

HSC 124085，124100和124105

州法律規定每位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向學校提供書面證明，在一年級入學後 90 天之內，證明學生在前 18 個月
內已接受由醫生進行的健康檢查。兒童保健殘疾預防劃(CHDP)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

篩檢
學區會對指定的學生群進行視力和聽覺篩檢。聽覺篩檢會在幼稚園、二、五、八年級和特殊教
育班進行。男生會在小學一年級接受色盲檢查。學區也會為七年級女生，和八年級男生進行脊
柱側彎篩檢。學區在學校的體育課程中檢查從六至八年級學生。除了州政府規定的計劃以外，
學區亦參加了牙科檢查計劃。社區中的牙醫會在每所小學為學生作篩檢。如果有毛病被確認，
家長會收到跟進的書面通知。
防疫 – HSC 120325，120335，120338，120365，120370 和 120375
學生必須對某些傳染病進行免疫。學生將被禁止上學，除非已符合其年齡和年級所規定的免疫要求。學區應與當
地的衛生官員合作，為學齡兒童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作必要措施。學區可以使用任何資金，財產，或人員，及
可允許任何授權執照人仕，如醫生或註冊護士為任何有家長書面同意書的學生進行免疫接種。
從 2016 年 1 月 1 日起 ，任何一所學校的學生家長，將不再容許因個人信仰豁免目前所要求的疫苗。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前於學校文檔中的個人信仰豁免書，將繼續有效直到學生進入下一個年級階段至幼稚園（包括過
渡幼稚園）或 7 年級。
如果學生是在以家庭為基礎的私立學校或獨立的學習計劃，並沒有接受以課堂為基礎的教學，則不在疫苗接種要
求之列。然而，家長必須繼續為這些學生向學校提供免疫接種記錄。
免疫要求並不禁止學生接受由其個別教育計劃所需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
未經完全免疫接種的學生，在當該學生曾經接觸過某種疾病時，而其免疫文件顯示未有針對上述傳染病其中的一
種免疫接種的證明，將可能被暫時排除在學校或其他機構之外。
州法律規定兒童在入學之前接受以下免疫預防：
(a) 所有聖蓋博聯合學區的新學生，從幼稚園過渡課程至 12 年級，都必須提供脊髓灰質炎 (小兒麻痺)，白喉，
百日咳，破傷風，麻疹，腮腺炎，乙型肝炎，水痘，德國麻疹等預防接種的證明。
(b) 所有過渡幼稚園和幼稚園學生，必須提供乙型肝炎的防疫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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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所有過渡幼稚園和幼稚園學生，必須提供乙型肝炎的防疫證明。
有免費或低費的疫苗接種為兒童提供，請向您的學校查詢。

口腔健康評估 – EC 49452.8
所有幼稚園和一年級學生首次入讀公立學校，需要有牙科專業進行的牙科評估記錄。牙科評估必須在入學前 12 個
月或於學生第一個學年的 5 月 31 日前完成。

藥物 – EC 49480
任何學生需定期服用藥物，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必須通知學校護士或其他指定學校工作人員，其正在服用的藥物、
目前的劑量、以及監察醫生的姓名。一旦收到醫生的命令，學校護士可以與醫生溝通，及與學校有關人員商議藥
物可能產生對學童的影響。

給予學生處方藥物 – EC 49423 和 49423.1
任何學生需要在正常上課日使用醫生處方藥物，可以在學校護士或其他指定的學校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隨身攜帶
和使用自我管理的自動注射腎上腺素或吸入型哮喘藥物；如果學區收到書面指示，醫師詳細說明處方藥的接受方
法，份量和時間，以及家長或監護人書面要求學區協助學生接受醫師書面指示的藥物。

學生在校需要接受藥物的檢查清單：


如果可能的話，跟您孩子的醫生討論有關用藥時間，讓您的孩子不必在學校時間內用藥。



如果您的孩子定期為持續性健康問題使用藥品，即使他/她只是在家裡用藥，請在每個學年開始給學校護士/
健康助理一份書面說明。列出正在使用的藥物治療，目前的劑量，和處方藥物的醫生姓名。 （EC49480）



如果您的孩子必須在校內使用處方藥物，請填寫一份「醫生建議的藥物治療」(Physician’s Recommendation for
Medication)表格；由您和您的醫生或其他健康服務提供者簽署。無論藥物、處方、或處方醫生有否改變；每
學年的開始必須簽署填寫一份新的表格。



作為家長或監護人，您必須向學校提供您孩子在學校時必須使用的所有藥物。 您孩子在學校必須使用的每
種處方藥物，都必須分別存放在有美國認可藥劑師標籤的獨立容器中。該容器必須列出您孩子的姓名、
醫生姓名、藥物名稱，和指示說明服用時間及劑量。市面的成藥必須在其原裝，未開封的容器中。



所有受管制藥物，如 Ritalin，必須在送抵學校時點算及記錄在藥物記錄日誌中。您或其他送藥物的成年人應
該簽署記錄日誌以核實藥物數量。



所有藥物將存放在保健室的上鎖櫥櫃中，並按照「醫生建議的藥物治療」(Physician’s Recommendation for
Medication )表格上的指示給予。



如果您孩子的醫療狀況需要即時的處方藥物應用，除非他/她本人隨身携帶，否則該孩子的安全會處於危險之
中；而該孩子將可能容許携帶和自行管理其藥物。這包括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和吸入性哮喘藥物。「自我管
理處方藥物」(Self-Administration of Prescribed Medication)表格必須由醫生和家長填寫，並經學校護士批准(歐
共體 49423，94423.1)。此表格可在您孩子的學校保健室索取。



任何學生不能在上課時間內携帶任何其他藥物在身上，包括非處方藥物，如 Tylenol，阿司匹林，咳藥水等。



在學年結束之前，請提取所有停用、過期和/或未用完的藥物回家。未有提取的藥物將按照政府規定棄置處理。

過敏反應的緊急處理 -

EC49414

過敏反應是一種嚴重和富潛在生命威脅的過敏性反應，當遇到過敏原，如食物，藥品，昆蟲叮咬，膠乳或運動之
後，都可能被觸發。症狀包括呼吸道收窄，皮疹或蕁麻疹，噁心或嘔吐，微弱脈搏和暈眩。據估計，約有25％ 在
學校期間發生的過敏性反應，是以前從未被診斷對食物或其他過敏的學生。如果沒有馬上接受腎上腺素，然後通
緊急醫療服務，可能會導致死亡。能夠迅速認知及治療將挽救生命。最近EC49414法規的更改，現在要求學區提供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給予校護和受訓人員，並授權他/她們使用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予可能遇上過敏反應的任何學
生，不管有否已知的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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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醫療服務 – EC 46010.1
任何七至十二年級學生，無需其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可因保密的醫療服務而准予缺席。

哺乳的學生 - EC 222
學區內任何一所學校將在校園內提供一個合理的安排，讓哺乳的學生擠存母乳，母乳哺餵嬰兒，或者解決有關母
乳喂養等方面的需求。這些合理安排包括，但不限於，除洗手間以外，獲使用私人和安全的房間，以擠存母乳或
母乳哺餵嬰兒，准許攜帶任何擠存母乳需要的設備到學校來，獲使用電源為該設備的使用，並獲使用一個地方安
全的儲存母乳。為配合此需要，將提供合理的時間而免受到學術上懲罰。如果學生提出投訴後仍沒有按法規獲得
配合，學生可以通過以下網站向加州教局提出投訴： http://www.cde.ca.gov/re/cp/uc/

醫療保障 – EC 49452.9
你的孩子和家庭可能有資格獲得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保險。有關醫療保險的選擇和協助申請的資料，請聯繫學生
服務部於 451-5482 或登入 www.CoveredCA.com.

兒童醫療保障
定期的衛生保健對兒童的整體發育極為重要。這裡有一些免費或低費的兒童保健計劃作參考：

兒童醫療 Medi-Cal 為兒童和孕婦提供免費的全面性健康、牙科和視力的保障。*家庭的人數，兒童的年齡和家
庭的收入決定是否符合資格。本計劃向符合條件的美國公民，國民或移民提供。*家庭收入高於免費兒童 MediCal 的允許限制者，會分擔部份的費用(類似基於每月收入和家庭人數而扣除的模式）。

為地方教育機構而設的加州醫療補助計劃
學區與加州健康服務和教育部合作，參與一項計劃，允許學區為校內符合資格的學生向聯邦醫療補助資金報銷提
供的選定健康服務。按照地方教育局規則和準則在這裡通知您，符合資格的學生健康資料，會按照保密法和
HIPAA 執行，可能被轉送到學區的結算機構。學生將不會被拒絕入學規定所需的健康服務，而學區亦不會向家長
追討這些服務的費用。
如需更多有關健康家庭（Health Families）或任何這些醫療保障計劃的資料，請致電 (626) 851-2748。

醫護室程序
醫護室工作人員
在每所學校都有一名健康助理在醫護室工作。健康助理是經心肺復甦術和急救培訓認證的非執照輔助人員。健康
助理並不是護士。他/她們在執照、認可的學區護士監督下工作。當校護士在學校時，他/她們會為重大傷害提供
護理。當不在塲時，都可以在任何時候以電話聯絡。

停課
護士或健康助理可以因疾病和/或疑似傳染病的任何個案下送學生回家在(EC 16032)。孩子不會在沒有事先聯絡家
長情況下被送回家。如果家裡或工作電話未能聯絡家長，將會聯絡緊急聯絡卡上的指定人仕。對您和孩子都十分
重要的是，確保緊急聯絡卡上的資料正確和更新。請通知保健室任何這些重要資料的改動。
您的孩子可能由於如下原因而被要求停課：
 疾病的症狀及加上體溫高於華氏 100 度或更高，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可能性傳染疾病，嚴重的腹痛，
耳痛，或其他疼痛包括腺體腫大或疼痛，和意外事故。
一旦孩子因高體溫已被送回家，他/她們必須在沒有使用藥物下維持正常體溫度 24 小時，方可重返上學。

缺席
若果孩子因傳染性疾病而缺席，家長應在首天缺席致電通知學校。當孩子從任何缺席之後重返學校，州政府規定
出示字條說明學校缺席理由。

生病的孩子必須由家長/監護人/指定人仕帶走，不能留在保健室。
重返學校
當孩子在重大疾病/受傷之後重返學校，必須出示醫生/醫院的釋放證明書以便重返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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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生返回學校需使用任何醫療設備（如拐杖、石膏、吊帶、支架、包裹、輪椅），必須出示醫生發出的正式
書面授權。在適當的情況下，他/她必須展示能安全和有能力正確使用該設備，否則將不被允許在學校內使用。
「體育課限制和指引」（Physical Education restriction and Guideline）表格可在保健室索取。

豁免體育課 (PE)
一名家長可以豁免學生參與體育課 1-2 天。學生必須出示由醫生簽署的說明，以豁免超過一天的體育課。

學生意外保險 – EC 49471，49472Medical or Hospital Service – EC 49471, 49472
家長們應注意，學區並沒有學生的醫療保險。學生自願申請的醫療保險計劃在每個學年開始時會送回家。有一類
保單包括學校的所有活動，除了擒抱式的美式足球。廿四小時的保單也有提供。所有擒抱式美式足球參加者必須
有此保險，申請表格在暑假練習開始前分配給球員。

腦震盪和頭部受傷 – EC 49475
腦震盪是一種腦損傷，可以由撞擊，或頭部的搖動，或身體其他部位的打擊力量傳送至頭部而造成。雖然大部分
的腦震盪均是輕微的，但所有腦震盪都有潛在的嚴重性，如果不被發現及妥善處理，可能會導致併發症，包括長
期腦損傷和死亡。選擇提供運動項目的學區，有運動員在學校主辦的活動期間嫌疑遭受腦震盪或頭部受傷，必須
立即停止其當天餘下的活動。運動員不能返回該活動，直至他或她經執照醫療保健提供者評估，並收到書面的健
康證明。每年，運動員及其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簽署及交回一份腦震盪和頭部外傷資料表格，方可讓該運動員參加
練習或比賽。這項規定並不適用於運動員從事日常學校天體育活動或作為體育課程一部分之活動。

突發性心臟驟停 - EC 33479 et seq.
每個學年，在學生參加由加州校際聯合會（CIF）管理的體育活動之前，學校應收集並保存 CIF 規定每位學生所
需的一份心臟驟停資訊表。當學生參加不受 CIF 管理的體育活動之前，學生和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應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後，簽署及交回已接收和檢視張貼在加州教育局網站上資訊表的確認書。
心臟驟停（SCA）是指心臟突然和非預期的停止跳動。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血液不會流向大腦和其他重要器官。心
臟驟停並不是心臟病發作；這是心臟電子系統的故障，導致受害者虛脫。該故障是由先天性或遺傳性心臟結構上
的缺陷所引起。SCA 較可能發生在運動或體育活動期間，所以運動員有較大的風險。在運動員對這些徵狀可能並不
清楚和混淆。人們通常會將這些警告徵兆，混以為是身體疲乏。如果在數分鐘內沒有妥善處理，SCA 在 92％的病
例中會致命。在學區、特許學校、或私立學校中選擇進行的體育活動，學生從參與某體育活動或緊接著該活動之
後而失去知覺或暈倒，或已知曾經失去知覺或暈倒；體育主任、教練、運動訓練人員或授權人員，必須排除該學
生從該活動的參與。學生在參加體育活動期間出現任何其他 SCA 的症狀， 如果運動訓練人員或授權人員合理地
認為症狀與心臟有關，可能會排除該學生的參與。如果學生被排除出該活動，不得返回該活動直至他或她得到醫
生或外科醫生的評估，並獲得書面許可。每年，在學生參加特定類型的體育活動之前，必須由學生和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簽署並交回有關接收和檢視 SCA 資料的確認書；而這些體育活動通常不包括平常上課期間進行的體育活動
或作為體育課程的一部分。

運動員健康保險 – EC 32221.5
根據州法律，學區必須確保所有學校運動隊成員有意外傷亡保險保障醫療和住院費用。這保險要求可以由學區提
供的保險或其他健康福利達到醫療和住院保障。有些學生可能有資格申請免費或低費的地區、州或聯邦政府支助
的健康保險計劃。請參閱隨附單張有關這些保險計劃。

無煙草設施政策 – HSC 104420, 104495
學區產業中禁止使用煙草製品，包括無菸煙草。任何團體都不會有例外，例如非上課時間使用學校設施的社區組
織。SGUSD 行政局政策 4021。.

災難應變及教材 –

EC32282.5

聖蓋博聯合學區認知南加州在未來極有可能發生嚴重的災難/地震。在這些或其他災難中，我們關注學生的健康和
福利。學區每所學校都有制定計劃，以保障受我們照顧下的人仕。該計劃會按需要定期審核和更新。各校舉行實
習演練，使教職員和學生們知道如何應變。
極需關注的是那些需要每天服藥的學生健康，例如：一次性胰島素注射器，抗痙攣藥物，哮喘藥物等。因此，我
們要求您按以上的「藥物程序」，發送您孩子需要的三天藥物供應到學校保健室。我們要求糖尿病學童存放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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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的葡萄糖凝膠液，如 Insta-glucose。如果您有特別的關注和指示，請以書面形式使每位教師都有一份存放於
應急包中。
在學年結束時，藥物將被退還。所有藥物將不會存放至下一學年。

學區災難應變計劃
以下為您提供緊急和災難應變程序的資訊：
在上學時間的程序
如果災難或緊急事故發生在上學時間：


學生將留在學校，直到學校管理人員通知；會由學校總監或其他適當的授權人員，解散學生回家。.



家長必須填寫，並將「緊急事故交託學生授權書」交回學校。家長必須事先安排其子女被釋放給其他人仕，
將其姓名、電話、地址和關係填寫在授權書上。見附錄中的表格。請於開學第一個星期內填妥表格並交回
您孩子的老師。



電話線路必須保持通



除非有官方建議，否則家長不應該試圖開車到學校。交通堵塞會妨礙緊急事故處理車輛的運作。

，因此，家長不應嘗試致電學校。反之，留意緊急電台網絡的廣播代替。

上學時間之前的程序
若果災難發生在 上學之前的時間，學生應留在家中，直到學校總監或其他授權人員發出指示，即通過電視、廣播、
電話或其他形式的溝通。

學校災難演習程序
每所學校行政人員應安排及記錄定期的災難演習。
 從教室撤離。
 蹲下，蓋護，並保持（地震情況下）。
 校舍內安全集合場地。
 學校教職員的任務和程序。

煙霧警報
學區與南海岸空氣質素管理區局合作，當大氣中臭氧達到污染物標準指數 138 時，會發出要求
煙霧警報。當警示在我們地區時(第 9 區)，學生被限制進行過度/劇烈的體能活動。
兒童查找系統 – EC 56301
聖蓋博聯合學區與西聖蓋博谷特殊教育地區地方計劃範圍為持續性的兒童查找系統設有書面的政策和程序，包括
州內無家可歸或州監護下的殘疾兒童。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書面通知所有家長根據加州教育條例 56300 和以下條
例的權利，及首次提出評估推薦的程序，以確定個別的特殊需要。

給所有殘障兒童的免費適當教育
為符合個別殘障人仕教育法 IDEA(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聖蓋博
聯合學區為所有 3 至 22 歲居住於社區中的殘障兒童，提供特殊教育及其相關服務。我們鼓勵
家長、監護人和其他市民，推薦任何有可能符合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的有特殊需要兒童，到學
校辦事處提出其姓名。
所有特殊教育服務的提供是根據 2004 年 IDEA 的法律準則。有關公眾投訴違規的資料，可在學區特殊教育辦事處
索取。申訴行動必須在 30 天之內進行。所有特殊教育的州和聯邦法規，以及學區和州的計劃，都在殊教育辦事處
有提供公眾閱覽
聖蓋博聯合學區意圖向殘障學生們提供，聯邦復健法案 504 節中表示，在相關服務中需要書面適應計劃以便有效
地參與正規教育課程，當中提及所需和適當的相關服務。請與您的學校校長或致電 626-292-2431 分機 221 與學生
支援服務聯絡，查詢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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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個別殘障人仕教育法(IDEA 2004)被確定有特殊需要的個別學生，並不在此 504 節法案下；因該類學生的需要，
由州和聯邦法律，及特殊教育地方規劃範圍(SELPA)的程序提供。西聖蓋博谷 SELPA 社區諮詢委員會，每季度舉行
會議。請致電 626-943-9748 西聖蓋博谷 SELPA 辦事處查詢會議日期。

社區諮詢委員會
SELPA 社區諮詢委員會，委員代表來自西聖蓋博谷地區的 14 個學區；包括聖蓋博聯合學區，代表社區對於特殊教
育問題上的廣泛興趣。任何學生家長，在特殊教育與否，均歡迎參與。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致電西聖蓋博谷特殊
教育地方計劃區（SELPA）辦公室於（626）943-3435。

家長要求獲得教師資格資料的權利 - 20 U.S.C. 6311 (h)(6)(A)
家長有權要求有關教師資格的資料。 請聯繫人力資源部門於 626-451-5400 尋求協助。

第 504 段法案- 29 USC794，34 CFR104.32
1973 年的聯邦復康法第 504 節，和美國殘障者法案（42 USC12101 et seq.)）禁止基於殘障的歧視。第 504 段
要求學區確認和評估殘障兒童，以為他/她們提供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個別人仕有身體或精神上的缺損，嚴重
限制一個或多個主要的生活活動，包括視覺、聽覺、行走、呼吸、工作、執行手動性任務、學習、，飲食、睡覺、
站立、提拿、彎下、閱讀、集中注意力、思考、口語，將有資格獲得服務，及旨在輔助學生盡可能達到非殘障學
生的需求。欲了解更多資訊，請聯繫您的校長。

臨時殘障學生的教學 – EC 48206.3，48207 和 48208
學生因臨時殘障，而不可能或不建議出席註冊的正規日間課程或替代教育計劃；可能會獲提供每天一小時的在家
個別教學。請與您學校的校長或學生支援服務部查詢更多資料。
在醫院或其他健康住宿設施的臨時殘障學生，州政府醫院除外，可能符合居住要求可出席該醫院所在的學區。
這是家長或監護人的責任，通知臨時殘障學生所在醫院或其他健康住宿設施所處的學區。該學區在收到通知
的五個工作日內，會確定該學生是否能根據 EC 48206.3 獲得個別教學；如果能夠的話，在五個工作日或更
短時間內提供教學。

少年法庭學校學生：畢業要求和持續教育選項 - EC 48645.3 和 48645.7
要求縣教育辦公室，當一名學生完成了州最低課程要求，並有資格獲得文憑時，要通知學生、教育權利人、學生
的社工或感化官員以下全部：如果他或她在被拘留期間完成了畢業要求，學生享有權利由居所地學區獲頒發文憑。
居所地的學區，應由學生被拘留前最後一所就讀的學校向學生頒發文憑，或者替代性由縣政府學校總監負責頒發
文憑。縣教育局或持續教育機構管理委員會通過，如何修讀課程和其他要求，直至從少年拘留機構釋放，將會影
響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的能力。加州社區學院提供有關轉校機會的資料。學生或教育權利持有人，如果適用，
可以選擇性讓學生推遲或拒絕發文憑和加修其他課程。如果縣教育辦公室未有及時提供通知，即使通知發生在法
院對學生的管轄權終止之後，一旦學生被通知應有資格獲得畢業證書。在州內的最低要求課程以外，如果縣教育
辦公室確認學生可以受益於該縣教育辦公室董事會通過的課程和其他要求，縣教育辦公室應做以下兩項：告知學
生他或她於縣教育局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讀課程的選擇和其他要求。允許學生，如果學生年滿 18 歲或以上，或者未
滿 18 歲的學生，經由有權為學生作出教育決定的人土同意之下，允許學生修讀縣教育局管理委員會通過的課程或
其他要求，並延遲授予文憑，直到學生從少年拘留所被釋放。在少年拘留所釋放之後，縣教育局將通知教育權利
持有人或學生，如果他/她們年滿 18 歲：可以選擇拒絕接受頒發畢業證書，以便登記就讀由當地的教育機構或特
許學校中的其他額外課程。建議學生，如果學生年齡在 18 歲或以上，或者如果學生年齡在 18 歲以下，有權為學
生作出教育決定的人仕，考慮，當在作決定是否選擇拒絕該文憑，學生是否有很大可能完成以下全部任務：在一
所由地方教育機構或特許學校運營的學校中註册。受益於繼續的教學指導。獲高中畢業。如果一名少年法庭的學
生，通過完成州最低課程要求有權獲得文憑而沒有獲發文憑，或者如果該學生或教育權持有人，如適用，之前曾
經在完成州最低要求之後推遲或拒絕接受文憑；如果在教育權持有人，或該學生 18 歲以上的要求下，縣教育局應
授予文憑。如果少年法庭學生通過完成州最低課程要求合資格獲得文憑，縣教育局不得撤銷該資格。如果一名前
少年法庭的學生通過完成州最低課程要求合資格獲得文憑，該權利在法院對學生的管轄權終止後應繼續適用。

寄養青少年教育安排– EC 48850 et seq.
在寄養照顧的學生將獲得穩定的學校安排，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前題；在最少限制的教育課程安排；獲得使用學
術資源，服務，以及提供給所有學生的課外和充實活動；已有的課程任務上獲得全部和部分的學分；以及有意義
的機會以符合該州的學生學業成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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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養青少年，無家可歸者，和前少年法庭畢業要求豁免– EC 48853，49069 和 51225.2
寄養和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可以獲得教育權利，如：即時入學，留在原籍學校，入讀當地綜合性學校，獲
部分學分，可以州的最低要求標準畢業並可能提供第五年（豁免於當地的畢業要求，並獲得學術資源，
服務和課外活動的機會）。地區的教育機構必須按照統一申訴程序向受影響的學生提供補救措施，包括
有關豁免當地畢業要求的資料，如果公立高中不允許教育權利。

無家可歸青少年教育 - 42 US 11432，EC 48853，49069，51225.1 和 51225.2
所有學區都必須委任一名無家可歸者的聯絡員，以確保無家可歸的學生家長被告知可提供給其子女的教育和相關
之機會，並提供有意義的機會參與其子女的教育。對於舉目無親的青少年，例如離家出走或是被迫離家而不跟父
母/監護人生活的青少年，確保這些學生有機會獲得相同的權利。
任命的學區聯絡員是：
學生支援服務總監 Lon Sellers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91776
(626)451-5482
可能符合資格的情況包括：住在庇護所、汽車旅館、旅館、由於經濟困難或損失而住在不止一個家庭的房屋或公
寓；在廢置的建築物中; 在車裡；在營地或街上；在臨時寄養或與非父母或監護人的成年人居住；不合標準住房；
或與朋友或親人，因為你離家出走、無人陪伴或移民青少年。
所有被認定為無家可歸的學生，享有以下的權利：
1. 有權利馬上在原居或目前居住學區的學校註冊，而無需提供居住證明，免疫記錄或結核皮膚測試結果，學校
記錄，或法定監護權文件。
2. 有權接受教育和其他服務（如充分參與孩子符合資格的學校所有活動和項目，自動獲得營養計劃，獲得交通
服務，及聯繫聯絡員以解決入學過程中出現的糾紛）。
3. 如果該無家可歸的學生是在高二之後才轉入，學分不足，而無法按當地學區的要求按時畢業；他/她有權被通
知在四年內以州政府減少的要求下畢業的可能性。
4. 有權讓學區接受無家可歸學生已滿意完成通過的部分課程學分。

課程和畢業要求：軍人家庭子弟 – EC 51225.1 和 51225.2
如果你是軍人家庭，你的孩子可能有資格豁免加州要求以外的地區畢業課程要求。請與學校輔導老師約會，以審
視你孩子的畢業選項。 在聖蓋博聯合學區以外的其他學校完成的所有課程，將獲得全部或部分的學分。

課前和課後計劃：報名：費用：無家可歸和寄養青年：小吃或餐食 - EC 8482.6，8483，
8483.1 和 8483.95
被確認為無家可歸或寄養兒童的學生，有權在課前和課後計劃中獲得優先註冊，並禁止向無家可歸或寄養家庭學
生的家庭收取費用。

延伸日間托管服務
學區與 Options Surround Care 合約，在區內每所小學有提供從幼稚園到五年級學生的課前和
課後日間托管服務。請致電 (626)-284-9935 查詢。
電子訊號設備 – EC 48901.5
當學生在校園，在參加學校活動，或在學區工作人員監管和控制下；學區可以調整任何手機，傳呼機或電子訊號
設備的擁有或使用。任何電子設備，包括手機，需在上課時間關機及收起來。任何學生違反本條的規定，將受到
相應的紀律處分。

電子收聽或錄音設備 – EC51512
任何人仕，包括學生，在任何教室中未經教師和校長預先同意下，禁止使用任何電子收聽或錄音設備；因會擾亂
及妨礙教師的教學，將獲學校紀律處分。除學生以外的任何人仕，故意違反將犯上刑事輕罪。任何違規的學生將
接受適當的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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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釋放協議
在全個學年當中都會拍攝和/或展示一些學生作品或參與校內活動情況的照片。家長明白及授
權准予聖蓋博聯合學區，在任何時間不管在學校範圍之內或之外，由於任何原因或目的，對其
學生進行拍照，錄像，數碼錄像和/或靜態照片。這些照片和錄像，可能用於任何用途，包括
但不限於出版，展示和分發的學校資訊。可能用途包括但不限於，校訊、學區通訊、互聯網網
頁、公告欄的展示、傳單、宣傳材料和年刋。沒有家長的書面許可，這些材料中任何部分包含
酷似我孩子的畫像或聲音，不會被用作商業廣播或轉播用途。
這多媒體釋放的目的是要展示和/或出版學生在學年間的作品或學生參與學校活動的情況。

合理使用科技
聖蓋博聯合學區其中一項適應的目標，是通過利用科技，以協助提高學生的學習。獲得應用聖
蓋博聯合學區的科技設施是一項特權，並非權利；學生註冊在學區的課程或活動，必須遵循學
區科技使用的準則和程序。在使用學區科技資源之前，所有聖蓋博聯合學區的學生及其家長/監
護人需簽署電子信息資源協議書。這是註冊程序的一部分。聖蓋博聯合學區會儘力過濾不當或
有傷害性的資料經互聯網絡進入，而學生也應負起責任，在使用學區科技時，不會自發進入不
適當或有傷害性的資料。違反此守則者，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和損失使用科技的特權，和/或民
事或刑事責任。學校會有協議書副本。
學校安全計劃 – EC 32280 et seq.
每個聖蓋博聯合學區的學校都設有學校安全計劃，其中包括全面的災難應變計劃。副本都在每所學校辦事處可供
參閱。

兒童虐待和疏忽照顧的舉報 – PC 11164 et seq.
聖蓋博聯合學區致力於保護所有受照顧的學生。所有學區員工都是法定的舉報者，當有合理理
由懷疑兒童被虐待和疏忽照顧情況發生，必需依法報告。學區員工不得進行調查以確認嫌疑。
所有投訴必須通過正式的報告提出，經由電話，親身或以書面形式；向適當的當地執法機構（如警察或治安部門，
縣感化部，或縣福利部 / 縣兒童保護服務）報告。除授權機構以外，舉報者的姓名及報告本身都是保密，及不予
披露。

性騷擾 – EC 231.5 和 48980(g)
聖蓋博聯合學區致力維持一個免受性騷擾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任何學生性騷擾任何在學區內或由學區的人仕，可
能會受到紀律處分甚至包括罷免學籍。任何僱員允准、從事，或未有舉報性騷擾情況，會受到紀律處分甚至包括
開除。如需要一份學區性騷擾政策，或舉報性騷擾事件，請聯絡您的學校校長。

梅根法 Megan’s Law – PC 290 et seq.
有關加州登記的性罪犯資料，可在加州司法部的網站 http://meganslaw.ca.gov/上找到。該網站還提供有關如何
保護您自己和家人，性犯罪的事實，常見問題，和加州對性罪犯的登記要求等資料。

暴力罪行的受害者 – 20 USC 7912
一名學生在其就讀的學校或學校範圍內成為暴力罪行的受害者，有權轉到學區的另一所學校。學區有 14 個日曆天
提供學生轉校的選擇。欲了解更多，請聯絡學生支援服務部於學區辦事處（626）451-5400。

青少年資料釋放– WIC 831
學生的資料只會在有法庭命令的提供下給予聯邦官員。該法院命令必須註明少年法院的主審法官事前的批准。

居住要求– EC 48200，48204 和 48204.3
年齡介於 6 至 18 歲的未成年人仕，規定接受強制性教育；並必須於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居住學區的學校登記，除
非獲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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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可符合學區的居住要求，如果他或她是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根據福利及組織條例安置在該學區範圍內的寄
養家庭或持牌的兒童機構；留在原籍學校的寄養兒童；居住在該學區範圍內脫離父母管束的學生；學生居住在成
年照顧者的家位於該學區範圍內；或是學生居留的州政府醫院位於該學區範圍內；或者學生的父母正執行軍事任
務，根據官方軍事命令於該州內軍事設施間轉移或即將轉移。
學區應接受通過電子方式的報名申請，包括學區內特定的學校或計劃的報名，以及軍人家屬的課程註冊。家長應
在公佈的到達日期後 10 天內，提供與其軍事轉移相關的正式文件的居住證明：臨時的基地内宿營設施，購買或租
用的房屋或公寓，或是聯邦政府或公私合營的基地外軍事住房。
當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居住在該學區範圍以外，而與學生同住，並且其受僱的地址是在該學區範圍內，及在
一周上課曰中受僱至少 3 天；則可確立其居住身分要求。

入學選擇/許可證 – EC 48980(h)
學區內公開註冊 – EC 35160.5(b)
學區居民可申請其子女入讀學區範圍內的其他學校，基於學校空缺。學區網站中都有提供區內每所學校的資訊。
出席任何其他學校的交通運輸責任在家長身上。申請資料將於 2 月 1 日前可供索取，並必須於 2 月 28 日前交
回。如需進一步資料，請聯絡學生支援服務於 451-5400。

跨學區出席 – EC 46600 et seq.
學生的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可以要求由居住學區釋放，以出席任何其他學區的學校。學區們可能為一個或多個學生
訂立學區間的轉校協議，最長期限為五年。該協議必須指明准予或拒絕轉校的條款和情況，並可能包括重新申請
標準及指定條款和情況，許可證可能被吊銷。除非協議中另有條文指明，學生只要繼續就讀該學校，將不必重新
申請跨學區轉移；而登記學校的學區董事會必須讓該學生繼續就讀其登記的學校。
一位學生由居住學區或將要接收之學區中，已被確認為 EC48900(r)中定義的一位欺凌行為下的受害者；將可，在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要求下，給予優先考慮跨學區出席；在任何現有協議下，或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給予
額外的考慮，以創造一個跨學區出席協議。

可選擇學區– EC 48300

et seq.

有些學區可能會選擇成為可選擇的學區。校委會選擇將其學區運作為一個可選擇的學區，必須確定其願意接受的
轉學生人數，並接受所有申請轉學的學生，直至學區達到最高限額。該可選擇的學區，應確保學生的選拔是通過
一個不偏倚和隨機的程序，不考慮學生的學業或運動表現、身體狀況、英語水平、家庭收入、種族、主要語言、
識字度，特殊需求、或 Section 200 中列出的任何個人特徵。要求轉學的學生家長，必須在學生希望入讀的學年
之前的 1 月 1 日以前，向所選擇的學區提交轉學申請。如果學生被暫時接受、拒絕或被列入等候名單，應在 2
月 15 日前書面通知家長。有調整性申請程序向移居軍人的子女提供。

學生記錄 – EC 49063 和 49069，34 CFR 99.7，20 USC 1232g
必須維持一份學生的累積記錄，無論是手寫記錄，打印，磁帶，膠卷，縮微膠片或其他方式也好，以記錄學生的
發展和教育進度歷史。學區會保護這類記錄的私隱。家長/監護人有權 1) 檢查和審核學校保存的學生教育記錄，
2) 要求學校修正他/她們認為不準確或誤導的記錄，以及 3) 對教育記錄資料的披露有某程度的控制權。學校官
員因合法的教育性理由，可未經家長同意下獲得學生記錄，只要是有正式需要審查記錄以達到其職業責任。學區
在學生尋求或打算申請的學區官員要求下，無需家長同意，可向該校披露教育記錄。學區也可以在未經父母同意
的情況下，向學生尋求或打算註册入讀的高等學院之官員披露教育記錄。
家長要求查閱其學生的教育記錄，必須以書面形式向校長提出要求；由收到請求當天起，學校會有五(5)個工作天
提供記錄。
任何異議學校記錄的申請，必須以書面形式向學區的學生支援服務部提出。家長異議學校記錄必須顯示該記錄是 1)
不準確，2) 一個未經證實的個人結論或推斷，3) 觀察員職權範圍以外的結論或推斷，4) 並非基於一個命名人仕
當時和當地的個人觀察而作的記錄，5) 誤導，或 6) 違反私隱或其他學生權利。家長有權向美國教育部提出投訴，
指稱該學區未能遵守美國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FERPA）的規定，並致函美國家庭政策合規執行辦公室：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 SW, Washington, D.C. 20202-4605。

社會保障號 - EC 49076.7 和 56601
聖蓋博聯合學區不會向學生或其家長收集或徵求社會保障號碼或社保號的最後四位數字，除非州或聯邦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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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資料 – EC 49073
「目錄資料」包括一個或以上的下列項目：學生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出生日期和地點、學習主修、
校方認可的活動和運動之參與記錄、運動隊成員的體重和身高、出席日期、所獲獎勵，以及學生過去最近期出席
的教育機構或學校。
學區已確定以下的個人、官員，或組織可能會得到目錄資料：
l)
緊急事故中有關的適當人員
2)
與學生經濟援助申請有關的機構或組織
3)
認證組織
4)
進行教育研究的組織
5)
學生申請或打算報名的私立學校
6)
軍隊召募
7)
聖蓋博教育基金會
任何資料不會向私人牟利機構釋放，除了雇主，未來雇主和新聞媒體的代表以外，包括但不限於，報紙、雜誌、
電台和電視台。目錄資料可未經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事先同意下披露，除非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提交書面通知學校拒
絕其子女的目錄資料被查閱。目錄資料中有關確認學生為無家可歸兒童或青少年，不會獲釋放；除非家長，或符
合條件的學生，提供書面同意該目錄中的資料可被釋放
如果您不希望學區於未有您的事先書面同意以前透露您孩子在教育記錄上的目錄資料，您必須在 9 月 10 日前以
書面形式通知學區。

學校年度報告書 – EC 35256，35258
可向學區要求獲得一份學校年度報告書副本，亦可通過學區的互聯網網址 www.sgusd.k12.ca.us 獲得。內容包括修
訂的每名學生支出估值和經費支助的服務類型。

計劃書的提供 – EC 49063 和 49091.14
每所學校必須每年編制一份課程計劃書，內容包括每個學校提供的課程標題、說明和教學目標。索取計劃書副本
請與學校辦公室聯絡。

競賽性體育運動 - EC221.9
從 2015 - 2016 學年開始及此後每年，每所提供競賽性體育運動的公立中小學，都應在學年結束時公開提供以下
所有資料：
1. 該校總註冊人數，按性別分類。
2. 該校註冊學生中參加競賽性體育運動人數，性別分類。
3. 按運動和競賽水平分類男和女子隊的人數。
學校應在學校網站向公眾發布以上認定的資料。
「競賽性體育運動」是指體育運動，其活動有教練，一個管理組織，和練習，以及在定義賽季中競賽，
並以競賽作為其首要目標。

調查 – EC 51513 和 51514
以不記名、自願性和保密的研究調查和評估工具衡量學生的健康行為和風險，其中測試、問卷、及調查
內容包括對學生態度和做法與性別、家庭生活、道德和宗教相關的年齡相配問題；可能會向學生進行，
如果家長收到書面通知：1) 會進行此測試、問卷或調查，2) 學生家長會有機會審閱測試、問卷或調查，
和 3) 家長的書面同意。有關學生的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問題，不得從已包含的問卷調查問題中被刪除。

愛滋病毒/愛滋病和性教育 – EC 51938
加州全面的性健康和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規條(教育法 51930 至 51939)的目的，是為每位學生提供所需的知
識和技巧，以保障其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避免意外懷孕和性傳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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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蓋博聯合學區提供全面的性健康教育，預防愛滋病毒/艾滋病的教育，和/或在新學年對學生的健康行為和風險
進行評估。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
1. 檢查全面性健康和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中使用的文字和視聽教材。
2. 書面要求不同意其子女接受全面性健康教育或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
3. 索取一份教育規條 51930 至 51939 副本。
4. 被告知全面性健康和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將由學區人員或外來顧問教授。
5.當學區選擇使用外來顧問，或邀請嘉賓講員舉行集會演講教授全面性健康和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應通告：
a. 講授日期
b. 組織名稱或所屬的每位演講嘉賓

加州高中畢業試 California High School Exit Exam – EC
加州高中畢業考試（CAHSEE）被暫停要求 2017-18 學年正要完成 12 年級的任何學生。所有學校，包括州立特殊
學校，會授予高中畢業證書給任何在 2003-04 學年或之後學年完成了 12 年級，並除了高中畢業考試以外，符合
其他所有適用的畢業要求的任何學生。

加州高中水平考試 California High School Proficiency Exam – 5 CCR 11523
加州高中水平考試(CHSPE)是一項自願性的能力評估測試，測量在公立學校中教授的基本閱讀、寫作和數學技巧。
及格通過 CHSPE 考試的學生，會獲由州教育局頒發的能力水平證書。獲得證書的學生，得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核實
的批准下，可提早離開高中。然而，此能力水平證書並不等同於完成所有高中畢業所需的常規課程。欲了解更多，
包括考試日期和申請截止日期，請上以下網址： http://www.chspe.net/

軍隊召募的資料提供 – 20 USC 7908
聯邦法律要求學區給予軍隊召募人，與專上教育機構或未來雇主作同樣的中學學生資料提供。家長可以要求學區
沒有事先書面同意不予釋放其學生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如要拒絕此類資料提供，必須向
學校提交書面通知。

大學先修(AP)課程考試費 – EC 52244
符合資格的高中學生可能會收到經濟援助，以支付大學先修課程的考試費。請聯絡 GHS 高中的學生支援服務索取
資料。

職業輔導和課程選擇 - EC 221.5（d）
從 7 年級開始，學校人員應協助學生進行選課或職業輔導，確實地探討可能性的職業，或課程引至可能性的職業；
基於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而非學生的性別。通知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以便他/她們可以參加這樣的諮詢會議和決定。

大學和職業培訓教育 - EC 51229
需要年度通知，向 9 至 12 年級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提供一頁紙的書面通知，其中包括以下所有內容：
1. 簡要說明大學入學要求。
2. 列出目前的 UC 和 CSU 網站，幫助學生及其家庭了解大學入學要求，並列出經 UC 認可接受 UC 和 CSU 入學
要求的高中課程。
3. 簡要描述加州教育局(CDE)定義的職業培訓教育(CTE)。
4. 讓學生可以了解更多關於職業培訓教育資料的 CDE 網站部分的網址。
5. 關於學生如何與學校輔導老師會晤，以協助選修符合大學入學要求和/或參加職業培訓課程的資料。

加州助學金 (Cal Grant)計劃 - EC 69432.9
加州助學金 (Cal Grant)是一個並不一定要償還的大學資助。要合資格，學生必須符合要求和經濟規定，以及任
何最低平均分（GPA）的要求。加州助學金可用於任何加州州立大學 (UC) ，加州大學 (Cal State) 或加州社區
學院。某些獨立和職業院校，或技術學院，也會接受採取加州助學金。
為了協助學生申請經濟資助，所有 12 年級的學生將自動被視為加州助學金的申請人，並將每位 12 年級學生的
GPA 由學校或學區官方以電子形式提交給加州學生援助委員會（CASC）。學生，或未滿18歲的學生家長/監護人，
可填寫一份表格表明不願意發送其學生的GPA到 CASC。直到學生年滿 18 歲，只有家長/監護人可以選擇讓學生退
出。一旦學生滿 18 歲，只有學生可以自行選擇退出；以及如果家長/監護人在之前已決定退出的，學生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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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如果家長/監護人此前已決定退出的學生。所有 12 年級學生的 GPA 將於 10 月 1 日前交回被發送到
CASC。

公平教育：移民和公民身份 - EC 200,220 和 234.1，新增 5.7 條到 EC 234.7
所有在公立學校的人仕，不管其移民身份、殘障、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現、國籍、種族或民族、宗教、性取
向或任何其他具體特徵，均應在學校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並且不會由於這些具體特徵而受到歧視，在任何接
受州財政援助的的學校項目或活動中，或是學生從州經濟援助中受益，也不會因此受到歧視。禁止學校官員收集
有關學生或其家人的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的資料或文件。學校應採取政策，禁止和採取程序接受和調查有關基於
實際或感知性的這些具體特徵的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的投訴。學區或縣教育局的總監和特許學校校長，應及
時向地區教育機構的委員會報告任何關於官員或僱員或執法機構，為執行移民法的目的要求提供資料或進入學校，
以確保任何潛在性識別資料的保機密和隱私方式下執行。鼓勵校方，當僱員注意到一名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不能
照顧學生，鼓勵與父母或監護人合作更新緊急聯絡資料，而非聯繫保護兒童服務局部門以安排學生的照顧，除非
學校可以通過緊急聯絡資料或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提供指示，能安排照顧。不管移民身份或宗教信仰如何，校董會
或學校都應適當地向家長和監護人提供有關其子女享受免費公共教育的權利之資料。學校和學區將在 2018 年 7 月
1 日之前通過由加州總檢察長制定的示範政策，限制公立學校的移民執法，以確保公立學校不管移民身份而保持
其安全和可獲性。

性別平等：第 IX 標題通知 - EC 221.61
Title IX 是 1972 年通過的一項聯邦法例，以確保男女學生和在教育環境中的員工得到平等和公正的對待。 它
防止基於性別，包括性騷擾的歧視，以及學生或不符合性別定型觀念的學生。州法律亦禁止基於性別，性別表現，
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歧視。聖蓋博聯合學區的 Title IX 協調員是學區代理副總監，可於（626）451-5400 聯絡
以獲得更多資訊或協助。

統一申訴政策和程序

– 5 CCR 4622，EC 234.1，32289 和 49013

統一申訴程序適用於有關以下指控的立案，調查和解決投訴： 1）未能遵守聯邦或州法律或法規的成人教育，綜
合分類援助計劃，移民教育，職業教育，兒童照顧和發展計劃，兒童營養計劃，以及特殊以及特殊教育計劃； 2）
非法歧視任何在教育法 200 和 220 節，以及政府法第 11135 節中，確認受保護組別人仕；包括實際或感知上的，
性別、性取向、族群認同、種族、血統、族源、宗教、膚色，或精神或身體殘障，或年齡，或因該人仕與一個或
一組的人仕相關，有一個或多個上述這些實際或感知的特質，在任何計劃或活動，是由地方機構直接資助，或是
從任何州財務中接受援助或得到利益； 3）未能遵守美國法規第 20 章 7114 節中特別提出的學校安全規劃的要
求； 4）非法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基於實際或感知的特質在刑事法第 422.55 節和 EC 220 所載，以及
殘障、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國籍、民族或種族、宗教、性取向，或與一個或一組人相關，有一個或多個
上述這些實際或感知上的特質；以及 5）在公立學校為教育活動非法徵收費用。及 6）不符合通過地區控制資金
公 式 (LCFF) 確 立 的 地 區 控 制 和 責 任 計 劃 (LCAP) 相 關 規 定 下 在 EC 52060 至 52076 章 節 或 47606.5 和
47607.3 章節中描述的要求。
投訴必須在事件首次受到關注之日起不遲於六個月內提出申訴。這些統一程序要求投訴人提交一份書面申訴予學
區教育服務代理副總監，她便會協調進行調查，並在收到書面申訴的 60 天內回應，除非投訴人有書面同意延長
限期。如果學區發現申訴的優點，學區應向所有受影響的學生，家長/監護人提供補救。.
投訴人可以在收到學區決定後的 15 天內，向加州教育部門(CDE) 提交一份書面提交一份書面上訴反對學區的決定。
當加州法規第 5 章 4650 節中列出的其中一項情況出現， CDE 可以無需等候學區的回應而對該申訴採取直接干
預行動，包括學區未有在收到該書面申訴的 60 天內採取行動的情況下。如果學區被發現違反州或聯邦法律和/或
規條，以及學區不採取糾正行動去遵從，那麼各種民事補救方法可隨之而提供。請聯絡學區教育服務代理副總監
提供更多資料或協助。請查閱本文件附錄中的統一申訴程序年度公告。

Williams 申訴政策和程序 – EC 35186
每所學校必須提供足夠的課本和教材。每位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必須有課本或教材在家裡或課後使用，或兩
者兼具。學校的設施必須保持清潔、安全和維持良好的維修。不應該有教師空缺或錯配任務。如果學校被發現在
這些方面有不足，而學校沒有採取相應的糾正措施，那麼可向學校辦公室索取申訴表格。家長、學生、教師或任
何市民都可以就這些問題提出申訴。然而，我們非常鼓舞在採取書面申訴形式之前，先向校長表達其個別關注，
以容許學校為這些問題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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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學習地方法案– EC 234 和 234.1
聖蓋博聯合學區致力維持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免除歧視，騷擾，暴力，恐嚇和欺凌的環境；基於刑事法 422.55
條和 EC 220 上定出的實際或認知的特點，以及殘疾，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國籍，種族或民族，宗教，性
取向，或與這些個別人仕或團組、與一名或多名有這些實際或認知特點人仕或團組有關連。所有學校人員見證到
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行為，在安全情況下必須立即採取措施進行干預。任何學生參加與學校活動或學校
出席有關的歧視，騷擾，暴力，恐嚇或欺凌的行為，在學區中的學校內發生，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最高包括學
籍開除。事件報告發病率和/或索取學區的反歧視、反恐嚇和反欺凌政策的副本，請聯繫第二總監，學生支援服務
主任於（626）451-5482。

非歧視聲明
聖蓋博聯合學區致力提供一個安全的學校環境，讓所有接受教育的個別人仕都得到平等的機會。學區學術課程及
其他教育支持計劃、服務和活動，對任何個別人仕應不受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不應基於該人仕的實際種族、
膚色、血統、祖籍、族裔身份、年齡、宗教、婚姻或父母狀況、身體或精神殘障、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性
別表達；一個或更多這些特徵的感知；或與一個人或一組，與一個或更多這些實際或感知上的特徵的關聯。特別
指明，州法律禁止基於註冊的性別，輔導，及體育、體育活動、和運動之可供性的歧視。變性學生應允許參加性
別隔離的學校項目和活動（如運動隊，體育比賽，和旅行），及使用與其認同性別一致的設施。學區保證，缺乏
英文語言技巧不會是入學，或參與學區項目的障礙。非法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投訴，都是通過統一申訴
程序進行調查。該投訴的提交，必須在不遲於首次認知涉嫌歧視的半年以內提出。索取申訴表格或其他資料，請
聯 繫 負 責 教 育 服 務 的 學 區 副 監 督 於 (626) 451-5400 ， 地 址 ：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學校守則– E.C. 35291
確立規則和條例以維持有利於學習的氣氛。不遵守這些規則和條例的學生將被忠告、懲戒、停學或開除學籍，和/
或按法律逮捕。

公開會議：公眾意見：翻譯 - GC 54954.3
要求地方機構提供至少兩次的指定時間，讓需要翻譯服務的發言人徵詢公眾意見。

危險物品
激光指示器 – PC 417.27

學生在任何小學或中學的管轄範圍內擁有激光指示器，是一種犯罪行為。任何學生的任何小學
或學的前提下，除非該擁有是由於承認的教學或其他與學校相關的目的。
仿製槍械 – PC 12550, 12556
一個 BB 器具可以被視作為仿製槍械。刑事法規定在公共場所，包括在公立學校，公開展示或顯露任何仿製槍械
都是一種刑事罪行。

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電子煙）
學區禁止在所有學區物業範圍內和學區車輛中，在任何時候使用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ENDS），如電子煙，水煙
筆，小雪茄，和其他蒸霧發出裝置，帶或不帶尼古丁含量，模仿使用煙草產品。ENDS 通常製作成狀似香煙，雪茄
和煙斗，但也可以製成看似日常用品，如鋼筆，哮喘吸入器和飲料容器等。這些設備並不限於蒸發尼古丁；它們
亦可以被用來汽化其他藥物，如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
健康與安全法第 119405 條禁止向未成年人仕銷售電子煙，這意味著學生不應該擁有任何這類設備。學生使用，
擁有，或供應，安排或協議販賣 ENDS，可以受到紀律處分；特別是因為於健康與安全法規的第 11014.5 條，
ENDS 被定義為吸毒用具。

學校貯物櫃的搜查
學校分配給學生的貯物櫃，仍然屬於聖蓋博聯合學區的財產。學區認為有必要時，有權搜查貯物櫃。禁止利用學
校貯物櫃存放與學校無關的物品。不當使用學校儲物櫃可能會導致紀律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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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搜查 – V.C. 21113(A)
汽車條例 21113(a)授權學校可以搜查在學校產業內的所有車輛，只要有可能會被搜查的警告張貼在明顯可見的地
方。

財產損壞 – EC 48904
如果學生故意損壞學校財產，或沒有歸還學校借給該學生的財產，其家長或監護人須
進一步扣留學生的級別、文憑和成績單，直至支付歸還。

經濟責任。校方可能會

替代學校的通知 – EC 58501
加州法律授權所有學區提供替代學校。教育法第 5850l 對替代學校的定義，為一所學校或在學校中的獨立班別，
運作方式旨在：
(a)
(b)
(c)
(d)
(e)

盡量給予機會讓學生發展正面的價值觀 – 自信，主動，仁慈親切，自發，機智，勇氣，創造力，責任感
和喜悅。
確認最佳的學習來自學生自身對學習的渴求。
維持一個學習環讓學生盡量發揮自我激勵，並鼓勵學生順應個別的時間和個人興趣來學 習。這些興趣可
能全部或部分成為老師選擇的學習項目的介紹。
盡量給予機會教師、家長和學生共同發展的學習過程及其課程事項。此機會應是個持續而長久的進程。
盡量給予機會，讓學生、教師和家長為不斷變化的世界作反應，包括但不限於學校所在的社區。

如果任何家長、學生或教師希望進一步了解替代學校，縣警學校，本學區行政辦公室和各學校的辦公室均有法律
副本提供備索。這項法律特別授權感興趣人仕，要求學區當局在每個學區設立替代學校計劃。

停課處分和開除學籍
「停課處分」是指為調整的目的將學生從正在進行的教學中抽離。任何學生的停學日數，在一個學年中某些條款
下限制是 20 天。然而，「停課處分」並不意味：
1. 重新調配到同一學校的另一個教育計劃或班課中，讓學生繼續接受管理局所定與同級學生相等的教育時間。
2. 轉介至校長指定的合格僱員以指導學生。
3. 從課堂中抽離，但是沒有在剩餘的班課期間調配到另一個班課或計劃，只要這種抽離每五天不超
過一次。
「開除學籍」是指從本學區直接監督和控制的學校中將學生抽離。
以下是節錄自加州教育法第 48900，48915 和 212.5 節，及聖蓋博聯合學區政策 5144.1，對停課處分/開除學籍所
述的法定理由。

EC48900 - 停課處分和開除學籍理由
學生不應被學校停課處分或建議開除學籍，除非有學區總監或該校校長認定學生從事以下界定的行為：
(a)(1) 導致，意圖導致或威脅導致他人身體傷害；或
(a)(2) 除因自衛以外，蓄意向他人使用武力或暴力。
(b)
持有、售賣，或是提供的任何槍械、刀械、爆炸品或其他危險物品，除非學生持有任何此類物品，是獲得
該校校長同意的或指派認定的學校人員之書面許可。
(c)
非法持有、使用、售賣、或是提供，或受列於健康和安全法第 10 分類第 2 章 (第 11053 節的開始) 的任
何受管制藥物、含酒精飲料、或任何種類毒害品的影響下。
(d)
非法提供，安排，或商議售賣任何列於健康和安全法第 10 分類第 2 章 (第 11053 節的開始) 的受管制藥
物、含酒精飲料、或任何種類的毒害品；然後向任何人無論是出售、運送，或是提供另一種液體、物品或
材料，並示意該液體、物品或材料是受管制藥物、含酒精飲料、或毒害品。
(e)
從事或意圖從事搶劫或勒索行為。
(f)
導致或意圖導致學校財產的破壞，包括但不限於電子檔案和數據庫，或私有財物。
(g)
盜竊或意圖盜竊學校財產，包括但不限於電子檔案和數據庫，或私有財物。
(h)
持有或使用煙草，或任何含有煙草或尼古丁製品，包括但不限於，香煙、雪茄、微型雪 茄、丁香香煙、
無菸煙草、鼻煙、咀嚼包，和蒟醬葉。然而，本節不禁止學生使用或持有其本身的處方產品。
(i)
從事猥褻行為或慣常性的不雅或粗俗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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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

非法持有，或非法提供、安排，或商議售賣任何健康和安全法 11014.5 所界定的毒品工具
(1) 擾亂學校活動或是蓄意違抗有效授權的督導員、教師、行政人員、學校官員或其他學校工作人員執行
其職責。
(2) 除了第 48910 規定，學生就讀於幼稚園或任何包括 1 至 3 年級，不應於任何所列舉的這細分章節中的
行為而停課處分，這細分章節中也不構成理由讓學生就讀於幼稚園或任何包括 1 至 12 年級開除學籍，被
推薦為驅逐。本條款規定，於 2018 年 7 月 1 日不再生效；除非日後頒布法令於 2018 年 7 月 1 日之前生效，
刪除或延伸該日期。

(l)
(m)
(n)
(o)

明知地接收被盜的學校財產或私有財物。
持有仿製槍械。
從事或意圖從事性侵犯。
騷擾、威脅、或恐嚇學生作為申訴案證人或學校紀律處分程序中的證人，以阻止該學生作證或報復該學生
的作證，或兩者兼之。
非法提供、安排售賣、商議售賣或售賣處方藥物 Soma。
從事、或意圖從事 Hazing 欺凌行為。為了本分節的目的，「Hazing 欺凌」是指一種引發或始起前對一
個學生組織或機構，無論該組織或機構是否被教育機構正式認可，很大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或個人
降職或恥辱，導致對前任、現任或未來學生的身體上或精神上傷害。為了本分節的目的，「Hazing 欺凌」
不包括體育活動或學校批准的活動。
從事欺凌行為。對於本分節之用，下列詞彙具有以下義：
(1) 「Bullying 欺凌」是指任何嚴重的或蔓延瀰性的，身體或言語行動或行為，包括以書面或電子活動
方式所作出的通訊，當中包括由一名或一團組的學生，進行一次或多次在48900.2，48900.3 或 48900.4
節中定義的行為，指向一名或多名學生使受到或可合理地預計有以下一個或多個的影响：
(A) 使一名合理的學生或學生們在恐懼被受個人或財產的傷害當中。
(B) 導致合理的學生在身體或精神健康上體驗重大的不利影響。
(C) 導致合理的學生體驗重大的干擾而影響其學業表現。
(D) 導致合理的學生體驗重大的干擾，而影響其參與能力或受惠於學校提供的服務，活動，或特權。
(2) (A) 「電子行為」是指在學校範圍以內或以外創建和傳送原件，電子裝置包括但不僅限於，電話、無線
電話或其他無線通訊設備，電腦，或傳呼機，的溝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何一種：
(i) 信息，文字，聲音，視頻或圖像。
(ii) 張貼在互聯網社交網絡上，包括但不限於：
(I) 建立刻錄頁面 (Burn Page) 或在其上張貼發表。「刻錄頁面」是指一個互聯網站的創建，是為達到
第（1）段中列出的一種或多種效果。
(II) 冒充一名真實學生而建立一個可信的假冒身份，使達到第（1）段中列出的一個或多個的影響。「可
信的假冒身份」是指，明知而未經同意下冒充一名學生以欺凌該學生，使其他學生將合理地相信，或有合
理理由的相信，認為該學生是被或曾被假冒的學生。
(III) 建立一個虛假檔案，使達到第（1）段中列出的一個或多個的影響。「虛假檔案」是指一個虛構的
學生檔案，或非學生本人使用一名真實學生的類似或其形象屬性建立的虛假檔案。.
(iii) 網絡的性欺凌行為。
(I) 為了本條款的目的，「網絡的性欺凌」 是指通過電子行為傳播或招攬煽動學生向另一名學生或學校
人員傳播照片或其他視覺記錄， 已經或可以合理地預測會有（A）至（D）副條款，包括在第（1）條款，
中描述的一項或多項的影響。照片或其他視頻記錄，如上所述，包括對未成年人仕的裸體、半裸、或色情
照片或其他視頻記錄的形像，而該照片、視頻記錄、或其他電子行為，可識別該未成年人仕。
(II) 為本條款的目的，“網絡的性欺凌”不包括具有嚴重文學、藝術、教育、政治或科學價值或涉及體
育賽事或學校認證活動的形像、描述或圖像。
(B) 儘管在第（1）條和（A）附條的說明，電子行為無處不在，其構成不應該只純粹基於互聯網上的傳輸，
或者是目前在互聯網上的發布。
(3) 「合理的學生」是指一名學生，包括但不限於，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同齡人仕或有其同樣特殊需要
的同齡人仕的行事當中，表現能照顧一般事務，技能和判斷。
學生不會因任何本節中所列舉的行為被停學或開除處分，除非該行為與學校活動或學校出席有關，發生在學
區總監或校長管轄下，或發生在任何其他學區中。學生在任何時間犯了本節中所列舉的行為，與學校活動或
學校出席有關，可能會被停學或開除，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各項：
a. 在學校範圍內。
b. 在上學或離校途中。
c. 午餐期間無論是在校園內或外。
d. 在學校主辦的活動期間，或往返途中。
學生協助或教唆，如刑事法中第31條所界定的，施加或試圖施加以他人人身傷害，可能會被停學處分，依照

(p)
(q)

(r)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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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將不會被開除學籍，除非該學生已經由少年法庭裁定犯有協助及教唆，以身體暴力使受害人蒙受巨大的
人身傷害或嚴重身體傷害的罪名，應根據分節(a)而受到紀律處分。
(u) 本節中所用的「學校財產」，包括但不僅限於，電子檔案和數據庫。
(v) 對於根據本條規定而受到紀律處分的學生，學區總監或校長可以根據第 48900.5 段的規定，使用其酌情權來
提供替代停學或學籍開除的年齡適合之處分，並解決和糾正該學生的不良行為。
(w) 立法機關有意，給予因曠課，遲到，或是缺席於學校活動的學生，予以停學或開除以外的替代處分。

EC 48900.2 — 性騷擾
除了第 48900 節規定的原因以外，一名學生可能被學校停學或建議開除，若果學區總監或該學生所屬的學校校長，
決定該學生犯了第 212.5 節中定義的性騷擾。
就本節而言，第 212.5 節中所描述的行為，必須由一名與受害者相同性別的合理人仕作出考慮，有充分嚴重性或
漸進性對個別人仕在學術表現上造成負面影響，或造成威脅、敵意或攻擊性的教育環境。本條並不適用於登記在
幼稚園和小學一至三年級的學生，都包括在內。

EC 48900.3 — 仇恨暴力
除了在第 48900 和 48900.2 節所載的理由以外，學生登記在任何 4 至 12 年級，都包括在內，可以被停學或建
議開除，若果學區總監或該學生所屬的學校校長，決定該學生造成，試圖造成，威脅造成或參與在第 233 節附條
中定義的仇恨暴力行為。

EC 48900.4 — 騷擾，威脅或恐嚇
除了在第 48900 和 48900.2 條指明的理由以外，學生登記在任何 4 至 12 年級，都包括在內，可以被停學或建
議開除，若果學區總監或該學生所屬的學校校長，決定該學生有意從事騷擾，威脅，或恐嚇，針對學區人員或學
生，有充分嚴重性或漸進性，致使有實際上和合理預期上的影響，嚴重擾亂課堂教學，造成大程度上的紊亂，以
及造成恐嚇或敵對的教育環境使侵犯學校工作人員或學生的權利。

EC 48900.5 — 施行停課處分的限制
停課處分，包括在第 48911.1 節所述的監督停課，只應當其他糾正行為的方式失敗下才施行。學區可以記錄其他
實施過的糾正方式，並存檔於學生紀錄中，而可以根據第 49069 節獲得資料的查閱。然而，學生，包括在第
56026 節中定義的有特殊需要的個別，都可以根據美國法第 20 章 1415 節，而被停課處分，在第 48900 節列舉
任何原因的首次違反，如果學區總監或學校校長決定該學生違反第 48900 中附條（a），（b），（c），（d）或
（e）或是該學生的出席會導致危害他人。

EC 48900.7— 恐怖威脅
(a) 除了在第 48900 48900.2，48900.3 和 48900.4 節中指明的原因以外，學生可以被學校停課或建議開除，若
果學區總監或該學生所屬的學校校長，確定該學生已對學校人員或學校財產，或兩者兼是，構成恐怖威脅。
(b) 就本節而言，「恐怖威脅」應包括任何聲明，無論是書面或口頭的，由一名人仕故意恐嚇會犯罪而將對他人
導致死亡，嚴重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超過一千美元（$ 1,000），而有特定意圖讓該聲明被視為恐嚇，即使在沒
有意圖實際執行的情況下其中，在其表面和其情況下，是如此明確，無條件，即時，和指定的，對該人仕傳達威
脅，重大的目的和即時實行的的威脅，從而導致該人仕合理地引起對自身或家人安全的持續恐懼，或對學區財產
的保護，或個人和家人財產的威脅。

EC 48915 —學籍開除建議的情況
(a) (1) 除了附文（c）和（e）中提供的以外，學校校長或學區總監，對於在學校內或在校舍外的學校活動中所
犯的以下任何行為，應向學生提出學籍開除建議，除非校長或學區總監決定由於該情況下不應建議學籍開除，或
有替代的方式以修正該行為補充：
(A) 造成他人嚴重身體傷害，除自衛以外。
(B) 學生在沒有合理使用原因下，擁有任何刀或其他危險物品。
(C) 非法擁有在健康和安全法第 2 章（由第 11053 起）第 10 分段中所列的任何受管制藥物，除以下其中一
項：
(i) 初犯擁有而不超過 1 常衡安士的大麻，非濃縮大麻。
(ii) 擁有非處方藥物使用於該學生作為醫療目的，或由醫生處方藥物予該學生。
(D) 搶劫或敲詐。
(E) 攻擊或毆打，定義如刑事法第 240 和 242 節所述，向任何學校僱員。
(2) 如果校長或學區總監將作出第 (1) 段所述的裁定，鼓勵他或她儘快作出裁決，以確保學生不喪失教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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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是由校長，學區總監，或由聽證官，或根據第 48918（d）分節而獲委任的管理小組提出，學區管理委員
會可以在判定一名學生犯了第 (1) 段分段（a）或第 48900 節分節（a）、（b）、（c）、（d）或（e）所列的
行為之後，指令開除學籍。學籍開除的決定應當根據以下一項或全兩項的發現：
(1) 其他糾正的方式並不可行，或重覆失敗而未能糾正行為。
(2) 由於行為的性質，學生的出席將導致該學生或其他人的持續性人身安全受威脅。
(c) 當校長或學區總監判定一名學生犯了任何下列行為，在學校內或在校舍外的學校活動中，應根據第 48911 節
立即立令停課：
(1) 持有，出售，或是提供槍支。本分條並不適用於一項槍支擁有的行為，若果學生從一名由校長同意或校長
指派同意的認證學校僱員中，已事先取得書面許可擁有槍支。本分條適用於一項擁有槍支的行為，即使如果藏
有仿製槍械，於第 48900 節分條（m）中定義，並不是根據本分條或分條（d）中規定處分停課或學籍開除的
罪行，但它是一個罪行根據分條（e），可能被判處停課或開除學籍。
(2) 向他人揮動刀子。.
(3) 非法出售在健康和安全法第 2 章（由第 11053 節起）第 10 分條所列的受管制藥物。
(4) 觸犯或意圖觸犯第 48900 節分條（n）中定義的性侵犯，或第 48900 中定義的性攻擊。
(5) 藏有爆炸品。
(d) 當管理委員會在判定學生觸犯附條（c）所列的行為，應指令開除學籍，並轉介該學生至學習計劃能符合以下
所有的條件：
(1) 有適當準備接出現示紀律問題的學生。
(2) 並非在全面性初中，高中，或在任何小學中提供。
(3) 計劃並不設置在該學生當時被處分停課的學校中。
(e) 由校長，學區總監，聽證官，或根據第 48918（d）分節而獲委任的管理小組提出的建議，學區管理委員會當
判定一名學生在學校內或在校舍外的學校活動中觸犯了第 48900 節分節（f）、（g）、（h）、（i）、（j）、
（k）、（l）或（m）或第 48900，48900.2，48900.3 或 48900.4，及以下任一項，都可以指令開除學籍：
(1) 其他糾正的方式並不可行，或重覆失敗而未能糾正行為。
(2) 由於該違規的性質，學生的出席將導致該學生或其他人的持續性人身安全受威脅。
(f) 管理委員會應轉介根據分條（b）或（e）而被開除學籍的學生至符合所有附條（d）規定條件的學習計劃。儘
管附條條文如此，關於學生根據分條（e）而被開除的，如果縣學區總監證實並無替代學習計劃的空缺在離開全面
性初中，高中，或小學中提供，而唯一的選擇安排是在另一所全面性初中，高中，或小學，學生可能會被轉介至
一所全面性初中，高中，或小學中提供的學習計劃。
(g) 就本節而言，「刀」是指任何短劍，匕首，或是其他武器安裝有固定的，用作穿刺的利刃，長於 3 英寸半的
刀刃，有鎖定位置的折疊刀，或無保護配備的剃刀。
(h) 就本節而言，「爆炸品」是指美國法第 18 章 921 節中所描述的「破壞性裝置」。
老師可以因其班上的學生作出任何第 48900 節所列的行為，而在當天和翌日處以停課處分。該老師應立即向學校
校長報告中此停課處分，並送學生至校長或其指派人員，採取適當的行動。該老師應儘快，要求其家長或監護人
參加關於此停課處分的家長–教師會議。老師因學生犯下猥褻行為、從事慣常性不雅或粗俗言行、擾亂學校活動、
或蓄意違抗授權的督導員、教師、行政人員、學校官員或其他學校工作人員履行其職責而受停課處分，可以要求
該家長或監護人出席其學生一天中的部份課程。出席的家長或監護人僅限於參與該停課學生的班課。該出席的要
求只適用於與學生同住的家長或監護人。按實際情況許可，學校輔導員或心理學家將出席會議。在老師、家長或
監護人的要求下，學校行政人員將出席會議。未經該課老師和校長的同意，停課處分的學生不得在停課期間返回
被罰停課的教室。被某班課停課處分的學生，不應安排在其他一般課堂中。
被停課處分的學生可以被要求完成停課期間錯過的所有作業和測驗，經合理提供，並滿意地完成後，應給予所有
學分。任何一班停課處分的老師，應根據本文和學區管理當局的規條，決定學生必須補足那些作業，及在何時段
內必須完成。測驗和作業將是合理而相等的，但不一定與停課期間錯過的測驗和作業完全相同。
在所有停課處分的個案，必須提供學生權利的適當程序。考慮停課處分的決定，應僅在教師或校長提出對該學生
的具體指控和給予學生提供辯解的機會後才作出。只有在認定是緊急情況下，該老師、校長、其指派人、或總監
可以無需給學生提供一個會議機會而作停課處分。在此用法中，「緊急情況」是指這種情況對學生或學校工作人
員的生命、安全或健康構成了明確和目前的危險。

網絡的性欺凌 - EC 234.2 和 48900
將「網絡的性欺凌」定義為：通過電子行為傳播，或煽動，或煽動傳播，學生對另一名學生或學校人員的照片或
其他視頻錄像，其目的或效果為侮辱或騷擾一名學生。特别指出照片或其他視頻錄像應包括裸體、半裸的描繪，
或未成年人仕的色情照片或其他視頻錄像，而該未成年人仕可通過照片、視頻錄像或其他電子行為中被識別。 2）
特别指出「網絡的性欺凌」不包括具有嚴重文學、藝術、教育、政治或科學價值或涉及體育或學校認可活動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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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素描或圖像。 3）要求 CDE 每年向學區通報加州健康兒童資源中心互聯網網站和其他 CDE 互聯網網站上發
布關於網絡性欺凌信息的資料。授權 CDE 使用電郵通知學區此信息。 4）鼓勵學區通知學生有關 CDE 網站上的
信息和資源。 5）將目前立法會的 AB 2212（Harper）納入規定，以避免發現問題。

傷害或破壞動物 – EC 32255 et seq.
任何學生進行違反道德的解剖，或是傷害或破壞動物，或其任何部分；必須通知該厭惡項目的老師。在該厭惡項
目上，必須有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的書面說明。
學生選擇不參與教育項目涉及傷害或破壞性使用動物，如果老師認為在可能情況下有適當的替代教育項目，學生
可以接受該替代教育項目。老師可能與學生商定同意一個替代教育項目，使學生可以在學習的問題上獲取課程所
需的知識、資料或經驗。

石棉管理計劃 – 40 CFR 763.93
聖蓋博聯合學區為其含石棉材料的校舍，維持並每年更新其管理計劃。在您的學校辦事處中可提供石棉管理計劃
的副本。

農藥產品 – EC 17612 和 48980.3
工作人員和家長有權利被通知，在學校設施裡於學年中預計使用的所有農藥產品。工作人員和家長也有權利在學
校使施用農藥的至少 72 小時前收到個人通知。如果您想對個別農藥的施用獲得通知，請聯繫維修部門於 408
Junipero Serra Dr., San Gabriel CA 91776，或致電 626-451-5450。通知將標識每個農藥產品的名稱和活性成
分，預期施用的日期，學校或學區綜合蟲害管理計劃發布的網址，及以下加州農藥監管部門的網站，涉及農藥使
用和減少 – www.cdpr.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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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NFORMATION FOR FREE AND REDUCED PRICE MEALS
減免費餐食資訊
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S – ANNUAL NOTICE
統一投訴程序 - 年度公告
STUDENT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USE AGREEMENT
學生互聯網和科技使用協議
(要求簽名)
MULTIMEDIA RELEASE AGREEMENT

多媒體發放同意書
(要求簽名)
ANNUAL NOTIFICATION SIGNATURE PAGE

年度通告簽署頁
(要求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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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蓋博聯合學區 (SGUSD)

敬愛的家長/監護人：
孩子們得有健康膳食，才能有效學習。聖蓋博聯合學區在每天上學均提供健康膳食。早餐費是 $1.00；午餐費則
是 K-8 = $2.00. 9-12 年級 = $2.25。您的孩子也許符合條件，可獲免費或減費餐食。減價早餐是 $0.00，午餐
則是 $0.40。
1. 我需要為每位孩子各填寫一份申請表嗎？ 不需要。您只須填寫一份表格，以申請免費或減費校餐。同一個家
庭的所有學生，也只需呈交一份免費與減價校餐申請表。資料不全的申請表將不予批准，故此請確保所有要求的
資料均已填寫妥當。並將填妥的申請表交到：SGUSD Food Services,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2. 誰人能受惠於免費校餐？ 孩子的家庭獲得食物券或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以及大多數寄養孩子，不管
收入高低均可獲得這項福利。同時， 如果您的家庭收入在聯邦收入指引（Federal Income Guidelines）的免費
範圍之内，您的孩子也可享有免費校餐。
3. 無家可歸、離家出走或暫住的孩子們可獲得免費校餐嗎？ 如果您未接獲通知您的孩子是否獲批免費校餐，請聯
絡 John Herren (626) 451-5482 以了解您的孩子是否符合資格。
4. 誰人能受惠於減費校餐？如果您的家庭收入在聯邦收入表（Federal Income Chart）的減費限額之内，您的孩
子可享有低收費校餐。
5. 我加入了婦幼營養補助計劃（WIC）。我的孩子可以獲得免費校餐嗎？ 家庭參與 WIC 的孩子，可能合資格獲得免費
或減費的膳食。請填寫一份申請表。
6. 你們會對我提供的資料進行核查嗎？ 會，我們可能要求您提供書面證明。
7. 如果我目前不符合條件，以後我能再提出申請嗎？ 可以。如果您的家庭人口增加、收入減少或開始獲得食物券
配給、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ANF）或其他福利，在學年期間的任何時間都可以提出申請。如果您失業了，您的孩
子就可能獲得減或免費校餐。
8. 如果我不同意學校對我的申請所作的決定，該怎麼辦？ 您應該跟學校官員討論。您也可致電或以書面要求舉行
聽證至：餐飲服務主管 Isabel Millan 於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9. 如果我的家庭成員中有不是美國公民，我還可以申請嗎？ 可以。您或您的孩子不一定得是美國公民，也可以符
合條件申請減免費校餐。
10. 我的家庭成員應該包括哪些人？ 無論有無親戚關係（如祖父母、其他親戚或朋友），凡住同一屋簷下者均須
包括在內。您還必須包括您自己和所有同住的孩子。
11. 如果我的收入不穩定，該怎麼辦？ 請列出您的一般收入。例如，如果您每月的收入一般是 $1000，但您上個
月少做了，只賺到 $900，那您的每月收入還應填寫 $1000。如果您平常有加班費，請包括在內。但如果您只是偶
爾加班，則不必列入。
12. 我們是在職軍人，住房補貼需要列為收入嗎？ 如果您的住房是屬於軍人住房私有化計劃（Military Housing
Privatization Initiative），請別將住房補貼列為收入。其他補貼則必須全列入您的總收入。
如有其他疑問或需要幫助，請致電： (626) 451-5453。
謹啟！
Isabel Millan
餐飲服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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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蓋博聯合學區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626.451.5400
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 (UCP) Annual Notice for 2018 – 2019
2018-19 統一申訴程序年度通知
給學生，員工，家長/監護人們
及學區諮詢委員會成員和其他有關方面
聖蓋博聯合學區有主要責任確保遵守聯邦和州的法律及規條。我們確立統一申訴程序（UCP），以處理對任何受保
護群體的非法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的指控，以及投訴違反州或聯邦法律的教育課程管理、受 UCP 管制的所有項
目和活動、非法學生收費，以及在地區管控及問責計劃（LCAP）上違規的指稱。
我們將調查所有違反“教育法”第 200 和 220 章，以及“政府法”第 11135 章中，對任何被確認的受保護群體
的非法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指控，包括根據“刑事法”第 422.55 章所規定的任何實際或感知的特徵，或基
於個人或某人與團體有一位或多位具有該實際或感知特徵的人仕在任何由該機構主辦的項目或活動中，是由任何州
財政直接資助，或接收或受益。
UCP 應也可用於處理投訴指控，不符合國家和/或聯邦法於：
成人教育
課後教育和安全
美國印第安人教育中心和幼兒教育計劃評估
雙語教育
加州教師同伴協助和評估計劃
職業技術和技術教育，職業技術，技術培訓
職業技術教育
兒童照顧和發展
兒童營養
補償教育
綜合分類援助
沒有教育性內容的課程時間
經濟影響援助
寄養學生，無家可歸學生，和現在就讀於學區的前少年法庭學生，以及軍人家庭子弟的教育
每名學生都成功/無孩童被遺漏法案
地方管理問責計劃（LCAP）
移民教育
體育教學時間
學生費用
對哺乳學生的合理性配合
區域職業中心和計劃
學校安全計劃
特殊教育
州立幼兒園
煙草使用預防教育學生
學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有：
1. 向學生收取的費用作為註冊學校或課程的條件，或作為參加課程或課外活動的條件，不論課程或活動是選
修課還是必修課，或是學分課。
2.

要求學生為所需的鎖、儲物櫃、書籍、課堂儀器、樂器、衣服或其他材料或設備，支付保證金或其他費用。

3.

要求學生購買以獲得與教育性活動相關的材料、用品、設備或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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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收費或 LCAP 投訴，如果申訴人有提供證據或引作證據的資料以支持該投訴，可以被匿名提交。.
就讀於公立學校的學生，不應被要求支付學生費用以參與教育活動。
學生收費的投訴需要在涉嫌違規指控發生的當天起，不超過一年的期限前提交。
按照教育法典第48853，48853.5，49069.5，51225.1 和 51225.2 條的規定，我們將發布寄養和無家可歸青年、
現在就讀於學區的前少年法庭學生，以及軍人家庭子弟學生的教育權利標準化通告。此通知應包括投訴程序資料
（如適用）。
除了與學生收費有關問題的申訴，必須以書面形式提交予以下指定的申訴受理人員：
Deputy Superintendent, Educational Services
408 Junipero Serra Drive
San Gabriel, CA 91776
(626) 451 – 5400
學生收費的投訴可向聖蓋博聯合學區和/或該學校校長提交申訴。
指稱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的投訴，必須在指稱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發生之日，或是對該歧視，騷擾，恐
嚇或欺凌指控投訴首次獲知的日期起的六（6）個月內提交投訴，除非提交的時限由學區總監或其指派的人員延長
期限。
投訴將進行調查，並在收到投訴的六十（60）天內會向申訴人發出書面的判決或報告。這時限可以書面向申訴人
同意下延長。負責調查該投訴的人員，應根據第 4621 段之下的地方學區配合程序而進行和完成調查。
對於我們有關特定課程、學生收費和 LCAP 的決定，申訴人有權在收到我們的判決 15 天之內，以書面形式向加
州教育部門（CDE）提出上訴。上訴書必須連同一份遞交投訴書原件的副本，和一份判決書的副本。
投訴人被告知民事法律彌補措施，包括但不限於禁令，限制令或其他彌補措施或命令，如果適用的話，可能根據
州或聯邦歧視、騷擾、恐嚇或欺凌法律提供。
免費提供 UCP 申訴政策和程序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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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至 12 年級學生互聯網和科技使用協議
2016 年 3 月 1 日更新
科技使用的目的
聖蓋博聯合學區（SGUSD）堅定承諾為學生提供高質素的教育，包括使用及體驗現代科技和互聯網的資源。我們鼓
勵學生們在教職員的監督下使用科技，以熟悉各種應用程式，也學習有效及安全地在互聯網上搜索。學區的目標
是為所有學生，在畢業時為大學和就職作好準備。

科技使用的風險和機會
學區的科技系統是一項特權，而非權利；鼓勵和提醒學生，善用科技工具僅只於教育目的。這些工具是幫助學生
的功課任務，資料搜尋，協作互動和其他課堂活動。不恰當使用學區的科技系統，可能會導致失去這項特權。
學區使用網絡過濾系統來篩檢互聯網的流量，和隔礙根據兒童互聯網保護法和學區董事會政策 6163.4 的不適當
的資料。然而，學區不能保證過濾軟件將在所有情況下成功地阻止被視為有害、不雅、令人反感或不恰當的材料
進入。因此，至關重要的是學生在學校負責任地正確使用向他/她們提供的科技資源。

個人責任和安全
學生需為自己的行為和學區電腦和網絡通訊的使用而負責。

學生用戶使用科技應閱讀，尊重和履行以下：
A. 我明白使用學校的電腦和獲進入互聯網，是一項特權，而我只會使用這些工具用於學校有關的任務。
B. 我明白在我的學校紀律守則和科技使用協議中所述的所有規則，當在學校使用電腦，以及任何時間，

無論在家或其他非學校地點，我使用學區的 Google Apps 教育軟件作社交媒體活動時，都將受這些
規則規管。
C. 我將只使用分配給我的用戶名和密碼。
D. 如果任何在電腦或互聯網上，有看似不正確或使我感到不安（不適當，冒犯性，非法的，任何欺凌舉動，或
違反科技使用協議的行動）的事情發生；我會立即停止，並告訴老師。
E. 我明白學區將一切在電腦上或通過電腦的操作，都作紀錄保存；而電腦 / 互聯網可以追溯尋回操作的人仕。
F. 我不會在網上分享個人資料。
G. 我會尊重和遵守尊利權的法律和法規。

學生用戶使用科技不應：
A. 我不會使用電腦和互聯網來騷擾，取笑，恐嚇或威脅任何其他學生或個人。
B. 我不會進入，張貼或顯示任何有害或不當圖片或材料；威脅，不適當，及可能會冒犯任何群組、種族、性別
或國籍。
C. 除了指定的活動以外，我不會使用學校的電腦玩遊戲或社交。
D. 當我在學校，我不會參與聊天室（或即時傳訊），除非是老師指定針對特定項目而做。
E. 我不會破壞電腦，上載任何病毒，間諜軟件，或其他惡意軟件到電腦或電腦網絡。我不會改動電腦桌面的展
示，或是它的操作。我明白這將被視為一種破壞的形式。
F. 我不會試圖繞過電腦或學區網絡上的保安裝置，下載或安裝來自互聯網的任何軟件。
G. 我不會使用學校的電腦和網絡購買，出售，或宣傳任何物事。

學生只可以在簽署本文件之後，方可獲使用互聯網和科技資源。未成年人仕也需要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

紀律處分
違反本守則或任何這些 SGUSD 的規章和指引，可能會導致紀律處分，其中可能包括損失獲准使用科技和/或互聯
網工具，停學或開除學籍，或者管理人員認為適當的其他紀律處分。違反地方，州或聯邦法律，亦可能會導致執
法部門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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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隱私的預期
學區的電子網絡不是一個公開論壇，用戶應該認識到存檔在學區的電腦和/或示服器上可能並不私隱。學區保留權
利在需要時，監控對電腦的使用，和/或示服器，檢查文件和資料。
聖蓋博聯合學區（SGUSD）很高興為學生們提供電腦，網絡和科技作為教育用途的使用。雖然學區已經安置了安
全措施，但並不保證能完全阻隔所有不適當的網站或資料。學區亦不能確保每個存檔在示服器中的文件，能夠隨
時取出。我們強烈建議學生定期後備存檔其文件。此外，以雲端基礎的儲存使用和普遍化，學生們的文件可以保
存在這些驅動器，如 Google，iCloud，One Drive 等。以同時符合 COPPA（兒童網上隱私保護法）和 FERPA（家庭
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您和您的孩子必須閱讀，並簽署本文件；您的孩子方可獲得使用 SGUSD 的科技。

學生同意書
我明白，我的電腦使用並非私人，並且學區將監督我在學區網絡上的活動。我已經閱讀學區的科技及互聯網學生
使用協議，並同意遵守這些規則。我明白違反守則或指引可能導致紀律處分，包括損失科技的使用，停學或學籍
開除。
正寫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

學生簽名

日期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同意書
我已閱讀並理解，學區的科技及互聯網學生使用協議。考慮到我的孩子能夠使用學區科技和學區網絡，在此，我
豁免學區，其操作者，及其附屬的機構，免責自然產生的任何和所有索賠及損害，是由於我的孩子使用，或無法
使用，該系統，包括，但不限於，學區守則的和行政規章中確認的損害形式。
______ 我同意，或 _____ 不同意，我的孩子使用學區科技和學區網絡，並確認本表格上的資料皆正確無誤。
正寫家長/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

請於簽署要求頁簽名並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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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蓋博聯合學區
MULTIMEDIA RELEASE AGREEMENT

多媒體發放同意書
在此，我同意授權聖蓋博聯合學區（SGUSD）使用我的孩子/學生的照片或視頻，由學區或其授權代理，
或由學區接收從，但不限於，家長們和媒體中，以任何理由或目的拍攝，在任何時間無論在校内或校的。
在全學年中，可能會拍攝照片或視頻以展示和/或公開學生及其課堂作品，或在校內參與的活動。
我明白我孩子的這些照片和視頻，將會用於任何目的，包括但不限於出版、展示、和學校分發的材料。
可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於學校校訊、學區通訊、互聯網網頁、公告欄的展示、傳單、宣傳物料，和年
刋。我亦理解，沒有我的書面許可表示，這些材料中沒有包含我孩子的肖像或聲音的任何部分，會被用
作商業目的之廣播或轉播。
這同意書是為在全學年中，展示和/或出版我孩子的課堂作品或學生參與學校活動的目的。我已詳細閱
讀本同意書，並充分了解其所有條款。

請於簽署要求頁簽名並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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