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家長/法定監護人手册 

          2021-2022 
 

 
 
 
 
 
 

索取本手册的英語或西班牙副本，請聯繫學校秘書。



 
 

  任務 
 

    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任務是去教育學生去達到並能展現優秀學術成 

  就。學生具備信心，合作和參與多元民族文化社區的能力。我們重視 

  傳統，同時擁抱創新。 
 

    2021-2024 年战略规划目标和预期 
   

    目標 #1: 参与、教育、赋权 

  期望：该学区的每个教室和课程都将支持跨内容领域的高质量、普遍可访     

  问的学习体验，以培 养毕业生简介中表达的 SLUSD 能力。 

 

 

目標 #2: 通过大学和职业准备实现教育公平 

期望：全面、适应性强且富有成效的 TK-12 职业和大学规划，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和高等教育机会， 

强大的指 导，与 SLUSD 毕业生简介保持一致。 
 

  目標 #3: 目标#3：以股权为中心的有效员工参与 

   期望：所有教职员工和学区合作伙伴都围绕我们的学生学习目标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并保持充分参与

， 

   为所有学生提供出色的教育体验。 

 

 

  目標#4:  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期望：SLUSD 将支持和加强家庭与社区之间的互惠关系，从而促进学生积极的社交、情感和学业发展

。 

 
 

  目標 #5: 设施和技术 

       SLUSD 将改进和维护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为所有学生提供最佳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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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2021-2022     

8月份 16 17 18 19 20  8/16 员工发展日#1 (無學生) 

12/10 23 24 25 26   27  8/17 计划日#1 (無學生) 

(工作/教學) 
30  31     8/18 第一天上課 

         
9月份   1 2 3  9/6 勞工節假期 (學生不上課) 

21/21 6 7 8 9 10  9/9 小學回校迎新夜 

 13 14 15 16 17  9/23 初中回校迎新夜 

 20 21 22 23 24  9/30 高中SLHS回校迎新夜 

 27 28 29 30     

                

10月份     1  10/7 回校迎新夜Lincoln HS高中 

21/21 4 5 6 7 8  10/11-15 家長教師會面 K-3  

 11 12 13 14 15  10/11-19 家長教師會面4-5 

 18 19 20 21 22  10/15  第一季度末（初中和高中） 

  25 26 27 28 29    

         

11月份 1 2 3 4 5  11/1   员工发展日#2 (無學生) 

16/15 8 9 10 11 12  11/11 退伍軍人日假期 (學生不上課) 

 15 16 17 18 19  11/12 小學第一評分期結束 

 
22 

 
29 

23 
 

30 

24 25 26  11/22-26 感恩節假期 (學生不上課)          

         12月份 

           13/12 

 

    1 2 3  12/16 第二季度末（初中和高中） 

6 7 8 9 10   12/17 計劃第2天（無學生） 

13 14 15 16 17    

20 

 
27 

21 

 
28 

22 

 
29 

23 

 
30 

24 

 
 31 

 12/20-31 
 
 

寒假 (學生不上課) 
 

 
 

                    

           1月份 3 4 5 6 7    

20/20 10 11 12 13 14    

 
17 
24 
31 

18 
25 

19 
26 

20 
27 

21 
28 

 1/17 馬丁路德金博士紀念日 (學生不上課) 

        

              2月份        1 2 3 4  2/10 高中 SLHS學校開放日 

15/15 7 8 9 10 11  2/14 埃尔帕克測試窗口打開 

 14 15 16 17 18  2/18 小學二年級期末  

  
21 
28 

22 23 24 25  2/21-25 
 

 總統週假期 (學生不上課 ) 
 

          3月份  1 2 3 4  3/3 初中學校開放日 

23/23 7 8 9 10 11  3/7 CAASPP 測試窗口打開 

 14 15 16 17 18  3/10 Lincoln HS 開放日 

 
21 
 

28 

22 23 34 25  3/18 
 

中學第三個成績時段完結                                                 

 
 

         

4月份 
      1  4/1 员工开发日 #3/Cesar Chavez 纪念日 

16/15 4 5 6 7 8  4/4-8 春假  (學生不上課) 

 
11 
18 

12 
19 

13 
20 

14 
21 

15 
22 

  
 

      

 
25 26 27 28 29   

 

 

5月份 2 3 4 5 6  5/12 開放日小學 

21/21 9 10 11 12  13    

 
16 
23 
30 

17 
24 
31 

18 
25 

19 
26 

20 
27 

  
5/30 

 

亡兵紀念日假期 (學生不上課)                                             



 

 

6月份 
 
 

 
 

1     2   3   
6/9 

 

學校嘅最後一日 

               8/7 
6 
 

7 
 

8 
 

9 
 

10 
 

 6/10 计划日#3 (沒有學生) 

180天 學生/186天 教師                                董事會於2021年6月29日批准 

 

                                         

校區職員通訊錄 
San Leandro聯合校區 

2021-2022 
 

學校及地址 管理人員 辦公室職員 辦公室時間及資料 
Garfield Elementary School 
13050 Aurora Drive  94577 
618-4300       fax: 352-5399 
 

Lynda Hornada, Principal Jessica Mendoza 
Sandra Petrequin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Jefferson Elementary School 
14300 Bancroft Avenue  94578 
618-4310        fax: 895-4161 
 

Judith Alcala, Principal 
Fleurdeliz McJilton, Assistant Principal 
 

Alma Gutierrez 
Denise Potestio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Madison Elementary School 
14751 Juniper Street  94579 
895-7944  fax: 895-7959 

 

Paulette Smith, Principal Rosie Sainez-Garcia 
Dennesie De La Cuesta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McKinley Elementary School 
2150 E. 14th Street  94577 
618-4320       fax: 895-7457 
 

Nicholas Easter, Principal Georgette Kristof-Jackson 
Elaine Tesorero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Monroe Elementary School 
3750 Monterey Blvd.  94578 
618-4340       fax: 614-0298 
 

Jeannette McNeil, Principal Teresa Alonzo 
Tanya Solis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Roosevelt Elementary School 
951 Dowling Blvd.  94577 
618-4350 fax: 639-0832 
 

David Kumamoto, Principal Chris Lucero 
Lupita Trejo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Washington Elementary School 
250 Dutton Ave  94577 
618-4360      fax: 895-4112 

Monica Manriquez, Principal Maria Flores 
Marla Losson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Wilson Elementary School 
1300 Williams Street  94577 
618-4370   fax: 895-4179 
 

Virginia Quock, Principal 
Gillian Bowley, Vice Principal 
  
 

Jennifer Amate 
Andrea Godoy 
 

Office open August 4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Bancroft Middle School 
1150 Bancroft Ave  94577 
618-4380  fax: 895-4113 
618-4381 – Attendance 
 

Valentin Del Rio, Principal 
Diana Burns, Vice Principal 
Sandra Hernandez, Vice Principal 

Isabelle Rodrigues  
Erica Rosales 
Beatriz Rodriguez 
 

Office open July 20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John Muir Middle School 
1444 Williams Street  94577 
618-4400   fax: 667-3545 
618-4401 – Attendance 
 

Robert Picciotto,  Principal 
Diane Chau , Vice Principal 
Mahru Elahi, Vice Principal 
 

Claudia Costa 
Reina Guzman 
Bigda Valdez 

Office open July 20 to June 23 
8:00 AM to 3:30 PM 

Lincoln Continuation High 
2600 Teagarden  94577 
618-4460     fax: 614-2018 
ACE Program 
Lighthouse Independent Study 
618-4450     fax: 667-3575 
 

Matthew Steinecke, Principal 
Shaun Hale, Counselor 

Maria Carvalho 
 

Office open August 1 to June 28 
8:00 AM to 3:30 PM 

San Leandro High School 
2200 Bancroft Avenue  94577 
618-4600 fax: 614-0986 
 
 
Fred T. Korematsu Campus 
618-4600     fax: 618-1635 

Reginald Richardson, Co-Prin. 
Ronald Richardson, Co-Principal 
Abbey Kerrins, A.P. 
Michael Yee, A.P.  
Anna Nguyen, A.P. 

Maria Esparza,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ext. 2162 
 
 
 
 
Sec. to A.P./ext.  
Amy Olson 

Office open July 1 to June 30 
8:00 AM to 3:30 PM 

San Leandro 成人學校 
14735 Juniper Street  94579 

Bradley Frazier, Principal 
Rachelle Parham, Vice Principal 

Laura Gomez 
 

Office open July 3 to June 23 
8:00 AM to 4:00 PM 



 

 

618-4420  fax: 352-2183 
569-5327 Broadmoor 
667-6287 Parent/Toddler 

 Broadmoor Pre-School, 
 Parent/Toddler Program 
 

 

 

 

 

 

辦公室及部門 主管及職員  辦公室職員 辦公時間及資料 

校監辦公室 
667-3500   fax: 667-6234 

 

Mike McLaughlin, Ed.D. 

校監 

Michelle Mayfield Hours:  8:00 AM to 4:30 PM 
 

Educational Services Division 

教育服務部 
667-3538 fax: 667-6234 
 
667-3505 
 
667-3529 
 
667-3552/667-6226 

Sonal Patel, Ed.D.,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Michael Cubacub, Ed.D  
   Assessment and Technology 
Joanne Clark, Senior Directo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line Liu, Director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Equity 
Doris Castillo, Assistant Director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Equity 
Elisa Alvarez, Principal on Special Assignment 

Consuelo Zuluaga, Mckinney Vento/Foster Youth 
Liaison 

Michelle Mayfield 
 
Marissa Scobee 
Carole MacKenzie 
Margarita Alexander 
 
 
 
 

Hours:  8:30 AM to 5:00 PM 
 
Hours:  8:00 AM TO 4:00 PM 
 
 
 
 
 
 
 

Technology 
667-6207 fax: 346-1591 

Larry Simon,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David Machado 
Long Vo 
Nicholas Guevara 
Roxanne Ansolabehere 
Victor Phoummathep 
Alfonso Corona 
Iuliana Papuc 

Hours:  8:00 AM to 5:00 PM 

Student Services, Special Education and 
Community Wellness 
2255 Bancroft Avenue 
667-3507   fax: 614-1075 
667-3503 fax: 297-0508 
 

School Health & Wellness Center 
13666 E. 14th Street 
667-3510 
Health Services: 
667-6248/667-6249 

Colleen Palia, Director of Special Education  
Kevin Nazario, Assistant Director 
Doris Kwok, Assistant Director 
Amy Taxdahl, School Nurse 
Kristin Jagoda, School Nurse 
Jacinda Chen, School Nurse 
 
 
 
Irene Barraza,     Behavioral Health Consultant 
 

Theresa Gonzalez 
Shirley Harvey 
Sandra Bueno-Salas 
Consuelo Zuluaga 
Cordula Dokes 
 
 

Hours:  8:00 AM to 4:00 PM 
 
 
 
 

Hours: 7:30 AM to 3:30 PM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667-3523  fax: 667-6234 
 

Zarina Zanipatin, Ed.D.,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Grozelia Ward, ,Director Personnel Services 

  JJJames Parrish, Ed.D.,  Director, Family &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Keziah Moss, Director of Community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Michele Felarca 
Lorena Reyes 
Maria David 
Kate Miller 

 

Business Services 
667-3504 fax: 667-6234 
667-3501 
667-3512 
 

Kevin Collins, Ed.D,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Sandra Anderson-Knox, Director, Business Services 
 

Lynn Hester 
Teresa Zumbo 
Zaira Duncan 
Michael Cardoso 
Suviyana Wijaya 
Cristina Fuentes 

Hours: 8:30 AM to 5:00 PM 

Maintenance/Operations 
667-4445 
618-4440   fax: 614-1816 

Aaron Kerrigan, Director of Bond 
Greg Dyer, Director of Building and Grounds 
 

Carol Alvarez Hours:  7:30 AM to 4:00 PM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s 
667-3508          fax: 667-3569 

Clell Hoffman, Director, Food & Nutrition Services Patti Senna 
Joyce DeLaVega 
Renee Souza 
 

Hours:  8:00 AM to 4:00 PM 
 

 

教育董事局 - 公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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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ee Area 1 
Monique Tate 
Term: 2020-2024 
170 Stoakes Ave. #5 
San Leandro, CA  94577 
510-913-2900 (cell) 
mtate@slusd.us 

Trustee Area 2 
Christian Rodriguez, Vice President 
Term: 2018-2022 
195 Euclid Avenue 
San Leandro, CA  94577 
510-545-7428 
crodriguez@slusd.us 

Trustee Area 3 
Evellyn Gonzalez, President 
Term:2020-2024 
1700 Daniels Drive 
San Leandro, CA 94577 
510-352-6716 
eigonzalez@slusd.us 
 
 

Trustee Area 4 
Leo Sheridan 
Term: 2018-2022 
903 Begonia Drive 
San Leandro, CA  94578 
510-909-7152 (home) 
lsheridan@slusd.us 
 

Trustee Area 5 
Diana J. Prola 
Term: 2020-2024 
2234 Belvedere 
San Leandro, CA  94577 
510-483-0744 (home) 
dprola@slusd.us  

Trustee Area 6 
James Aguilar, Clerk 
Term: 2018-2022 
4361 Loch Lane 
San Leandro, CA  94578 
510-500-6973 
jaguilar@slusd.us  

Trustee At Large 
Peter Oshinski 
Term: 2020-2024 
730 Victoria Avenue 
San Leandro, CA  94577 
(510) 969-8609 
poshinski@slus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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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數據確認 

在每個學年開始時，所有家庭都需要確認和更

新學生資料，審查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主要政策，

並批准校區必須為每個學生備案的表格。此過程須通過

我們網頁的Aeries Parent Portal，在網上完成。单击 

SLUSD 网站上的家庭和社区选项卡，您可以找到 

Aeries 家长门户的链接。如果您有 Aeries家长门户帐

户，您可以在新学年开始前的任何时间完成数据确认。

如果你沒有Aeries Parent Portal家長戶口，則需要先開設

一個戶口，包含你學生的Perm ID學生身份號碼，VPC 

Code確認密碼和家庭電話號碼。请联系您的站点管理员

或办公室工作人员以请求 VPC 代码。我们要求您在 

2021 年 8 月 17 日或之前完成数据确认流程。 

 
 

課程及指導  

1.課程內容及標準 
San Leandro聯合校區教育董事局正式採納了加州教育部 (CDE) 的

內容標準，在數學 (Mathematics), 英語(English-Language Arts), 英

語發展(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科學(Science), 歷史-社會

科學(History-Social Science) 及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這些科目上

。此外, CDE的大綱和挑戰標準就作為了 

San Leandro 在其它課程領域的指導方針標準。 

 每級水平標準敘述指定知識和技巧領域的大綱，是學生在學期結

束前就應該學了的。 

 

 標準說明書刊載於校區網頁內。而新的共同核心州標準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亦刊載於校區網頁內。這些 

標準從 2014-2015學年起開始生效。  

 

圣莱安德罗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在数学、英语语言艺术/英语

语言发展、科学、历史社会科学和体育方面实施加州内容标准

。这些标准概述了学生在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每个学科和年级中

应该知道和能够做的事情。过渡性幼儿园教室混合使用这些标

准和加州学前教育基础。 

 

有关 CA 内容标准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de.ca.gov/re/cc/。有关加州学龄前学习基金会的

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de.ca.gov/sp/cd/re/psfoundations.asp。 

 

2.成績單 

成績單是老師與家長/監護人溝通的工具，讓家長知道他們孩

子朝向級水平內容標準的進度。 

 

小學:小學生每年收到三次成績單。若學生在某個科目未能表現出

可接受的進展，在每個學期的中段學生就會收到進度成績單。小學

成績用以下標準比例顯示：  1 = 未達到標準, 

 2 = 接近達到標準, 3 = 達到標準, 或 4 = 超越標準 

   

中學:初中及高中學生一年會收到四次成績單，上下學期各兩

次 (大約每9個星期) 。此外，若學生在某個科目未能表現 

出可接受的進展，在每個評分的中段(大約每4.5個星期)學生就

會收到進度成績單。 

   

3. 功課政策及指引 

校區修訂並採納功課政策及指引，BP6154，在2012年6月5日。 

我們請家長/監護人及學生去檢視這個政策，並留意其要求，步驟

，和所列出的功課時間線。 BP 6154 可在校區網頁上找 

到。  

 

4.過渡幼稚園班 

你的孩子有可能合資格入讀一個新的，免費公共教育課程叫過

渡幼稚園班(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 。加州最近通過 

一條法例 (SB 1381準備好上幼稚園法按2010) 改變幼稚園入 

學年齡要求，並要校區開設過渡幼稚園班給在9月2日至 

12月2日轉5歲的孩子入讀，讓孩子有機會去發展社交及學術技

巧，並建立自信幫助他們在幼稚園班及日後學習成功。這個幼

稚園準備課程是一道連接學前班及幼稚園班的橋樑，給與這些

"幼小五歲兒"一個啟蒙教育，一個兩年的幼稚園課程。 

 

● 這個課程免費並且是公立學校教育的一部份 

● 指定課程，按照幼稚園標準 

● 過渡幼稚園班由文憑教師教導 

● 完成過渡幼稚園班後，學生進入幼稚園班 

 

今年，過渡幼稚園班(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 Program) 會在六

所小學舉辦：Garfield, Jefferson, McKinley, Wilson, Roosevelt 及 

Monroe. 過渡幼稚園班開放給在9月2日至 

12月2日轉5歲的孩子入讀。 

董事會鼓勵所有學齡兒童入學和適當安置在學校。校監或指定

人員應通知家長/監護人進入校區學校各級的入學要求，並協助

他們註冊程序。 

 

在長期的成功教育經驗中，第一年是至關重要的，要盡一切努

力，確保進入過渡幼稚園和幼稚園的學生準備學習和成功。平

衡目前對早期教育長期影響的理解與每位學生的獨特需求需要

仔細考慮。董事局，根據州規定，認為一般學生在研究表明的

最適合年齡入學有利於長期成功。然而，這一政策和州規定有

考慮到個別學生在早期入學的需要。 

 

決定早期入讀過渡幼稚園，幼稚園，及一年級需要認真考慮所

有的因素。學生的學術，社交，和情緒必須準備好，以及學生

的身體發育和福祉必須被權衡，也要考慮制度上的因素。過渡

幼稚園和幼稚園早期入學方面的決定取決於學生的準備情況和

所涉及的各種因素。 

 

董事局認定，學生將在州規定的年齡進入過渡幼稚園和幼推園

班。董事局了解到，學生的出生日期剛好錯過入學日期界線的

學生可能具有教育需要或表現出有早期入讀過渡幼稚園或幼稚

園的能力。 

 
1.要求提早入讀過渡幼稚園的學生必須展現出有早入學的能 

  力。 

 

2.要求提早入讀幼稚園的學生必須展現出有早入學的能力。 

 
3.關於早期入學的決定必須包括上述的考慮，不論種族，膚色

，性別，宗教，血統，國籍，婚姻狀況，年齡，殘疾，或兒童

和/或其家屬的性取向。製度因素諸如容納空間等亦需在考慮之

內。 

 

校監有執行這項政策的規定，其中包括一個篩選程序給出生日

期超出州規定入學日期的學生，以及上訴程序給上述篩選結果

。 
 

學生在12月3日至2月28日期間出生，提早入讀過渡幼稚園班的

申請會被考慮。學生在2月28日以後出生，其申請提早入讀過渡

幼推園班將不被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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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9月2日至10月31日期間出生，提早入讀幼稚園班的申請

會被考慮。學生在10月31日以後出生，其申請提早入讀幼稚園

班將不被考慮。 

            

5.加州英語語言能力評估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s for California (ELPAC) 

州和聯邦法律要求當地教育機構對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的合

資格學生進行州英語語言能力測試（ELP）。加州英语语言

能力评估 (ELPAC) 将与 2012 年加州英语语言发展标准保持

一致。它将包括两个单独的 ELP 评估：一個用於初次識別

學生為英語學習生（EL），另一個用於年度總結性評估，用

於衡量學生學習英語的進度以及識別學生的ELP水平。 

 

初始和总结性 ELPAC 通过基于计算机的测试交付平台进行

管理。四個領域（聽，說，讀和寫）將在電腦上進行，但而

幼稚園班至二年級的寫作領域，仍會通過紙筆形式測驗來完

成。母语调查确定的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如果之前没有参

加过 ELPAC 并且以前没有被归类为 EL，则必须参加初始 

ELPAC。通过初始 ELPAC 指定为 EL 的学生必须每年参加总

结性 ELPAC，直到他们被重新归类为流利的英语熟练者。 

 

替代 ELPAC 将在运行后取代所有当地确定的替代评估，并

首次为全州范围内具有最严重认知障碍的学生提供一致、标

准化的 ELP 测量。替代 ELPAC 操作现场测试现在计划在 

2021-22 学年进行，测试窗口将于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5 日期间提供。 

 
6. 加州評估學生表現及進度 California 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CAASP) 

加州學生表現與進步評估（CAASPP）包括多次總結性評估是在

學年最後的三個月進行。 CAASPP系統包括在網上通過電腦進行

適應測驗和英語，數學和科學的表現測驗。電腦的適應性測驗

通常被稱為更聰明平衡評估聯盟或SBAC。 SBAC目前向3-8年級

和11年級的學生提供評估測驗。SBAC評估的目標是衡量學生在

共同核心州標準的進展情況下掌握到大學就業準備的情況。此

外，加州對三至八年級和十一年級有嚴重認知障礙學生進行ELA

和數學加州替代評估。（具有個人學習計劃[IEP]指定使用替代

評估的學生） 

 

5年級，8年級和10-12年級的學生將參加加州科學考試（

CAST）。在5年級，學生應該有從幼兒園到五年級的科學標

準的知識。在8年級，學生在6至8年級的科學知識中進行測

試。高中CAST考試將測試高中的科學標準。对于高中，

SLUSD 做出了一项行政决定，将对 12 年级学生进行 CAST。

有关 CAASPP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加州教育部网站

http://www.cde.ca.gov/ta/tg/ca/。 

 

每年通知: 此手册亦是一個被要求的年度通知媒介，通知有關

學生參加CAASPP/CAA/CAST。 

                                                                                                      
§852. 學生豁免。 

(a) 在教育規章60604中，每年校區應該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他們的學生參加CAASPP評估。 

(b) 家長或監護人通知，在以上(a)的定義, 應該包括一張預 

先通知書，已注明於教育規章60615中。  

(c)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每年以書面通知學校，要求在學年內去

免除其孩子的所有或部分測驗，依照教育規章 60640。  若家

長或監護人在測驗開始後才呈交免除要求，那在呈交前所完成

的任何測驗都會被批改，而結果會向家長或監護人報告，並且

會包括在學生的記錄中。校區及其職員或會跟家長討論  

CAASPP評考係統，並或會通知家長在教育規 

章60615下，家長可選擇免除評考。校區及其職員不應該要求

或鼓勵任何書面要求去免除為一個孩子或一群孩子的測驗或評

考。 

注意: 法例條文:  33031及60640節, 教育規章。參考: 

 60604,  60605, 60607, 60612, 60615, 60640 及 60641節,  教

育規章。 

 

                                                                                                                                         

 

 

 

7. 校區標準及期中評考 : 
 

校區管理兩種評估給學生，由TK至高中。診斷評估由TK至高中

每年三次給學生。一次在秋季，一次在冬季，一次在春季後期

。在小學初階段，診斷評估用於衡量學生對閱讀技能和基礎數

學技能的掌握情況。在小學高階段，重點是放在閱讀流利程度

和理解能力以及數學技能的應用。在中學階段，練習考試進一

步衡量閱讀能力和數學能力的獲取。 
 

在秋季学期结束时，3 至 8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将参加

数学和英语语言艺术 SBAC 中期评估。這些評考衡量學生在

加州共同核心標準的進展程度。这些数据供教师用来帮助指

导教学和调整整个学年的节奏。如果家长/监护人/看护人不

同意留级，则在幼儿园度过一整年的学生可能不会被留级（

加州教育法规 48011）。 
 

8. 升級/留級 要求 

San Leandro聯合校區教育董事局採納一個學生升級/留級政 

策，配合在1999年1月通過的法例(AB1626)，並終止了"社會 

速進"。该政策 (AB 5123) 要求学生达到最低年级水平标准才

能升入下一年级。每一所學校都被要求去提供輔導課程給那些

在進度上未達級水平並有可能要留級的學生。家长/监护人/看

护人无权单方面决定他们的孩子的升级或留级，但有权向学监

或决定的指定人员对教师的决定提出上诉，以保留行政法规 

5123）。家长/监护人/看护人有责任说明为什么教师的决定应

该被否决（行政法规 5123）。學生升級/留級政策可以在你的

學校或校區辦事處索取。幼稚園及一年級生可以用個別情況理

由留級，在得到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和校監的指派下。 

 

9. 高中畢業要求 

基本要求 

 

學生一定要成功完成高中課程要求(以下列表)，方可畢業並得

到高中文憑。數學科最低要求，包括代數1或同等程度達到合格

。  

8 



 

 

 
 
圣莱安德罗高中畢業要求 

 
要求學分 

ENGLISH   英語 40 

MATH  數學 20 

SCIENCE  科學 20 

SOCIAL STUDIES 社會 30 

FINE ARTS 藝術 
  

10 

WORLD LANGUAG 外語 10 

TECHNICAL ARTS 

技術藝術 
 

10 

PE 體育 20 

ELECTIVES 自選 
*所有9年級生修讀半年健康及安全課程
完成州健康標準及AB329(詳情查看課程
目錄) 

60 

TOTAL 總共 220 

 

Lincoln 林肯高中 要求學分 

ENGLISH 英語 40 

WORLD CIVILIZATION世界文化 10 

US HISTORY 歷史 10 

GOVERNMENT政府 5 

ECONOMICS經濟 5 

MATHEMATICS數學 20 

LIFE SCIENCE生命科學 10 

PHYSICAL SCIENCE物理科學 10 

FINE ARTS 藝術/ FOREIGN 

 LANGUAGE 外語 

10 

PRACTICAL ARTS 應用藝術 10 

PE 體育 20 

HEALTH & SAFETY 健康及安全 5 

NON DEPARTMENTAL自選 45 

TOTAL 總共 200 

 

代數要求:  
所有學生必須完成代數1或同等程度才能畢業。 

 

 

 

 

 

 

 

 

 

 

 

 

 

 

 

 

 

 

 

 

 

 

 

 

 

 

教育課程  
 

1. 特殊教育 
根據州及聯邦法例，所有特殊教育的學生都享有免費的和恰當

的公立教育，在最少的限制性環境中。為了能確保這個權利得

到保障，特殊指導及支援服務會提供給有身體上，認知上，學

習上，及情緒上失去能力的學生。 

 

在評估需要及進行服務的過程中，學生應該是在一個"最少的

限制性環境中"得到教導的。因此，當一個學生被轉介接受特

殊教育時，必須要盡一切能力去讓學生在普通教育課程上學習

。 

 

 學生被轉介和評估的程序是由聯邦，州及校區政策所制定的

，並包含一連串的步驟。 

 

按照評估後的需要，一個完整連續的課程安置選擇會提供給特

殊教育學生。服務會是在普通教育課程之內，或在一個特別的

環境由多方面訓練團隊按照學生的年齡，本性，及殘障程度而

設計。通過個人學習計劃 (IEP)，専家小組辨認學生的需要並

提供相關的服務。

 

 

 
 

 
 

 
 
 
 

   2.  504 計劃資格  

在504計劃中，一位有殘障的學生是指他/她有身體上的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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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的損害 (如：糖尿病, 哮喘病, 雙極紊亂,ADHD 

多動症, 等等)，這卻相當大地限制其在某方面或多方面的主 

要生活活動。主要生活活動是指能照顧自己或做一些工作(如

：  行,  看, 聽, 講, 呼吸, 學習及工作). 一位家長/監護人若 

相信其孩子有可能符合在504計劃中所載的服務須聯絡校長，

副校長，或顧問導師，去安排一個學生學習小組(SST) 會議去

評估學生的需要並做一個計劃。這個計劃可以是學術和行為

需求。管理員，教師，和由校長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員將負責

執行，審查和修改504計劃。該計劃至少每3年定期被審查和

更新。學生支援服務處處長是區504協調員，並保持所有504

計劃符合條件的學生的記錄。該計劃應每年進行審查，並更

新，最少每3年一次。 

 

3.  英語學習生 

San Leandro聯合校區為擁有40多種語言群的學生而感到驕 

傲。San Leandro提供多種類及有多層次水平的課程給與英 

語學習生(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並提供最大的機會 

讓他們在學術上及社交上成功。老師們接受過訓練去輸送高

質素和以資料搜集為根據的課程及英語發展的指導策略。 

確定需要幫助的英語的學生很重要，這樣他們才能獲得在英

語/讀寫能力，數學，科學和其它學科領域中需要的支持。

幼稚園班到十二年級的英語學習生將參加“加州總結英語熟

練評估”（ELPAC）。加州的總結英語熟練評估（簡稱

“Summative ELPAC”）用於衡量學生其母語不是英語的英

語理解能水平。 ELPAC的結果信息告訴老師孩子在哪些領域

需要額外的支持。测试学生的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技能

。ELPAC 还用于帮助通知适当的教育计划支持并报告问责制

的进展情况。初始评估 (IA) 在秋季学期期间在学校进行，

并且在秋季测试期后学生入学时全年进行 IA 必须在家庭语

言调查 (HLS) 时进行，由家长或监护人在为孩子注册时完

成在学校，表示英语以外的主要语言。年度总结性评估 

(SA) 将在每年春季（2 月至 5 月）进行。ELPAC 必须每年

一次提供给被确定为英语学习者的学生，直到根据学区为此

目的的指导方针将他们重新归类为英语熟练 (RFEP)。有关 

ELPAC 测试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elpac.org 或联系您孩子学校的校长。 
 

學生會被編排入合適的課程，按照他們的英語熟練水平。這

些課程是完全依從法例而制定的。若家長不想他們的孩子參

加任何這些課程，家長可以選擇簽署豁免不讓孩子參加。但

ELPAC的參與不能被豁免。 
 

*   英語主流課程(English Language Mainstream  

   Program)： 

這個課程提供給本土英語生或英語能力已到達流暢程度的 

學生。英語授課。所有英語學習生每日有指導課程去特別發

展他們的英語發展(ELD) 。 

 

* 英語沉浸指導課程(Structured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 ： 

這個課程是提供給剛開始學習英語的學生。這個課程會使 

用大量英語授課。所有英語學習生每日有指導課程去特別發

展他們的英語發展(ELD) 。班室老師有教育文憑去提供ELD及

庇護指導在核心內容科目(文學，歷史，科學及數學)  

。在有需要時，老師及助教會提供第一語學支援去協助學 

生學習核心課程內容。 

 

*  選擇性雙語課程(Alternative BilingualProgram ):  

家庭語言為西班牙語的小學生家長可以從我們的另外兩個雙語

課程中選擇。Jefferson, Washington 和 Wilson小 

學提供西班牙雙語路徑課程。西班牙雙語路徑課程在 

Jefferson小學（TK-5年級），Wilson小學（K-5年級） 

，和Washington小學(1-5年級)。進入幼兒園的學生必須 

已經能說西班牙語，如果要入讀1-5年級雙語課程，學生 

要已經接受了西班牙語的教學，或者已參加過一個雙語課程。

這個課程根據校區採用雙語標準提供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學術指

導。該計劃的目標是讓學生成為能讀能寫的雙語者。這個語言

課程的參加和登記是要得到學校和校區的批准。雙語沉浸課程

Dual Language Immersion（DLI）在Washington小學及

Jefferson小學推行。這個另選課程計劃的參加和登記是通過校

區批准及申請程序進行。家庭語言為西班牙語或英語的學生可

以參加DLI課程。該課程根據校區採用DLI雙語標準提供英語和西

班牙語的學術指導。请访问https://www.slusd.us/families-

community/了解英语学习者总体规划中有关英语学习者课程的

更多信息。 

 

4. 每一個學生成功法案 (ESSA)  
 

在2015年12月10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每一個學生成功

法案(ESSA), 它重新批准和更新了中小學教育法案（ ESEA ） 

。總體而言，新的法律規則提供州更多的權力在有關標準，

評估，問責制，支持和干預上，同時保留ESEA撥款公式的

一般結構。有關ESSA和加州實施新聯邦教育法的計劃的信息

可以在加州教育部網站上找到。 
 
州長布朗簽署了議會法案（AB）97 （第47章，2013年章程

）建立本地控制經費公式（LCFF) 和本地控制問責計劃（

LCAP）。該法還要求SBE批准LCFF量度規則，通過多種衡量

分析，去幫助LEAs認清他們LCFF在推行上的強項和弱點。此分

析最终幫助在本地設立目標，配合州表現標準，和評估這些目

標以達致持續改進的目的。 

該LCFF量度規則是加州的新興問責制度的一個組成部 

分。加州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利用LCFF國家優先事項和 

三個LCFF不同的部分-LCAP和年度更新，LCFF量度規 

則，以及援助和支持系統，去建立一個單一的，集成的 

州和聯邦的責任追究制度。加州的新的問責系統將建立 

在LCFF的基礎上，包含LCAP，配合年度更新，量度規 

則，和加州合作卓越教育（CCEE）支援架構去滿足州法律和聯

邦問責制的要求，成立於ESSA 。 

 

隨著ESSA的頒布，加州有機會去理順地方，州和聯邦的要求，

去結合一個單規劃問責，並不斷改進和支援的系統。新興系統

的每個部分將與LCFF配合，去不斷支援學習和改善，公平和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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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儀表板和問責制 

加州的問責制和持續改進系統提供有關本地教育機構和學校

如何滿足加州多元化學生群體需要的信息。儀表板包含報告

，顯示本地教育機構（LEA），學校和學生組別在一系列州

和地方評估方面的表現，以幫助確定其優勢，困難和需要的

改進的地方。儀表板是一個強大的在線工具，可幫助校區和

學校識別優勢和劣勢，並確定可能正在掙扎的學生群體。它

報告了州和地方措施的績效和進展： 

● 州量度適用於所有LEA，學校和學生組別，並且基於

在整個州內一致收集的數據。 

● 本地量度適用於LEA和特許學校層面，並基於本地收

集的數據。 

5.加州支援系統的區別化援助 
縣校監，加州教育部，特許授權人，和加州教育卓越協作會為

LEA和學校提供區別化的幫助，以個人設計的幫助形式，解決已

確定的表現問題，包括學生群體在成績方面的顯著差異。加州

的新問責制和持續改進系統基於三層框架，第一層由資源和援

助組成，可供所有當地教育機構使用。區別化援助是第二層援

助，要求一個或多個機構向符合某些資格標準的當地教育機構

或學校提供援助。第三層是深切介入輔導，通常要求在一段時

間內有持續的表現問題。 

 
加州問責制下的區別化援助資格取決於州教育委員會制定的標

準。雖然該系統在不斷發展，但總體結構的核心是本地控制資

金公式下的八個優先事項，這些優先事項通過州（顏色編碼評

級）和本地（符合，未符合評級）指標來衡量，每年報告一次

在加州學校儀表板上。 
 

簡而言之，該法規描述了使用評估標準（加州學校儀表板）

作為確定不同級別的援助資格的工具。如果任何學生組別符

合兩個或更多LCFF優先事項的標準，縣教育辦公室必須向校

區提供區別化的援助。 EC 52071（b），52071.5（b）。 
 
隨著問責制向前推進，如果三個或更多學生組别（或所有學

生組別少於三個）符合標準，經州教育委員會批准，在連續

四年中有三年並符合兩個或更多LCFF優先事項，公共教育總

監可以介入校區。EC 52072,52072.5。 
 

6. Title I 課程 

Title I 是聯邦政府給與學校的款項，按照校區內的低收 

入家庭數目。這些款項被分配到六所小學及我們的兩所初 

中，根據得到免費或減費午餐的學生人數而定。當學校收到

款項後，學校必須用這些金錢去支援那些在學術表現上偏低

的學生。 

 

Title I 款項支持學生的學術成就，通過延長日間課程，專業

指導，職員發展，指導助理，功課輔導，教材，和其它寶貴

資源。 

 

标题 I 家长参与和家长/家庭参与政策 

家長參與是校區Title I課程成功的一個主要元素。每个学生成

功法案(ESSA) 重新授权的中小学教育法案(ESEA) 第 I 部

分 A 部分要求当地教育机构 (LEA) 与所有家长和家庭成员

进行外展活动，并实施计划，父母和家庭成员参与的活动和

程序。此类计划、活动和程序应在与参与儿童的父母进行有

意义的协商后进行规划和实施（ESSA 第 1116[a][1] 条）

。 Title I 學 

校有年度家長會議去檢視全年的課程並去搜集意見計劃未來

的課程以配合學生的需要。按照法例，校區用Title I 款項去

做以下的事項： 

課程資料(如：內容標準, 評估, 管理學生成就，與教育家合 

作)  

教枓/訓練(如：文學,  科技) 

訓練教育家去與家長合作 

與學前課程配合訓練  

建立一個校區的家長參與政策 

 建立家長契約 

在小學提供家長教師會面-家長與老師面談孩子的學習情況 
 

7.  Title VI 本土美國印第安人後裔課程 

全美聯合印第安人(United Indian Nations ) 及聯合土著兒童 

及家庭機構(Indigenous Nations Child & Family Agency ) 正在與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的家庭去發展一個新的強大課 

程給美國印第安人孩子。這個聯邦 Title VI 課程將會提供額 

外支援給K-12年級的學生。孩子，他們的父母，祖父母， 

或曾祖父母，若他們是印第安人組織的部分或是一支北美洲

承認的部族，就合資格去申請。在填寫完成刊於本手册內的

Title  VI 學生合資格証明506表(Student Eligibility Certification 

506 form) 並交回你孩子的學校，你學齡的孩子 

就有可能合資格得到服務，例如：功課輔導，教育上的倡導

，大學預備，文化活動接觸，及有機會與其它美國印第安人

孩子及家庭聯係。  

 

8.  音樂 

每星期一次，小學生接受音樂指導，按照加州視覺及表演藝

術的標準( California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Standards) 。班

室音樂課節由音樂專業導師教授，由一到五年級。五年級生

有機會學習樂器。初中音樂課程以自選方式提供給學生，讓

他們想繼續發展他們的音樂材華和在管絃樂隊或樂隊中表演

。 San Leandro 高中，學生選擇去參加一些班 

如：合唱團 , 名著, 風合奏, 爵士樂團, 及管絃樂隊。有關此課

程的額外資料可以向你孩子的音樂老師查詢。 

當有季節慶祝時, 學校會有集會,  音樂班或合唱團和樂隊會 

有表演，宗教歌曲和代表不同文化及傳統的歌曲會被表演。請

聯絡你孩子的老師，檢視會在班上練習的歌曲及會在活動上表

演的歌曲名單。若你反對你的孩子參與這些活動，請在學期初

通知你孩子的老師，那學校會為你的孩子另作安排。 

 

9. 視覺藝術 

每星期一次，小學生接受視覺藝術指導，按照加州視覺及表演

藝術的標準 ( California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Standards). 視

覺藝術班由視覺藝術專業導師教授。學生 

學習藝術感領悟，創意表達，藝術工作的歷史及文化，審美觀

念，和連接，關係，和把在藝術班上學習到的應用到其它方面

。學生定時參與藝術制作和學習如何去創作藝術作品通過不同

的媒體。在初中，視覺藝術以自選方式提供給學生。而在高中

，學生可選擇修讀一些班如：繪畫及油畫，雕塑，AP藝術，藝

術工作室及數碼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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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體育 

每星期二次，小學生接受體育指導，按照加州體育內容標準  

(California Physical Education Content Standards) 。體育班由體

育專業導師教授。在小學班級，體育內容會逐漸增加去配合學

生在恰當的發展水平上學習。小學體育課程是體育學習科的基

礎。在初中水平，內容會被統一和學生的技巧會被精鍊，有更

自然成孰的技巧。在高中水平，學生融合他們所懂得的和他們

從以往的體育經驗中，能做到的。高中課程代表着 體育課的

頂點。 

 

體能測驗 (PFT) 

在春季，我們5,7, 及9年級的學生會參加加州體能測驗 

California Physical Fitness Test (PFT) 。 FITNESSGRAM© 是被要

求的年度PFT，給就讀在五，七，及九年級的加州公立學校學

生。這個與健康有關的體能測驗，由The Cooper  Institute發展

出來，目的是去幫助學生建立長久定時運動的習慣。

FITNESSGRAM 有六個體能測驗領域，包括有：氧代謝能力，

身體構成，腹部力量和耐力訓練，軀幹伸肌力量和靈活性，

上肢力量和耐力，及靈活性。很多的體能領域，學生可以做2

至3次測驗，因此，所有的學生，包括有特殊需要的，都有機

會去參與 PFT。學生在那些領域有多次數的測驗，但只有一個

測驗結果會被呈交。 

 

在FITNESSGRAM©的每一個體能領域, 學生的表現會被分類為

健康體能區 Healthy Fitness  Zone (HFZ) ，或為其它區，按照

體能領域。在氧代謝能力及身體構成這兩個領域，結果會被

分類成在HFZ, 需要改善，或需要改善 – 健康風險。其它的領

域，結果會被分類成在HFZ或需要改善。 

 

每一個測驗的理想表現目標是HFZ，這是代表着一個體能水

平能提供一些保護去對抗當身體閒置時出現的疾病。那需要

改善是表示在那個領域，學生做所設計的活動能讓身體受益

。而需要改善 – 健康風險是表示有特別的顯示健康危險已增

加由於體能水平。 HFZ 的範圍和表現分類會固定更新；因此

，學生的體能測驗結果應該是與本年的 HFZ 表作比較。 

 

我們的學生在完成PFT後會收到自己的結果。這些結果會幫

助學生了解他們自己的個人體能水平。我們鼓勵學生去與家

長，監護人，及體育老師討論這些結果。家長和監護人可以

用這些結果去幫助他們的孩子計劃適合的體能活動。若你有

任何疑問有關你孩子參加 PFT, FITNESSGRAM©, 或那測驗結果

，請聯絡你高中的校長。本年的HFZ表 

和其它有關PFT的資料可以在加州教育部PFT的網頁找到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FT Web) ，網址是 

http://www.cde.ca.gov/ta/tg/pf/. 

 

11.  家庭生活和人類性學 

通過不同時間在SanLeandro聯合校區的教育，學生在合適的

年齡/班級會接受到性教育指導。課程內容包括人類性 

學，家庭生活，性傳播疾病，懷孕預防，包括節制，和HIV

及愛滋病預防教育。在教育規章第51550節，在授課之前，

家長/監護人會得到書面通知有機會去檢視材料(被採納用於

4-9年級)和/或要求其孩子不參與。有關此事項完整的教育

規章可以在年度家長通知(Annual Notice to  Parents)中找到。 

                        

加州健康青年法(California Healthy Youth Act) 教

育法規51930-51939 

綜合性健康與愛滋病預防教育 

(Comprehensive Sexual Health and HIV 
Prevention Education) 

加州法例，加州健康青少年法，規定統一的性健康教育和愛滋

病毒預防教育在初中7年級開始至少一次和在高中至少一次，提

供給學生。 

根據加州教育規章46010.1，學生可以獲得保密醫療服務，

例如性保健和生育保健服務。雖然我們鼓勵孩子與家長溝通

，但學生可以在未經父母同意或通知的情況下獲得服務，並

可以缺課去尋求需要的服務。根據加州教育家庭法規6925，

任何學生都可以要求提供有關懷孕，避孕，墮胎，性侵犯，

強姦服務和緊急醫療服務的健康服務。根據教育法規

46010.1，12歲及以上的學生可以申請STI測試和治療，安全

套，門診心理健康和藥物/酒精濫用治療服務。 
 
 

教育指導必須鼓勵學生與家長，監護人或其他值得信賴的成年

人溝通，在有關人類性的認識。指導必須在醫學上準確，年齡

適合，並包括所有學生在内。它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 有關愛滋病毒和其它性傳播感染（STIs）的信息，包括

傳播，得到FDA批准預防愛滋病毒和性傳播感染和治療

的方法 

 
● 禁慾信息是防止意外懷孕和愛滋病毒的唯一一種方法

和其它性傳播感染，以及延遲性活動價值的信息 

 
● 討論愛滋病毒和愛滋病的社會觀點 

 
● 有關獲取性健康和生育保健資料的信息 

 
● 關於懷孕的信息，包括FDA批准的預防方法，懷孕結果

，產前護理和新生兒安全放棄法 

 
● 關於性取向和性別的信息，包括消極性別定型觀念的

危害 

 
● 健康關係信息，避免不健康的行為和情況 

 
你可以在你的初中或高中學校的辦公室查閱書本和視聽教學材

料。如果你有疑問，請聯繫你校長。你可以聯繫你的校長或校

區辦事處，索取“加州健康青少年法案（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Section 51930-51939）的副本。州法律允 

許你從不讓你的學生參加此教育指導。如果你不希望自 

己的學生參與綜合性健康或愛滋病預防教育，請向你學校校長

索取一退出參加信，填寫後並交回給你的校長。 

 

家族领导机会 

 

我们鼓励我们所有的家庭定期与他们的学校接触，并相信所有

利益相关者的集体和协作工作将为所有学生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学校委员会 (SSC) 和家庭咨询委员会，例如 LCAP 的家长咨

询委员会 (PAC)、学区和学校现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和 DELAC）在提高对学生成绩的期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 

 
 

http://www.cde.ca.gov/ta/tg/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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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1. 科技的使命 
我們的展望包括融合科技在課程，指導，評估，管理，專業

發展，溝通，及決策上。老師會用科技作為指導的一部分，

去給與學生足夠時間做回應，改善溝通，利用數據去改善老

師的效率和指導，培養參與及統一管理工作。 

 

 數碼學習在追求美國學校卓越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它革 

 新了老師指導和學生學習的方式。靈活使用教學科技能讓 

 學生參與，幫助提升21世紀的技能，並為教師在教學上提 

 供實時數據資料去作指引。 

 

為了支援21世紀教育及學習，我們認識到每一個班室必須要

能連繫上高速的互聯網路。只簡單地部處幾千個電腦而沒有

重建我們的科技設施，最終將只會是失敗。 

 

 我們已經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並繼續探索不同的技術來 

 改善課堂，為學生提供最好的機會。其中一些項目包 

 括： 

 

* 連接每一間學校入 San Leandro的光纖通信網 

 * 1:1 學生跟手提電腦Chromebook /設備比例 

 * 區域交通的防火牆/內容過濾 

 * WIFI接入點在每個教室提供適當的覆蓋 

 * 每個教室都安裝了大型顯示屏(Promethean Boards)，  

   以促進協作和數碼教學。 

 

在2017-2018學年，我們將在每個教室安裝新的互動 

式觸摸普羅米修斯板(Promethean Boards)，以促進 

互動和數碼教學。 

 
 

 

2. 學生使用科技規則 
San Leandro聯合校區要求所有學生及職員在使用校區科 

技時, 同意並遵守列於學生使用科技規則(Student Use of 

Technology Policy)的條款。請與你的孩子一起閱讀那些規 

則。學生明白這些規則是非常重要的，違反這些規則學生有

可能受到處分，包括終止其學生户口。每一位學生或職員必

須要簽署一份校區電腦使用守則及責任書並在案，否則不能

使用電腦。 

无论是在校园内学习还是在校外学习，学生都应继续遵循相同

的适当技术使用指南。任何提供给学生的计算机硬件都必须小

心保管，并且仍然是学区的财产，在预定的结束时间或应学区

的要求归还。 

 

3. 數碼通訊公民責任 
按照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 的報告, 媒體和科技是 

我們日常生活的非常中心 --尤其是我們的孩子。現今，孩 

子每星期花上超過50個小時在屛幕前。那些他們從媒體中所吸

收的內容和他們自己所創作的都對自己的社交，情緒，認知，

及身體上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習如何有智慧地去使用

媒體及科技是21世紀的必須生活技能。但是，家長，老師，和

政策制定者卻是在掙扎去趕上快速改變的數碼通訊世界 --- 一

個我們孩子生活及學習的地方。從未如此過， 

 

                                                  

 

 

 

他們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指引去幫助他們導航，而當中卻存在

着固定的改變。網絡欺凌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它對我們 

學生的生活有著破壞性的影響。你只要上網去搜索網上欺凌 

"cyber bullying"，你會發現青有一千八百萬個結果! 

 

在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 我們感覺到有一件事我們勢在必 

行，就是我們要和家長和我們的社區去採取主動去教育孩子

要有數碼通訊公民責任。數碼通訊媒體不斷地流動影響着孩

子的日常生活，我們要教導孩子一些與數碼通訊媒體互動時

必須要有的知識。很明顯，我們的學生正生活在一個比他們

父母及老師年幼時更快速改變的世界。事情或一些討論還未

作第二次思考時，已被放入Youtube 或 Facebook內了，比我

們寫一張便條傳送給班上另一個同學來得更快。這對我們的

學生有着破壞性的影響---有意或 

無意。 

 

我們去處理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去採納一個叫AUP(

上網使用規則) 的安全網上課程。學生可以學習： 

 

* 互聯網安全 

* 社交媒體使用后的責任 

* 欺凌，網絡欺凌，和應該怎樣做 

* 網上資料的可信性 

* 道德/社會責任 

* 簽署責任同意書 

 

所有就讀在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學生都必須要完成這個 

由教育董事局批准的課程。有關這個課程的資料可以在 

www.lersun.com  找到。我們嚴厲對待網絡欺凌。你可 

以通過以下方式報告網絡欺凌事件： 

 

*  聯絡孩子的老師或校長 

 * 聯絡學生和家庭支援服務部門主管 --James Parrish 
 * 聯絡科技部門主管 --   Larry Simon 

 
 
 

4. CALPADS 
 

加州實施全面的全州數據系統，以更好地為學生服務，簡化

數據收集並改進數據報告。這個全州數據系統被稱為加州縱

向學生成就數據系統，簡稱為CALPADS。 CALPADS是加州教

育數據系統的基礎，旨在創造一個重視數據的環境，用於為

提高學生成績和幫助縮小成就差距提供信息。綜合數據平台

幫助校區更有效地記錄進出我們系統的學生。此外，加州儀

表板直接使用CALPADS中收集的數據進行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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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rsun.com/


 

 

 

5. SLUSD 學生Google帳戶 
SLUSD學生的谷歌Apps教育(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 帳戶是

為所有SLUSD學生創建的。   SLUSD 學生的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提供免費的網絡基楚服務如，谷歌郵箱， 

谷歌文檔，谷歌幻燈片，谷歌驅動器，共享日曆，協作工具等

等。此外，這些工具可以讓教師更好地與學生和家長溝通，促

進合作，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所有這些技能都是共同核心

的要求和準備學生上大學，職業，及未來的關鍵。 
 

學生用戶名和密碼資料將通過老師提供給學生。至關重要的是

，他們要保密自己的登入密碼資料，不要暴露給朋友和陌生人

。但是，我們鼓勵家長知道學生的用戶名和密碼，因為 

父母有權隨時查看他們孩子的電子郵件和Apps for 

Education的文件的內容。學生也可以在學年開始後去重置自

己的密碼。 

 
請記住，所有校區的政策仍然有效和適用，如在責任使用協議

書(Responsible Use Agreement)中標明，你在學年開始 

時須簽署並交回學校。 

 

賬戶跨越校區廣泛被使用，並高度集成在班室課程和教學指

導上。雖然我們推薦每個學生使用，你是可以不接受 SLUSD

學生谷歌Apps 賬戶服務。你只須以書面告訴校長你 

不想你的孩子使用SLUSD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便可 

以。 
 

6.監控攝像機 
 

委員會認為合理使用監控攝像機將有助於校區實現校園安全

目標。 San Leandro聯合校區中的安全攝像機安裝於設施，

入口通道和其他不需要隱私的公共區域的外部。攝像機不得

放置在學生，工作人員或社區成員有合理期望隱私的區域。

錄音可用於學生紀律處分程序，相機拍攝的事項可酌情轉介

給當地執法部門。 
 

7.  遠程學習 
 San Leandro聯合校區認識到遠程學習需要有獨特的技術要

求，與傳統的課堂設置不同。 
 

1. 在參加遠程學習時，學生被期望繼續遵循相同的科

技使用準則。為方便遠程學習而提供的任何電腦機

硬件，都必須小心維護，並保存這校區的財產，以

便在預定的期限內或根據校區的要求退還。 

2. 通過校區的通信平台參與同步學習的學生必須啟用

攝像頭並露出臉孔。學生不得使用化身或關閉相機

。特殊情況必須得到您學生的老師和/或學校行政部

門的批准。 

3. 學生不得將網絡會議鏈接轉發給任何人。 

4. 在任何情況下，學生都不應該對視頻通話或會議進

行拍照或錄製。 

5. 家長/監護人有責任在孩子在線上工作時對其進行監

督，並確保他們提交給其老師和/或校區服務提供者

的任何內容都是適當的。 

 

6. 任何電子形式的交流都將用於教育目的，並允許與

家人和家長/監護人進行交流。 

7. 學生和教職員將使用經校區和/或學校批准的工具進

行交流。主要平台包括但不限於Aeries，Google 

Classroom，Google Meet，Google Gmail，

ParentSquare，SeeSaw，Schoology和Zoom。 

8. 出於安全原因，在適合的情況下可以將密碼提供給

家長/監護人。 

9. 在校區軟件平台或校區發行的設備上，沒有隱私的

期望。校區可以在沒有事先通知或同意的情況下，

隨時記錄，監督，進入，監視和記錄學生在這些科

技平台上的使用。 

10. 儘管校區提供並利用了互聯網過濾功能，但不適當

的內容可能會出現在家裡的設備上。學生的自我責

任仍然是避免在線上世界陷入困境的最佳方法。當

學生在學校以外登入互聯網上的內容時，校區對此

類事件不承擔任何責任，要依靠家長/監護人的監督

。 

11. 任何借給學生用於遠程學習目的科技都必須按照《

學生接受科技使用政策》保持維護和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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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社區, 權利, 參與及溝通 
 

家長/監護人有權被告知有關他們孩子的學業成績，並可以用

這些資料去支援孩子的學習。教育董事局鼓勵多與家長/監護

人溝通有關學生的進展。溝通可以包括，但不限於，校長及



 

 

老師會面，班的新聞通訊，郵件，電話，和/或家長/監護人

參觀學校。作為溝通的一部分，老師應定期發放學生成績進

度報告給家長/監護人，並鼓勵家長/監護人去與老師溝通表

達意見。此外，法例要求，校區必須向家長/監護人發出所有

通知。 

 

去與家長建立長久的伙伴關係，有一份學校和家長之間的合

同是會被簽署的，這份合同列出家長/監護人，教職員，及學

生該如何去分擔責任去改善學生學術上的表現和這份合同亦

是作為一個承諾 -- 學校和家長/監護人會建立伙伴 

關係去幫助學生達至州的標準水平。 

此外，須要注意的是，若學生有損毀公物的行為，其測驗分

數，學生總成績單，和文憑可以被扣起。在被扣起學生的測

驗分數，學生總成績單，和/或文憑以前，家長/監護人會收

到書面通知有關學生被指控的不當行為。 

  

1.  學校探訪 

這是教育董事局的政策及校區職員實踐的，就是鼓勵家長和

其他社區人任去探訪學校及班室，去觀察學校的表現。教育

董事局及校區職員相信沒有其它方法比讓公眾去了解學校正

在做什麼來得更好。 

 

若是班室探訪, 所有探訪者必須要在24個小時之前與班老 

師作聯係或先前已經與班室老師作好安排。若要安排一個家

長與老師的會面，這個會面時間應該是安排在非指導時間中 

(BP  1250) 。 

 

確保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和避免有可能的打擾，所有的探訪

者當進入校園或任何建築物後，必須立刻前往校務處登記。

探訪者包括任何進入校園的人任，除了現在在那學校就讀的

學生和校區的教職員。 

 

確保在課程指導其間受到最微小的打擾和保障學生的私隱，

探訪特殊教育應該個别地安排，並在適合的課程上。要求觀

察課程應該向學校的管理層和/或特殊教育部的管理層提出

，之後，一個合適的探訪觀察會被安排。 

 

在沒有老師或校長的許可下，學生或探訪者不可以在班室上

使用電子收聽或錄像儀器。 (Education Code  51512) 

 

教育董事局要求所有人任去幫忙維持一個安全和可靠的校園

給學生。在校園內時或在向校區提交有關學區課程或顧員投

訴時，請保持禮貌及按照程序。按照法例，校長或指派職員

可以要求任何人立刻離開校園若此人是在引起騷擾，包括意

圖搗亂，表現敵對，有侵略性，或有冒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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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犯在校園的存在 

任何人，若是在刑法290被登記為一位性罪犯, 包括在校區 

就讀學生的家長/監護人，須向校長要求一份書面同意書方

可以進入校園。作為需要，在容許任何此類人任在校園或參

加其它學校活動前，校長應該先諮詢本地警察局。任何時候

，校長亦應該向校監或所指派的職員報告若他/她發出此書

面許可。 

 

未經受權的人不能進入學校建築物或校園。校長有權採取適

當行動去阻止此類人任進入建築物和在校園遊蕩。此類人任

會絕對被起訴，按照教育規例 32211節及刑法653 (g) 及647 

(b) 。 

 

探訪者登記程序 

所有探訪者在進入校園後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然後會得到

許可去參觀學校其它地方。這個程序是必須的。若探訪者是

受邀來參觀班室也必須要先到校務處登記，因為在緊急狀態

時，校務處要數算校園內的人數。 

1. 所有探訪者必須先到校務處登記。 

2. 所有探訪者必須到校務處簽到，在離開時也要到校務處簽

上離開的時間。 

3. 所有探訪者必須戴上學校所提供的探訪者名牌方能在校園

內走動。所有探訪者須，在要求下，向校長或指派職員提供

以下的資料： 
1. 他/她的姓名，地址，及職業。 

2. 他/她的年齡 , 若在 21歲以下。 

3. 他的/她的目的去進入校園。 

4. 有身份証明文件。 

5. 其它與法律相互一致的資料。 

 

2. 家長與教師會面 
正式的家長教師會面，給幼稚園生至五年級生的家長/監護人

，會在十月進行。這個會面的目的是讓家長/監護人與孩子的

老師見面，明白學生在共同核心州標準上的進展，級水平表

現，及檢視學年的目標。鼓勵家長/監護人在有需要時去要求

額外的會面。家長教師會面亦可以在中學要求，請聯絡你孩

子的老師。 

 

3. 回校迎新夜 
回校迎新夜在San Leandro的學校是定在每年的秋季初。回 

校迎新夜是個好機會給家長/監護人去與孩子的老師見面，去

了解年級課程的內容，和去認識其它家長。 

 

 

4. 學校通訊 
每一所學校有一份通訊，提供給家長/監護人有關學校及校區

的重要事項，活動報名或截止日期，及家長參與機會。通訊

盡可能通過電郵傳送。 

 

5. 家長教師組織 
很多學校有家長組織去支援學校，如通過家長教師協會 (PTA), 

家長教師組織 (PTO), 父親會(Dad’s Club), 聯合家長會(United 

Parents),  教士美國(Padres  Unidos), 及非裔美國人家長協會

(African American Parent Association) 。這些組織尋找方法去充

實學生的教育並建立家長領袖能力。 

 

                                                              

 

6. 學校委員會 
School Site Council (SSC) 

學校委員會代表着學校社區不同的層面，然而卻有着共同的

目標去支援學生，通過州和聯邦款項如 Title 1。學校委 

員會成員包括有校長，老師，職員，家長，其它社區代表，

及學生(在中學) 。學校委員會在每年的秋季進行會員選舉。

SSC 成员由同龄人选出，代表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 

 

SSC 需要與家長，職員，及學生去發展和檢視年度的學校計 

劃去： 

* 提升學生成就 

* 提供已辨認學生的特殊需要 

* 提供職員發展 

* 提供課程評估 

* 提供課程開支 

 

學校委員會會議是對外開放的。委員會的決定能影響全校的

學生。 

 

英語學習生家長諮詢委員會  (ELAC): 

遵從州法規，所有學校若有21位或多過的英語學習生(EL) ，

必須要有一個在運作的英語學習生家長諮詢委員會。這個委

員會包括有英語學習生的家長，校長及教職員。這個委員會

每月開會去完成以下的任務：去檢視學校提供給英語學習生

的服務計劃，進行一個需要評估，檢視人口語言統計，並讓

家長知道固定出席上課的重要性。委員會有會員代表出席校

區的英語學習生家長諮詢委員會 (DELAC)。 

在向校長作出要求下，這些會議會提供翻譯服務。查詢額外

資料，請聯絡你學校的校長。 

 

校區英語學習生家長諮詢委員會 (DELAC) 

校區當有多過51位英語學習生就要有一個校區英語學習生家

長諮詢委員會District English Learner Advisory Committee 

(DELAC) 。這個委員會包括有從每一所學校的ELAC所選 

出的代表。校區及社區成員給與意見予校區及教育董事局有

關英語學習生的總體計劃，各學校的需要評估，校區目標，

英語學習生的目標，語言統計(R30) ，家長通知書，及 

豁免要求。這些會議提供西班牙語和中文翻譯服務，並在要

求下提供其它語言的翻譯服務。查詢詳情可聯絡教育服務部

：667-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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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董事局 
教育董事局的會議一般是每月一次在其中一個星期二。 

可以用以下方式聯絡教育董事局。 

*   留言- 667-3500 

*  電郵 BoardofEd@slusd.us 

*   書面，地址是:     835 E. 14th Street,   Suite 200  

                           San Leandro, CA  94577 

*  親自出席教育董事局的會議，在會議前填寫發表意見咭 

  交給董事局秘書。 

*  如果以網上視頻召開教育董事會會議，則有關如何登入會  

  議的信息將會在校區網站上的教育董事會(Board of    
    Education) 選項上公佈。 

 

8. LCAP 概述 
在過去的40年, 加州一直依靠一個係統去分配教育經費給 

K-12年級的校區，通過普通目標撥款 (又名限制款項) 及超 

過50個嚴格規定的名目方式。這些年來，名目方式已發展到包

括專門補助，競爭機會，權益，和組合－次性，多年，和持續

性的撥款。在很大程度上，歷史，環境，和運氣決定了校區收

到撥款的多少。這引至到一個情況就是撥款不公平。那些撥款

和規定要求引領了使用的決定而不是學生的需要。 

 

為了能提供一個更公平的程式去分配州教育款項，給與更大的

自由度於本地校區，和支援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焦點在表現的環

境，加州政府創造了本地控制撥款程式 Local Control Funding 

Formula (LCFF) 。 

 

而本地控制問責計劃 Local Control Accountability Plan (LCAP) 就

是本地控制撥款程式 (LCFF) 的領航，提供透明度和參與 

過程。簡而言之，這是 LCFF 的問責組件。LCAP 會是主體， 

通過LCAP，校區分享表現數據，需要，行動，和預期結果，

這些會引領 LCFF 計算可用的款項。 

 

在2014-15學年開始, 每一個校區要負責創造一個三年的 LCAP

計劃去配合校區的預算。在LCFF下, 本地校區被期望 

去發展及提供款項給配合學生需要的計劃。在這，必須要有一

個明確的和透明的連接，在 LCAP  和預算支岀之間。  校區會

使用 LCAP去描繪給所有學生的年度目標，細節包括 

低收入，英語學習生，和寄養家庭青年都是州及本地的優先事

項。 LCAP亦須要描述具體的行動，校區在已定的預算 

細節，層次及開支種類下得到支援去完成目標。 

 

 

 

 

 

 

 

 

 

 

 

 

 

 

 

 

此外, 校區期望家長和社區的參與，提供相對透明的意 

見資料在如何去運用款項去針對學生的需要。 

 

 LCAP 結構 

校區的 LCAP利用州要求的模範。這個模範有三個主要部 

份，去針對州的八件優先事項。這八件優先事項就是: 

• 基本服務 

• 州標準 

• 課程接觸 

• 家長參與 

• 學生參與 

• 學校氣候 

• 學生成就 

• 其它學生表現 

 
州採納的LCAP模範的三個主要部份是: 

• 第 1 部份:  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 第 2 部份: 目標, 行動, 開支及進展指標  

• 第 3 部份: 使用補充和集中補助資金及相稱比例 

              

 

9.網頁 

校區網頁是一個資訊工具。在網頁上，你可以找到資料有關

： 

*  各學校 

*  教育董事局議程和會議 

*  DELAC/ELAC 和 SSC 议程和会议 

*    日曆 

*  時間表 

*    現在事項及活動 

*  學校餐單 

*  工作機會 

*  設施更新 

*  州及全國資源，給家長和學生 

 经常访问网站： 

*   www.slusd.us 

 

10.資料派發 

非牟利機構若想派發資料給學生或職員，必須在兩個星期前

得到教育服務部助理校監的批准。所有派發的資料盡可能提

供英語及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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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相片或視頻展示  

校區偶爾會在相片或視頻展示學生，這是在班室以外的使用

。 

 

在學年中遇上機會，我們可能把你的孩子拍照或攝錄在視頻

去宣傳學生成就或學校課程。此外，我們可能放相片或視頻

在我們的互聯網世界網頁上 Internet World Wide Website。 

 

請查看相片或視頻展示表格( Photo or Video Presentations 

Form)。若你不想你的孩子被拍進相片/視頻，和/或被放在互

聯網上。 

 

12. San Leandro 學校義工 

San Leandro社區通過很多不同的行動去展示對公立學校 

的支持，其中一個行動就是在學校獻上無數小時的義務工作

。家長們時常在班室上義務幫忙，或在孩子的學校裏幫忙其

它事情，而亦有很多其他人從鄰近社區來到參與義務工作。

如果您想以任何身份担任志愿者，您需要填写所需的志愿者

注册资料包，并存档一份梅根法律许可表格。如需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学校网站。学校办公室将提供所需的表格。 

 

13. 2021-2022 年意外和健康保险计划 - 学生保险 

我們非常重視我們學生的安全。即使是這樣，意外仍然是會

發生的，而醫療費用可以是很昂貴。校區不承擔這些費用的

責任。然而，為了給與你和你的孩子服務，校區並聯合其它

數千個校區去提供一個低收費，自願購買的學生意外/健康保

險。這個服務是通過 Myers Stevens & Toohey & Co., Inc., 去安

排及管理。這一間公司專門在保障服務超過 

40年。保險資料和登記表可在此手册找到。你亦可以到孩子

學校的出席辦公室索取。請小心閱讀。一旦您查看了保险信

息，请签署意向加入/不加入 2021-2022 事故与健康保险计

划，并尽快将其交回您孩子的学校。若你有任何疑問，請聯

絡商務部門 510-667-3506。 

 

14.健康服務 

免疫接種要求 

所有學生在入學前必須接受充足的免疫接種。須岀示官方的

免疫接種証明文件(如：診療所記錄，黃色的免疫接種記錄)

，必須要有日期，月/日/年份，在每一項免疫接種上。 

 參議院法案277取消了個人信仰豁免（PBE）的選擇，但是

，在2016年1月1日之前在學校或託兒所提交的PBE將保持有

效，直到學生入讀幼兒園（或過渡幼兒園）的下一個年級或

7年級。 
 

百日咳 (Tdap)免疫接種   

從2011年7月1日起，所有7-12年級的學生都被要求接種免 

疫去對抗百日咳。學生必須出示証明已接種了T-dap免疫注 

射(百日咳)，才能登記入學。學生不會收到班編排時間表除

非能出示已接種的証明。 

 

身體檢查 

完成身體檢查（入學前18個月做的有效）是入讀一年級的一

個要求。可以通過當地衛生部門進行免費健康檢查。不遵守

此要求或没有簽署適當的豁免可能導致你的孩子不被安排上

課最多五天。                                                   

 牙齒檢查 

所有進入幼稚園班 (或是第一年入學進入一年級)的學生，

必須要有一個當前的牙科評估文件或簽署豁免在案。 
 

 頭蝨 

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理事會致力於提升學生的學術表現 

和身體的健康，在一個健康及安全的環境下。理事會認識到

頭蝨大批出現在學生之間需要治療，但不會對健康造成危害

，並不是不潔的跡象，也不會傳播疾病。結果就是，當發現

頭蝨疑似情況時，學校職員須盡快向學校所指派的人員，校

長或學校護士報告。當一個學生被檢查出有活頭蝨時(活的

或爬動的) ，學生會被留在學校直至放學。當天 

，該學生家長/監護人會收到通知，並得到治療頭蝨的資料

，和被鼓勵立刻開始治療並且為家中的其他成員做檢查。若

家長/監護人不遵從去做恰當的治療，有頭蝨的學生將不能

回校上課直至治療完成。 

 

家長/監護人會被告知，當學生在明天回到學校時會被檢查

，若不再找到有活的頭蝨(在爬動的) ，學生就可以留在學 

校。若仍然有活頭蝨，學生不能留在學校並會作有原因缺課

，直至問題被解決。若有蝨卵被找到，學生仍可留在學校，

但在7-10個上課天内，所指派的職員或學校護士會 

再一次檢查這個學生。 

 

若果一位學生被發現不斷地有頭蝨問題，他/她可能會被轉

介至學校的協調服務組 (COST)  , 或由學校護士決定用那個 

最好的方法去識別和解決這個長期頭蝨問題。 

 

當發現班上或學校內有一位或多位學生有頭蝨，校長或所指

派的職員，為慎重起見，會通知班上或學校學生的家長/監

護人，並向他們提供檢查及治療頭蝨的資料。教職員應盡最

大努力去維持有頭蝨並要做排除治療學生的私隱。 (理事會

政策 5141.33) 

 

授權檢查 

視力及聽覺檢查每年為 TK, K,  2, 5, 及8年級生進行。  聽

覺檢查每年為10年級生進行，除非提供替代測試計劃

的豁免。 
 

在學校使用藥物 

 學生一定要在學校使用藥物(配方或成藥) 或戶外考察  

 活動（包括過夜營）必須提供以下的資料：  
- 醫生的書面說明，詳細例出學生的藥物，份量，和用藥時間
。   

- 家長/監護人的書面說明，要求學校讓學生在校內使用配方

藥物。 

- 藥物必須存放在有藥房標籤的容器。 

- 藥物應該由家長/監護人或指派的一位成年人送到學校。 

- 藥物使用授權表在案並每年更新。表格可到校務處索取 
由授權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所規定的藥物，包括但不限於，緊

急抗癲癇發作藥，自動注射腎上腺素，胰島素或胰高血糖素

的藥物，可由學校護士或其他指定的學校人員為學生執行使

用，只有當校監或指定人員收到學生家長/監護人和授權保健

提供者的書面陳述時。 （教育代碼49414.7,49423; 5 CCR 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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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參議院法案1266號，學校護士和受過訓練的學校人員被

授權使用緊急自動注射腎上腺素，為患有或合理地相信受到

過敏反應的人提供緊急醫療援助。該法案要求每個學校備有

腎上腺素注射器。這些腎上腺素注射器 

(epipens)提供給表有不明過敏的學生，不適用於本身有確認

過敏的學生而他們有醫生授權在學校存有epipen。 

 

15.心理健康、保健和支持 

心理健康、健康和支持服务由家庭和学生支持和教育服务部

门协调，这些部门协调全区范围内的所有普通教育健康和家

庭支持，并监督每个学校的服务团队协调 (COST) 流程。

SLUSD 通过在安全和支持性的环境中促进健康和保健来促进

所有学生的成长、发展和教育成就。我们专注于公平，并确

保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健康、敬业和成功。我们在这里

服务我们的整个社区，通过协调的学校健康和保健计划促进

最佳健康。请访问https://www.slusd.us/families-

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port/了解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也可以在我们位于高中街对面的芭芭拉李健康中心

的学校健康中心找到。 

 
協調服務組(COST) 

協調服務組（COST），讓學生獲得校園內提供的任何和所有

服務。每個學校都實施了COST流程。可以通過教師，員工或

學生的推薦來得到服務。 

 

16.加州健康兒童問卷調查  (CHKS) 

CHKS是一個數據收集的係統，包含學生( 5, 7, 9, 11年級)及 

教職員問卷調查(5-12年級) ，能夠讓校區去分析結果，去 

引導和發展有效的健康，預防，及青年成長課程。 7, 9, 及11

年級要求被動同意，意思就是家長/監護人通知學校若他們不

想他們的孩子參與。在進行問卷調查前，有兩份表格會先被

提供。 

 

問卷調查收集行為上的資料如體能活動及營養習慣；酒精，

烟草，及其它藥物使用；學校安全及環境；和個人的長處及

資產。五年級需要有書面同意。如果校區計劃管理CHKS，將

發送家長通知，並且可以在測試進行之前預覽調查問題。 

 

17. 食物及營養服務 

學生健康政策 

聯邦法例要求，需要發展一個學生健康政策要有父母，學生

，兒童營養計劃代表，學校董事局會員，學校管理層，及公

眾的參與。學生健康政策 BP 5030的副本可以在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的網頁找到，www.slusd.us. 

 

學校營養計劃的創立, 由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管理,是去為兒童 

在學校時提供獲得營養食品及營養教育的機會。由全國學

校午餐計劃及學校早餐計劃所提供的餐一定要達到USDA的

營養標準，才能合資格得到聯邦政府的報。 

 

 全國學校午餐計劃同學校早餐計劃 

圣莱安德罗聯合學區參加全國學校午餐同學校早餐計劃。  每

學日都提供膳食。 

●  所有家庭均可申請免費和平價餐食 

●  符合免費或減價餐條件提供好多優惠，包括降低互聯

網服務價錢、免除考試費用以及為我哋學校提供額外

資金 

● 網上申請於2021年7月1日起 

http://www.myschoolapps.com/。 係最簡單、最有

效的方法 

● 申請可由位於阿拉丁大道1145号嘅學校辦公室、自助餐廳

、食品和營養辦公室或在線 
http://www.myschoolapps.com/ 

●  申請有英語，埃斯帕诺尔，弗朗索瓦，塔加禄語，

Tióng Việt語， کنید  دریافت  

● 家庭必須重新申請每個新學年申請需要在線完成，並

轉為學校辦公室、自助餐廳或食品和營養服務辦公室 

● 所有申請均由食物及營養服務署迅速處理 

● 資格通知將及時郵寄到家中 

● 每戶只需要一個應用程序                                               
 

所有餐食將在2021-22學年免費提供畀學生。 

 

獲得收入稅優惠 

 
根據你的年收入，你可能有資格獲得聯邦政（Federal 

EITC）的收入稅優惠。聯邦EITC是給低收入的個人和家

庭的一個可退税的聯邦入息稅優惠。聯邦EITC對某些

福利待遇沒有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聯邦EITC的付

款將不會用於決定醫療補助，補充保障收入，食品券

，低收入住房或大多數貧困家庭臨時援助付款的資格

。即使你沒有欠聯邦稅，你也必須提交聯邦納稅申報

表才能獲得聯邦EITC。請務必在聯邦所得稅申報表中

填寫聯邦EITC表格。有關你是否有資格獲得聯邦EITC的

信息，包括如何獲得國稅局（IRS）通知797或任何其

它必要的表格和信息，請致電1-800-829-3676或通過其

網站聯繫美國國稅局網站 www.irs.gov. 
 

從2015年開始，你可能還有資格獲得加州的收入税優

惠（California EITC）。加州EITC是給低收入的個人和家

庭的一個可退税的入息稅優惠。加州EITC的處理方式

與聯邦EITC相同，通常不會用於決定加州法律規定的

福利受惠資格。要申請加州EITC，即使你沒有欠加州

稅，你也必須提交加州所得稅申報表並附上加州 EITC 

表（FTB 3514）。有關資格要求及如何索取所須的加

州表格或查詢幫助的信息，請致電1-800-852-5711或通

過網站聯繫特許稅務委員會 www.ftb.ca.gov 

 

18.無毒品區條例 

校區及 San Leandro市在1993年採納了無毒品區條例，  ( Drug 

Free Zone Ordinance) 執行法例禁止在學校一千尺範 

圍内向兒童售賣或派發毒品，並加重對違法者的刑罰。 

 

19.煙草使用政策(BP 5131.62) 

教育董事局認識到煙草使用危害健康並決意去勸阻學生使用

煙草物品。學生不應該在學校地方或在上課時間，或在學校

所舉辦的活動或在校區職員監督下吸煙，咀嚼或持有煙草或

尼古丁產品。那些“hookah” 筆, 電子hookah，雪茄， 

微型雪茄，管, 電子煙，無烟烟草，鼻烟，咀嚼，丁香烟， 

檳榔，及其它蒸汽式的，有或沒有尼古丁成份，假裝使用煙

草產品或任何工具是被認為尼古丁或烟草產品都是被禁止的

。違反這一禁例的學生會受到紀律處分並有可能被停課。所

有學生應該收到資有關使用煙草產品對人體的影響。在中學

的整個學年，有戒煙小組舉辦，開始給想戒煙或戒掉使用煙

草產品的學生參加。學生可通過學校的 COST 轉介得到這個服

https://www.slusd.us/families-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port/
https://www.slusd.us/families-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port/
http://www.slusd.us/
http://www.slusd.us/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http%3A%2F%2Fwww.myschoolapps.com%2F%E3%80%82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http%3A%2F%2Fwww.myschoolapps.com%2F%E3%80%82
https://ssl.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TVert&from=&to=yue&a=http%3A%2F%2Fwww.myschoolapps.com%2F
http://www.irs.gov/


 

 

務。 

  

 教育董事局並沒有禁止使用或擁有處方產品和其它戒烟 

 用品，是被美國健康及人類服務，食品及藥物管制部門 

 所批准的，如尼古丁貼或口香糖。 

  

紀律處分守則資料 
 

San Leandro聯合校區在所有的學校致力於教學，塑造並 

執行高標準的學生行為。為了培養所有學生的誠信，尊重，

責任，關愛，及公民的生活技能，並確保校園有安全，健康

的學習環境，所有不正當的行為將會面對結果。在法律上，

干預秩序或學校活動的和平，或在學校/校區地方內恐嚇任何

學生或職員都是違法的行為。校長或由校長所指派的職員有

權去決定究竟那人有沒有干預秩序或學校的和平。若果一位

家長或監護人在校園內參與恐嚇或有破壞性的行為，校長有

權去執行加州教育守則的第44811條款。 

 

 分層紀律介入協議(Tiered Discipline    

 Intervention Protocol)，在所有學校及校區網頁 

 上找到，列出對違規行為的各種紀律處分和介入協定。在 

每一個實例，會說明通過介入及糾正措施，去給與一個機 

會去教導恰當行為。每一個情況或涉及學生行為的違規應 

該個體化並盡可能少採取懲罰性行動。管理層應，然而，    

確定特定違規行為究竟是一個或多個，並作更正行動，依 照

列表所述。由管理人員或老師所執行的更正行動應該在漸進式

懲罰介入輔導之後當校方不能成功更正行為時，除安全違法行

為之外48900 (a)-(e), 48900.2, 48900.3, 

48900.4, and  48900.7. 

 

而每一年, 校區的正面行為介入輔導係統 (PBIS), 欺凌政策, 及
分層紀律介入協議都會在學年初被檢視，以及在全年向入學

新生作介紹。 

 

 

 

1. 採取紀律行動的理由 

所有學生會受到紀律處分，若在校園內或在學校活動，在午餐

的時候(在校園内或外)，或當正在上學途中或離開學校，參與

任何下面所列的行為：(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900) 

(a)(1)造成，企圖造成，或威脅去造成他人身體受傷;(2) 

 蓄意對他人使用武力或暴力，除了自衛;     (b)擁有，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的任何槍支，刀，易爆或  

 其他危險的物品; 

(c)非法擁有，使用，銷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或受到受管制  

 的物品的影響，酒精飲料，或任何吏人醉的物品; 

(d)非法提供，安排，或者談判銷售任何受控物品，酒精飲料  

，或任何吏人醉的物品，或出售，交付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給

任何人另一種液體，物質，或者材料及那些液體，物質或材

料是受控制的物品，酒精飲料，或吏人醉的物品; 

(e)企圖或實施搶劫或勒索; 

(f)造成或企圖導致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損失; 

(g)盜竊或企圖偷竊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 

(h)擁有或使用煙草或含有煙草或尼古丁的產品，包括任何   

產品，但不限於，香煙，雪茄，微型雪茄，丁香煙，無菸煙

草，鼻煙，嚼包，和檳榔; 

(i)犯有猥褻行為或從事習慣性的褻瀆或粗俗的行為; 

(j)非法擁有或非法提供，安排，協商或出售任何吸毒用具; 

(k)擾亂學校活動或以其它方式故意違抗上司，教師，管理人  

  員，學校官員，或履行職責的其他學校人員的工作; 

(l) 明知地接收被盜學校財產或私人財產; 

(m)擁有仿製槍械。在本節中，“仿製槍械”是指槍支是類似於

真實的槍支，引至他人得出結論認為該槍支是一真實的槍支; 

(n)犯下或企圖犯下性侵定義於第261,266c，286，288，   

288a或289節所載之刑法，或犯下性虐待定義於第243.4節所載

之刑法; 

(o)騷擾，恐嚇，或者威脅一個學生以阻止其投訴當證人，或

阻止一個為學校執行處分程序當證人的學生，或打擊報復那當

證人的學生，或兩者； 

(p)非法提供，安排銷售，談判出售，或出售處方藥索瑪 
Soma; 

(q)從事或企圖參與欺侮(使做丢臉之事以折磨某人); 

(r)仗勢欺凌，但不限於，通過電子媒體的手段參與欺凌，在

細分部份的(f)及(g)第32261 ，專門針對學生或學校工 

作人員。 

(s)學生不得被停學或被開除基於本節所列舉的行為，除非該

行為涉及到學校的活動或學校的出席並發生在學校內，在校監

或校長或其他學校的管轄內。學生可能被停學或被開除基於本

節所列舉的行為，並涉及到學校的活動或出席可發生在任何時

間，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何一項： 

1) 當在學校地方內 

2) 正在前往或離開學校時 

3) 在午餐時間，無論是在或離開校園 

    4) 在前往或離開學校主辦的活動或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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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學生協助或教唆，定義在刑法第31條規則中，傷害或企  

圖傷害他人身體有可能會受到停學，但不是被遂出學校，除非

學生已被少年法庭判定有參與，作為協助者或教唆者，使用暴

力致受害人遭受了巨大的人身傷害或嚴重身體傷害，應受到紀

律處分，依據分為(a); 

(u)在本節中所用的字句，“學校財產”包括，但 

不限於，電子文件和數據庫; 

(v)校區的校監或校長可以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權去提供替

代停學或開除，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諮詢和任何憤怒管理計

劃，是年齡適當的，並旨在解決和糾正學生的不良行為，如第

48900.5規定;48900.2. 參與性騷擾(4-12年級 

); 48900.3. 導致或企圖導致或參與仇恨暴力行為(4- 

12年級);48900.4.搞作一個威迫或恐嚇的教育環境，故意

搞針對，威脅，或威迫學生或一組學生(4-12年級); 

48900.5.停學，包括監督停學，描述在48911.1節, 應該

被執行，但是只有在其他更正行為方法失敗後。 

   

校區可以記錄使用過的更正行為方法並放於學生的記錄當中，

這是根據第49069節。然而，學生，包括特殊需要的人，在

56026節所介定的，可以被停學，按照1415節在Title 20 

的美國章程(United States Code),對於任何原 

因列舉在48900節中，對初犯，,如果校長或校堅監決定了 

學生是違反了細分部份的(a), (b), (c), (d), 或 (e) 

48900節或學生的存在會導致他人有危險; 

48900.7 恐怖份子威脅學校領導或學校財產，或两者。 

 
 

2. 著裝和儀容 (BP/AR 5132) 
教師，學生和家長/監護人合作，校長或其指派的職員，應該

成立學校規則約束學生的著裝和儀容，必須與法律保持一致，

教育董事局政策和管理規則。這些學校的著裝規定，應定期複

查。(cf. 0420 - School Plans/Site  Councils

學校委員會) 

 

每所學校應允許學生穿著防護太陽的衣物，包括但不限於帽子

，為在校期間戶外使用。(Education Code  35183.5) 

 
此外，以下準則適用於所有正規學校的活動： 

 1.鞋必須時刻穿戴上。涼鞋必須有腳跟帶。幼帶衫或露背的

鞋或涼鞋是不能接受的。 

2.服裝，珠寶和個人物品（背包，腰包包，運動包，水壺 

等），應是没有任何字眼，圖片或其他任何徽章帶有粗糙的，

庸俗的，褻瀆或性暗示的，有吸毒、酗酒或煙草廣告含意的，

有促銷和肖像，或鼓吹種族，民族或宗教偏見成份的。 

3.帽子，或其它頭罩，不得在室內穿戴，除非學生是因為宗教

原因而佩戴。 

4.衣服應足以在任何時候都隱藏內衣。看透的或魚網布，露 

背背心，摘肩或低胸上衣，裸露腹部，和裙子或短褲短至在大

腿中部以上都是禁止的。 

5.運動短褲不得在體育課以外的其它班課上穿著上課。 

6.頭髮應該潔淨整齊。頭髮不可以噴在濕時會滴落顏色的色彩

噴髪液。 
 

教練和教師可以實施更嚴格的著裝要求，以適應某些體育項目

及/或班的特殊需要。 

(cf. 3260 - 費用及收費) 

 

參加體育課的學生，其成績不會因為在不能控制的的情況下未

有穿上體育服裝上課而受到影響。 

(教育規章 49066) 

(cf. 5121 - 成績/學生成就) 

 

在每所學校的校長，教職員，學生和家長/監護人可制定合理

的著裝和修飾規則給學生從事課外或其他特殊學校活動時 

遵守。 

 

幫派有關的服裝 

在個別學校有著裝要求，禁止學生穿著跟幫派有關的服裝在學

校內或參加學校活動。校長，教職員和家長/監護人參與發展

學校安全計劃，應制定“幫派有關的服裝”的定義，並應 

限制這個定義為那著裝可以合理地確定對校園環境的健康和 

安全有威脅，若這類著裝是被穿著或在校園內展示。 

(教育規章 32282) 

 

由於與幫派有關的符號是不斷地改變，與幫派有關的服裝的定

義，至少應每學期審查一次，並在每當接收到相關信息時就要

更新。 
 

校服 

學校當需要一個全校性統一的校服穿著要求，校長，教職員，

及家長/監護人應共同選擇具體的制服。 

(教育規章 35183) 

 

在推行校服政策至少六個月之前，校長或其指派的職員應通家

長/監護人有關此政策。 

(教育規章35183) 

 

家長/監護人也應被告知有權要求他們的孩子豁免。 

 

校長或其指派的職員應在學年年底重複這個通知，讓家長/監護人

得到提醒，在開學前購買好校服。 

 

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確定申請財政援助購買校服的學生的資格

標準。 

 

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定出回收或交換校服的方法，當學生的校

服不再合身穿時。 

 

參加國家認可的青年組織的學生，將被允許穿上該組織的制服

在該組織所預定的會議。 

 (教育規章35183) 

 

3. 由老師處分 
 任何列於學校處分行動的不端行為，教師可以： 

 停學生課，從老師的班，一天和第二天 

 在下課後，留學生課不超過一小時 

 獲准在小學，限制學生小息時間 

 轉介學生到合適的學校管理層職員 

 (教育規章48910節) 

 

 

 

4. 对参加特殊教育计划的学生和拥有 504 计划的学生的纪律

处分 

學生，包括參加特殊教育課程的學生，或接受教育服務第 

504節的學生，被發現有參與列於學校處分行動的不端行為，

可能會被停課，不自主地被轉移機會或學校，或被學校開除。

但是，如果学生在一个学年被停学超过 10 个上课日，或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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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开除或非自愿转学，则必须召开表现决定 IEP 会议。這個

會議必須在發生紀律違規的10個上學日内，以確定是否要有進

一步的紀律處分。任何有關這事情的問題應直接向校查詢。 

 

5. 罰停課 
a)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者校監可能會罰學生停課，從

學校48900節所列舉的任何理由，和根據48900.5節，不超

過五個連續上課日。 

 b)由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者校監所安排的停課 分， 

 在先前應該先由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校監與學生，和 

 可行時，老師，主任，或轉介學生的職員開一個非正式會 

議。在這個會議上，學生應被告知受到紀律處分的原因，並

且出示指控他/她的證據，和給與學生一個自辯的機會。 

c)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校監可能罰一個學生停課，而

不給予學生一個會議，是在當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校

監確定是出現了緊急的情況。在本文中使用的“緊急情況”，

是指一個由校長，校長指派的職員，或者校監所決定 

的情況，這情況明顯的對生命，安全，或學生或學校工作人

員的健康狀況構成威脅。如果學生被罰停課而在之前沒有開

過會議，那家長和學生應被通知學生是有權利得到一個會議

和學生有權利重返校園參加會議，並應在兩個教學日內舉行

，除非學生放棄這個權利，或健康上無法參與，原因包括但

不限於，監禁或住院治療。會議隨後應盡快在學生能夠重返

學校後召開。 

d)在停課時，學校僱員須作出合理努力，聯繫學生的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親自或通過電話。每當有學生被罰停課，其父母

或法定監護人應收到停課的書面通知。 

e)一位學校僱員須向學區的管理委員會或校監報學生的停課，

包括原因，按照理事會的規定。 

f)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學生，應立刻不遲延地回應，去 

出席學校有關孩子行為的會議要求。 

g)根據教育規章48903，在任何學年，學生停課的總數不得

超過20個上課天，除非要進行調整為學生登記或轉移到其他

正規學校。 

 

6. 開除學籍處分 
 建議;由理事會指令 

第 48915節. 
 

(a) 除了提供在細分部份(c) 及(e),校長或校監應推薦去開 

除學生，若參與任何以下的行為，無論是在學校或在校園以

外的學校活動，除非是有特殊的情況令校長或校監認為停課

是不恰當的: 

(1) 造成他人嚴重的身體傷害，除非是自衛。 

(2) 擁有任何小刀或其他危險物體而學生卻沒有合理的用 

    途。 

  (3) 非法擁有任何受管制的物品，列於第二章(開始於第 

11053節) 分類10的健康及安全規章，除了：  

 

 

(i) 第一項罪行為藏有不超過一個常衡盎司的大麻  

   ，不是濃濃縮大麻煙。 

 

(ii) 擁有非處方藥物給學生作醫療用途或由醫生處  

   方藥物給學。 

   (4) 搶劫或敲詐勒索。 

 (5) 襲擊或毆打任何學校的僱員，如在刑法第240和242 

   節定義。 
 

(b) 在由校長，校監，或由聽證官或管理層推薦後，遵照細  

分(d) 第 48918節, 理事會可以下令開除一個學生在發現該學 

 生參與以下細分的一個行為在 (a) 或在細分 (a),(b),  

 (c), (d), 或 (e) 第48900節。開除決定應基於以下 

  一個或兩個的結論： 

(1) 其他糾正的方法不可行或重複地未能帶來正當行為。 

(2) 由於行為的性質，學生的存在會導致持續性的危險   

   ，對學生或他人的身體安全。 

 

(c) 校長或校監須立即停學生課，根據第48911節 ，並應建議

開除學生因為他或她決定犯下任何以下的行為，在學校或在學

校以外地方舉行的學校活動： 

(1) 擁有，出售，或向他人提供槍支。這劃分並不適用於 

如果學生事先從學校的員工已獲得書面許可證去持有槍支，

這得到校長或校長指派職員的同意。這細分適用於一個擁有

槍支的行為只在這個擁有是被校區職員所證實。 

(2) 向一個人揮舞一把刀。  

(3) 非法銷售受控制物品，列於第二章(開始於第11053節) 

分類 10的健康及安全規章。 

(4) 參與或企圖參與性騷擾性侵犯在細分定義(n) 第 

48900 節。 

(5)  擁有爆炸物。 

 

(d) 理事會應下令開除一個學生在發現該學生犯細分所列行 

 為 

(c), 和轉介學生到一個學習課程備有以下的條件： 

(1)  有適當的準備去教導有紀律問題的學生。 

 (2) 未在綜合初中，或高中，或者任何小學提供。 

 (3) 不是被安置在被停課的學校。 

 
 

7. 反欺凌政策 

San Leandro聯合校區認識到，學校必須以促進學生的 

身體和情感安全，才能提升及支援學生的學術成就，公民責任

，和出勤率。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不會容忍任何 

侵犯學生或成人安全和情感福祉的行為。 

董事局政策5131.2申明所有的學生和工作人員有權利得到安

全和支援的學校環境，不受歧視，恐嚇，騷擾和欺凌根據實際

或感知的特點和殘疾，性別，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基因信息

，國籍，種族或民族，血統，國籍，年齡，宗教，性取向，或

聯合的個人或團體與一個或多個的這些實際或感知的特徵，或

任何類型的欺凌行為包括網上欺凌（網絡欺凌)。 

 

*  所有管理員，輔導員，教師和工作人員將討論這個政策， 

   與他們的學生在用年齡適當的方式，並應確保學生不必忍 

   受任何形式的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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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校區的所有分類職員和文憑教師必須立即向校長 

   或其指派的職員報告欺凌的事件。 

*   所有分類職員和文憑教師在看到一個欺凌事件發生時須 

    立即進行干預。 

*   所有學生應向任何成年工作人員報告事件。用學生欺 

    凌報告表格E 5131.2，可向學校辦公室索取和在 

    校區網站六下載。 

*   提告欺凌事件會立即被調查。學校管理層有責任和分 

  類職員和文憑教師每年進行審查此政策，並確保該政 

  策張貼在明顯的地方和提供所需的培訓支援。 

 

*   任何欺凌的指控當涉及性騷擾，調查的結果應當在合 

    理可能的範圍內保密。 

 

學生，家長和工作人員，當察覺到或遇到任何欺凌事件發生時

，必須向一個成年人報告，並鼓勵填寫一份“學生欺凌報告表”

，此表在我們所有的學校都有提供，在本手冊的後面有刊載，

和可以在學生支援服務網頁下載。 

 

 

“欺凌” ，在加州教育規章48900 （r ）的法律定義是， 

任何嚴重或滲透的身體或言語的行為，或行為，包括以文字或

通過電子媒體的方式進行的通信（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的定義為：欺凌，通過使用電子媒體，發送信息

，包括但不限於，消息，文本，性短信（短信或與性有關的圖

像），聲音，或電子圖，包括但不限於，通過電話，無線電話

，或其他無線通信設備，電腦，或傳呼機。通過電話，電子郵

件，網站，或任何其他電子或書面通信發送侮辱性或威脅的信

息也包括在內。 

 

欺凌是攻擊性的，不想要的或不受歡迎的。由一個人或多人進

行，嘲笑，騷擾，羞辱或恐嚇他人，在學校內，在學校的活動

，在上學或下課途中，在校車上，在任何涉及學校的活動，或

者是針對校區人員或學生，這構成性騷擾，仇恨暴力和制造一

個充滿敵意的教育環境，欺凌將不會被容忍。 

 

欺凌行為可以包括，但不一定限於以下： 

    

1. 言語上的:   傷人的辱罵，取笑，說閒話，恐嚇，帶種族 

主義的辱罵或綽號，做粗魯的聲音，蔑視性取向，性別歧

視，或散佈傷害謠言。 

2. 非言語上的:故作姿態，做幫派標誌，送秋波，凝視，跟

踪，毀壞財產，侮辱或恐嚇，記號，使用塗鴉或圖像，或

表現出不適當的和/或張牙舞爪或行動 

3. 身體的:擊打，拳打，推倒，推打，戳，踢，絆，勒，揪

頭髮，打架，毆打， “扯褲子 ” ， 捏，打耳光， 

咬，吐痰，或破壞財產。 

4. 情緒的-(心理上的):拒絕，恐嚇，敲詐，誹謗，威脅 

，羞辱，勒索，操縱友誼，孤立，迴避，放逐，用同伴的

壓力，或等級或排名的個人的特徵。 
 

 
 

 
 

 

 

學生欺凌他人違反這些準則會受到紀律處分包括被學校開除 (

教育規章48900(r)). 

 

8. 通知警察 

當學生被指控違反了美國加州刑法規章（如：販賣毒品，或帶

武器到學校），學校官員有責任聯絡警方。一但通知了警方，

此事就可能被認為是警察的事以及學校的事。違規行為的後果

包括遭到SLPD的逮捕或調查，並包括列於SLUSD紀律政策内

的處分。SLUSD有責任去與警方配合完成調查。 

 

9. 執法調查 
執法人員有權來到校園去會見受嫌疑的學生，證人，或涉嫌虐

待兒童事件的受害者。會見或把學生帶離學校是不需要得到家

長/監護人的許可。執法人員查問學生或把學生帶離學校之前

，應通知學校當局。 

 

學校管理員應核實有關警員的身份和資格，他/她來自那執法

機關和對學生的會見或帶離原因。該警員可要求學校官員的幫

助去完成他或她的任務。而當學生正在接受會見時，學校官員

是沒有權力或權利在場。然而，若學生是涉嫌虐待兒童事件的

受害者時，在會見時，應被提供選擇單人或選擇有學校的一名

工作人員陪伴而這人可以是文憑教師或分類職員或志願者。在

其它的情況下，警員可在其判斷下，讓學校官員在場。(刑法

規章11174.3) 

 

如果校長或學校官員讓治安人員將一名未成年的孩子帶離學校

，學校官員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去通知學生家長，法定監護人或

親人，並告知孩子被帶到那裡。這要求的唯一例外是當未成年

的學生是涉嫌虐待兒童事件的受害者時，會被帶離並受到保護

，這定義於刑法規章第11165.6節,或根據福利和機構規章第

305節(教育規章48906)。 

 

在涉嫌虐待兒童的情況下，學校官員必須向治安人員提供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官員必須立即通

知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有關未成年人在受到保護並在那個地方

。該治安人員可拒絕透露這個位置24個小時，如果他或她有一

個合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披露會危及安全或擾亂未成年人的

監護權。然而，有關人員必須通知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當孩子要

求或接受醫療或其它治療。少年法院必須在隨後的隔離聆訊中

審查任何不披露受保護未成年人安置地點的決定。如果學校收

到學生家長查詢學生的位置，他們將被轉介給執法機構，那執

法機構正在監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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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損害和損失的賠償責任 

根據國家法律規定，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對其孩子的故意不當

行為所造成對其他學生，學校工作人員或學校志願者致命或傷

害，或學校財產損失，需要負上全部賠償責任。由教 

育法規定的賠償責任限額（$10,000）或可以通過州校監公 

共指示(State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調整，比例等同緊縮物價指數的百分比，由商

務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訂定 

[教育規章 48904(a) (2)]。他們也負責以下的賠償： 

 

* 任何由校區張貼，去逮捕並成功起訴對未成年 

人所犯上述的罪行，的懸賞。（不超過調整後的上限) 

* 所有沒有交還的教科書，技術設備，樂器，或其它借給 

  學生的財產。 

 

校區或會扣壓學生的成績單或文憑，直至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支付損失或退還財物，或完成以志願工作代替支付賠償金的方

案。 (教育規章第48904及AR 5125.2節) 

 

11. 發放學生的指示資料 
  指示資料是指一些包含在學生教育記錄的資料，若被公 

 開，基本上是不會傷害學生或侵犯其私隱。在每個學年的 

 開始，所有的父母/法定監護人應被通知，學校或校區會 

 計劃發放哪些類別的目錄信息，以及向誰發放。 

 該通知是讓家長/法定監護人知識他們有拒絕讓校區發放 

 指示資料的權利，和家長/法定監護人需要在那段時間內 

 以書面回覆校區他/她給與許可去發放。 (教育規章   

 49063, 49073; 34 CFR 99.37)  

 (cf. 5145.6 – 家長通知) 

 

不發放學生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的書面提交表格，必須在

收到或報名入學後30天內交還給San Leandro/ 

Lincoln High高中。根據其學生的最佳利益做决定，校區 

可能會限制或拒絕發放特定的學生資料給任何公共或私人營 

利組織。(教育規章 49073) 

 

12. 學生允許離開規則 
所有學生的安全是我們San Leandro校區工作人員在我們 

學校頭號關注的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是被允許在任何時間到

學校接學生離開，只要他們提供文件證明身份。學校職員 

不會允許學生離開若該成年人沒有恰當的身份證明，或沒有由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或登記學生入學的法定監護人的口頭或書面

同意。學校工作人員會允許學生跟成年人離開，而這成年人的

名字是已列在緊急通知卡上，並且在緊急情況下能提供身份證

明或在登記學生入學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要求下提供身份證

明。 

 

 

 

 

 

 

 

 

 

13. 電子設備 
按加州教育規章48901.5，理事會有權去管理擁有或使用任何

的電子通訊設備(如：手提電話)。學校已經建立了使用規則，

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在校園內時須遵守使用規則。按照學校政策

，手提電話可以被管理人員沒收，如果手提電話被認為搔擾着

教育環境。管理人員可以進行搜索手提電話，如果有正當理由

，或基於客觀事實合理懷疑。無論是學校還是校區，都不需要

為所帶進校園内的任何電子設備或手提電話 

負責任。如果這些電子設備或手提電話被丟失，被盜或損壞，

這是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自己的責任。在未有得到技術總監的

書面批准時，個人電子設備不得在校區網絡上使用。 

 

岀席 
根據 San Leandro市政法規, 4-1-305,任何未成年人 

（6-18歲之間的適齡學生）在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學校上 

課時間，在公眾街道或公眾地方徘徊，遊蕩，閒逛，或玩耍，

都屬違法。違反這個法規有可能受到票控並被罰款，初犯 

$50.00，重犯每次增加$25.00。此法規由San Leandro 警察

局及學校資源官員(SRO)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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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宣誓書資料 

根據加州教育規章 48200, 所有學生，年齡在6-18歲， 

應在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居住的地區上全日制的公立學校。 

San Leandro校區不會干預監護權的事宜。校區會根據所 

提供的法律文件登記學生入學。如果只有一位家長得到監護權

，那麼學生必須在該父或母所居住的校區就讀。如果監護人沒

有法律文件和親生父母不是生活在該校區的邊界和不能登記學

生入學，(如:去向不明，被監禁，居住在其他國家) ，一份保

姆宣誓書必須填寫在案，於學生支援服務部，以便讓學生完成

入學登記。除了證明居住，學生支援服務部的工作人員也將進

行家訪，並要求那份保姆宣誓書每年作更新。 

 

 

越區就讀許可資料 

如果家長不是住在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邊界，但想自 

己的孩子在這校區上學，他們必須填寫一份越區就讀許可協議 

Inter-district Permit Agreement。這個越區 

許可証並不需要每年提交。如果有空位在學校/年級/課程和學

生符合合同的嚴格標準要求，許可証便會被更新。就讀在 

11和12年級並得到越區就讀許可証的學生，根據加州教育規章

46600，不需要每年更新他們的許可証。  

 

家長/ 法定監護人/保姆確認學生的缺課 

 

加州法律要求 6 至 18 岁的儿童每天上学。虽然该法律目前不

适用于 6 岁以下的儿童，但研究表明，早期教育（学前班和幼

儿园）对于未来的学业成功至关重要。父母/看护人有责任确保

他们的孩子每天都能上学。定期出勤很重要！国家和地方研究

表明，经常缺勤的学生，无论是无故缺勤还是无故缺勤，与正

常上学的学生相比，识字水平、成绩和辍学率都较低。给家长/

看护人的提示：准时上学： 

● 确保您的孩子早睡并睡个好觉。 

● 养成早上的习惯（穿衣服、吃早餐、刷牙）并坚持下

去。 

● 与您的孩子讨论每天上学对学业成功的重要性。 

● 每晚安排一个不受打扰的时间让您的孩子做家庭作业

。 

SLUSD 管理委员会认为，定期出勤对学生的成绩起着重要作用

。SLUSD 将与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合作，确保他们遵守所有州出

勤法，并可能使用适当的法律手段纠正长期缺勤或旷课的问题 

缺勤超过 10% 或更多天数，无论这些缺勤是被原谅还是无故被

视为长期缺勤。家长将收到关于过度缺勤的正式通知。我們都

知道，家庭 

不時會面臨障礙和危機，但是，所有的學生都應該被鼓勵去上

學，除非他們有一個有效的藉口，如以下所列。如果學生 

未滿18周歲，並被允許留在家裡，家長/監護人/保姆必須做以

下幾點： 

 

*  打電話給學校出席部(Attendance)的書記，在學生缺 

  課的當天。 

*  表明自己是學生的家長/監護人/保姆。 

 * 告訴學校你孩子缺課的原因及日期。照顧幼小，去購 

   物，睡過頭，不想去做，和沒有衣服穿都會被作為無故 

   缺席。 

 * 當學生返回學校時，交上一張便條告訴學校學生缺課 

   的原因，否則仍將作無故缺席。 

該便條須包括學生的姓名，缺課日期，缺課的原因，家長 
/責任人的簽名，和寫此便條的日期。请查看 SLUSD 学区网站
了解 COVID 预防和安全计划，并就任何缺勤事宜联系您的站点
管理员。 

 

若家長/監護人/保姆沒有執行上述的步驟去說明缺課原因，學

生將被記錄為“無故缺席 ” 。在一年內積累3次無故缺席 

將導致學生被宣佈為習慣性或延續性逃學。 

(更多細節請參看下面無故缺席/遲到一節） 

 
 

各類有效的缺課解釋 

(根據  BP 5113 及加州  E.C 48205)  

6至18歲之間的未成年人到學校上學不僅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

，也是一項法律責任。根據法律規定，父母/法定監護人/保姆

有責任確保他們的孩子在學年中每一天都到學校上課。 

 

州教育規章 48205 說明: 

(a) 儘管第48200節,一個學生必須被學校原諒正當缺課的原因

是： 

(1) 由於他/她的病情 

(2)  由於收到縣或市衛生官員的隔離搞指示。 

     (3) 由於有醫療，牙科，驗眼，或脊柱服務的需要。 

(4)  出席他或她的直系親屬成員的葬禮，若葬禮是在加     

    州，缺課不能多過一天，若葬禮是在加州以外，缺 

    課不能多過三天利。 

(5)   完成陪審團的責任，是法律規定。 

(6)   由於在校期間，監護父母的子女有疾病或醫療預約 

    ，而學生是監護父母。 

(7) 正當個人理由，如： 

● 出庭 

● 宗教節日或儀式的觀察 

● 宗教指令發佈時間 (教育規章節46010-46014). 學生

應被容許每月不多於四天的缺課。  

● 一個學期出席不超過四小時的宗教靜修。 

● 參加就業會議 

● 當學生的缺席已被要求以書面交代，由父母，法定

監護人/保姆，並被校長或指定代表，根據理事 

      會制定統一的標準核定。



 

 

 

 

(8) 在選舉日做服務，根據選舉規章第12302。 

 

(b)  根據本節，學生缺課將被允許去完成所有在缺課期間 

   所錯過的作業及測驗，而在期限內合理並圓滿完成所有 

   的作業，應被給予全額的評分。任何班的老師，當有學 

   生缺課，須決定補發測驗及作業，應合理相等，但不必 

   相同。 
 

(c) 在本節的目的，出席宗教靜修不得超過每學期四小 

     時。 

 
 

  無故缺課/遲到 

 

1. 沒有有效的藉口或理由得到批准去錯過上課或上學，無論

缺課是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保姆所引發起的（例如，購

物，看顧幼小等） 。 

2. 缺課要先得到審批，但在沒有獲得批准前就缺課。 （例

如，去渡假前做獨立學習合同）。 

3. 除非事先獲得批准，學生未能在他/她的指定教室/教室排

隊當遲到鐘鳴響時已構成無故遲到。 

4. 提早接下課或部分時間無故曠課（例如，父母有事做，或

看顧兒童問題等）。错过 10% 学年的学生将被转介到分

层重新参与计划。 

 

 

宣佈為法律承認的習慣性或延續性逃學 
 

國家教育法規48260.5指出，“當一個學生被初步分類為逃學

，學區應通知學生及其家長，法定監護人，或保姆，用郵件或

其它方法通知，學生是逃學......” 

 

第一個宣佈為法律承認的逃學：學生沒有有效的原因缺課超過

3天或以上，或遲到30分鐘或以上，在一個學年有三天或多過

三天。 

 

第二個宣佈為法律承認的逃學:當學生已被記錄為法律承認 

的逃學而再次在沒有有效的原因缺課一天或多過一天，或遲

到一天或多天，在一個學年內。 

 

宣佈為法律承認的習慣性逃學:  學生已被記錄為法律承認 

的逃學，有三次或以上(最少6次沒有有效的原因缺課) ，在一

個學年。(教育規章 48264.5) 

 

宣佈為法律承認的延續性逃學:  學生錯過了10％以上或 

多過的上學天，在一個學年，從登記入學到當前日期。缺課 

過多，可以是有原因和無故於的。(教育規章48263.6) 

 
當學生已經缺課超過三天而沒有一個有效的原因，或有三個或

更多的遲到，蹺課，一天局部缺課，辦公室職員或管理人會聯

繫家長去商議。如果他們看到一個模式或行為繼續下去，

SLUSD的職員會發出一封信(不規則出席信)。如果缺課 

繼續，學生將被宣佈為習慣性逃學。SLUSD將發信給家長/監

護人/保姆，通知他們該學生已被列為逃學。教育規章說明， 

家長/監護人/保姆是有責任去迫使學生出席上課。家長/監護

人/保姆若不履行這一責任有可能違法有罪而受到學校出席審

查委員會（SARB）的審查或被轉介至地區檢察官。 

 

 

學校出席審查委員會 (SARB) 
 
根據教育教育規章法，學校與伙伴社區，市和縣有關部門，地

方企業，家長團體，及校區職員工可以組成一個聽證委員會（ 

SARB），去審查習慣性和延續性逃學的出席記錄，並 

介入嘗試解決改善學生和家庭的出席問題。任何原因缺席10％

全學年上課日的學生，包括原諒或無故缺席，被定義為長期缺

席，可能被要求參加SART或SARB會議。 

 

SARB逃學程序  

 

第一步: 逃學信 #1  

發送副本到校區辦事處 

 

當學生有3次無故曠課， 3次未去核實的缺課， 3次很晚的 

遲到（30分鐘或以上）或5次遲到，早退，或無故部分天缺 

課，或在學年有任何以上的組合，逃學信＃1將被發送。 

 

第二步: 逃學信 #2  

學校約見SART 

 

當逃學信＃ 1已發送和學生有未經核實的4次缺課， 4次無故

缺課或4次很晚的遲到（30分鐘或以上） ，或6-10次遲到，

早退，或無故部分天缺課或任何組合，逃學信＃ 2將被發送，

而家長/監護人將被安排一個出席SART會議。 

 

第三步: 逃學信 #3  

送出 SARB 轉介文件至校區辦公室 

 

當逃學信＃2已發送和SART合同已被簽訂，而學生再有1次以

上無故缺課，另外1次未經核實的缺課，1次很晚的遲到 

（30分鐘或以上），1次遲到/早退，或任何的組合，這種情況

下，事件將會被轉介至學生服務部門，在校區辦公室，並進聽

證會S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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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出席審查委員會有司法管轄權去： 

 

1. 行政轉移學生至區內其它學校。 

2. 轉介學生接受（a）輔導和/或（b）至少年監守行為部  

    門由法院干預。 

3. 轉介家長/監護人/保姆至地區檢察官接受逃學調解或起  

    訴。 

4. 轉介家長/監護人/保姆至人類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由於缺乏父母照顧去維護學生 

    定期和準時的出席上課。 

5. 轉介至機會計劃，自主學習，縣社區學校，或其他替  

    代教育課程。 

 
 

強制性的住址證明 

 

San Leandro聯合校區教育董事局實施了強制更新住址 

證明政策5111.1 ，由 2008年2月19日開始生效，是為確 

保每一位登記入學的學生都居住在San Leandro聯合校 

區。過程整個學年進行，對新入學的學生。此外，在每年春季

，Ｋ，五年級，及八年級的學生要在學校再做住址證明。 

所需要的文件名稱可以在你學生的學校或校區辦事處索取，或

在校區網頁上查看。詳細資料，包括日期和時間，已於強制性

住址證明的開始前被送派發帶回家。此資料也可以在校區的網

頁上找到。 

 

如果這些文件在6月1日前還沒有交到學校，學生將會被取消學

籍。 

  

現董事局政策（1）要求家庭在十天内通知學校若他們的 

住址有改變，和（2）如果校區有合理理由懷疑學生的住 

址，工作人員可能會啟動重新驗證。 

 

入學登記和無家可歸學生的權利 

 

無家可歸的孩子，缺乏固定，一般及夜間居住地方，會由聯邦 

McKinney-Vento 法案及加州法律保護。 

如果他們生活在任何下列的情況，學生是保證能登記入學： 

 

* 住在一庇護所（家庭，家庭暴力，或青少年庇護所或 

  過渡生活計劃） 

* 住在家汽車旅館，酒店，或每週支付的房子 

* 住在房子或公寓，有不止一個家庭同住因為經濟困難或 

  失去家人 

* 住在廢棄的建築，在車上，在露營地，或在街上 

* 在臨時寄養或跟誰不是父母或監護人的成年人 

* 住在不標準的住房（不含電力，水或熱） 

* 住在朋友或他人的家因為學生是離家出走或無人陪伴的 

    青少年，沒有父母或監護人親身的監護 
* 是一個遷徙的孩子，生活在上述任何情況 

McKinney-Vento保護包括但不限於： 

1. 立即登記入學，即使沒有居住證明，免疫接種，學校記

錄或其他文件的證明。 

2. 留在原先的學校即使己搬遷，或入讀臨時家庭所居住校區

的學校。 
a. 學生可以在整個無家可歸的時間留在該學校。該學

校會被認為是原先的學校。 

b. 如果家庭獲得永久性住房，學生可以維持在目前的 

    學校在整個學年。 

c.  學校或原住址：在原住址就讀過的學校，或上 

    一所就讀的學校，包括幼兒園，包括指定接受進 

    入下一年級的學校。 

 
 

3. 來回交通接送，現有住址和原籍學校之間，包括直到學

年結束時學生獲得永久的住房 

4. 自動合資格得到兒童營養計劃（免費和減價午餐和其它

校區食物計劃)。 

5. 提供學校文具用品。 

6. 參與所有學校活動和計劃，若該學生是合乎資格。 

7. 跟學校有分歧會迅速得到解決，並 

8. 去他們自己選擇的學校，當分歧被解決後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者找出你的學生是否有資格獲得這些法律

的保護，請聯繫學生支援服務部 510-667-6223。 

 
 

寄養青少年的登記入學和權利 

 

議會法案490管轄寄養服務的責任和權利有關教育和依靠照 

顧。AB 490的主要條款如下： 

 

學校穩定性 

 

 需要縣安排機構去促進教育的穩定，要考慮並決定入讀的

學校，孩子的岀席。 

 允許寄養的孩子立即登記入學，即使所有需要的學校記錄

，免疫接種，或校服還未整全。 

 創造穩定性的學校環境給寄養孩子，當要轉換時，允許他

們在學年期間留在原籍學校，這是為兒童的最大利益着想

。 

 提供寄養孩子權利去留在原籍的學校就讀當爭端有關學校

安排乃未得到解決時。 

 要求當地教育機構（LEAs）指定一名工作人員作為寄養教

育的聯繫，為寄養青年妥善安置，轉移和登記入學。 

 需要考慮一所全面的公立學校作為安置寄養青年的第一所

學校選擇。 

 必要时的学校交通，以便您留在学校或原籍地。 
 

及時轉移記錄 

 使當地教育機構和縣社工或監守行為官員聯合負責並及時轉

移學生的記錄，當要轉換學校時。 

 在收到縣機構或當地教育機構的轉換學校請求時，要求當地

教育機構在兩個工作日內交送學生的教育資料和記錄至下一

個教育安置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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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成績和學分 

•  要求校區去計算成績和給與學分給全部或部分圓滿完成   

  課程的學生，當就讀在公立學校，少年法庭學校，或非公 

  立，非宗教的學校。 
•  確保寄養青年不會而受到處罰，由於轉校缺課，出庭，或 

  相關法院下令的活動。 
 

若需要更多的資料，或支持寄養青年，請聯繫學生支援服務部

，510-667-3503 。 

 
 

要求官方高中成績單 

 

按照州教育規章49065，所有的學生都允許免費索取高達兩（

2）張他們的學業記錄成績單。依照下面的步驟去向學校或校

區辦公室要求學生的官方成績單。 

 

在讀學生： 

成績單申請表（可從學校網站或學區辦公室索取）必須填妥方

可得到SLHS, Lincoln, 及 Lighthouse所發出的官 

方（蓋章）成績單。所有在讀的學生都可以免費索取成績單。 
 

威廉斯統一投訴程序 

威廉姆斯统一投诉程序的建立是为了解决与教学材料、教师

空缺和错误分配以及学区设施状况有关的学校相关问题。所

有投诉必须使用威廉姆斯投诉表以书面形式提交。鼓励家长/

监护人与孩子的老师和/或校长讨论有关教学材料的任何问题

。仍未解决的，可以按照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投诉。学

区应仅接受工作人员、学区居民或在学区就读儿童的家长/监

护人对教学材料的投诉。 

 

 
 
 

 

非歧視/騷擾政策 5145.3 
校區計劃和活動應不受歧視，包括騷擾，尊重民族，宗教，性

別，包括性別認同，性取向，膚色，種族，年齡，國籍和身體

或精神殘疾。董事會禁止校區任何員工，學生或其他人恐嚇或

騷擾任何學生。此外，解決方案＃98-39於1998年採 

納，以確保有一個安全的學校環境給所有的學生和工作人員，

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和那些來自同性戀

父母家庭的。 

 

 

防止性騷擾政策 

 

理事會致力於維持一個免受騷擾的學習環境。董事會禁止任何

僱員，學生或其他人或在任何學校相關的活動向學生進行非法

性騷擾。董事會政策5145.7認為性騷擾是一種嚴重的罪行。

以下的行為類型是校區禁止的因可能構成性騷擾，包括但不限

於： 

 不受歡迎的性挑逗或不道德要求 

 性辱罵，送秋波，威脅，謾罵，貶損評論或有辱人 

格的性描述 

 語言批評他/她人的身體或過於私人的交談 

 性玩笑，評論，故事，繪畫，圖片或手勢 

 傳播性謠言 

 戲弄或性言論關於學生參加了一個主要單一性別的班級 

 以性的方式觸摸一個人的身體或衣服 

 故意轉彎或阻塞正常的移動 

 限制學生接觸教育工具 

 顯示有性暗示的物品 

 任何報復行為，向那報告了違反校區騷擾政策的人或調查性

騷擾的人。 

 

 

學校管理人員將在考慮到違規的嚴重性後，給與適當的紀律處

分，考量其他因素，如年齡，健康狀況和學生的成熟，以及所

有可選擇的服務，旨在更正行為。 

如果一個嚴重的制裁，比為期五天的停課，是被認為更適當的

，校長可以推薦去開除學生，向學生紀律聽證會提出。 

 (教育規章 4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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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程序 

  

學生應告知那個行為具有攻擊性的人必須停止其行為。 

如果不可行，或者如果那個人不停止其行為，學應直 

接向學校的輔導員，副校長或校長申訴。該校官員在接 

到投訴須進行調查，並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 

 

 

如果向學校官員提交投訴並不可行，或者如果學生不滿 

意投訴後的結果，學生可以用書面方式向校監提出上訴。 

 
 

（投訴表可向校長辦公室，副校長辦公室，並助理校監 

辦公室，教育服務部索取。）  

 
 

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檢討先前的調查，並採取行動，在 

接到投訴之日10個工作日內以書面作出決定。相關各 

方可以就決定提出上訴，可向教育委員會提交上訴書， 

（上訴書可以到教育服務部的助理校監辦公室索取）。 

 

 

董事局應審核先前的調查和採取的行動，並可以作進一 

步的調查。董事會的決定應當在收到上訴後20個工作日 

內以書面作出回應。 

 

實行 

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採取適當的行動，去加強執行校區 

的騷擾政策。根據需要，這些行動可以包括以下任何一 

項： 

1. 刪除低俗或冒犯的塗鴉 

2. 提供職員在職和學生指導或輔導 

3. 通知父母/法定監護人 

4. 通知兒童保護服務 

5. 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此外，校長或其指派的職員 

可能需要對作不實投訴性騷擾的人作懲戒處分。 

 

投訴人可就校區的最終決定去向加州教育部上訴並有權 

去提出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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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                                                                  E(1) 5145.3(a) 

非歧視/騷擾 

 

 

San Leandro聯合校區 

                                       教育董事局 

         決議#98-39 

 
鑑於，為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所有學生和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的教育環境，是我們的專業責任和義務;和 

 
鑑於，了解校區的不同學生和員工群體的獨特和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不同的人口是有它的教育，情感和 

社會的需要去被滿足;和 

 
鑑於，在一個健全的教育計劃中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對多元文化及共同的了解，並去培養對異同的尊重;和 

 
鑑於，San Leandro聯合校區應該確保所有學生的需要，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和那些 

來自同性戀父母的家庭，要以直接和敏感的方式處理;和 

 
鑑於，San Leandro聯合校區譴責騷擾，口頭和/或身體虐待，針對任何學生或教職員工，包括男同性戀，女 

同性戀，雙性戀，變性，和那些來自同性戀父母的家庭;和 

 
鑑於，所有的學生都需要積極的榜樣，包括同性戀者; 

 
因此，現在San Leandro 聯合校區決議將實施多元化的培訓計劃，給所有的員工和義工，應對所有學生， 

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以及那些來自同性戀父母家庭的需要;和 

 
重申，校監將促進學校的安全，給所有學生，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以及那些來自同性戀父母家庭

的，通過積極宣傳和加強執行仇恨動機言論和行為政策，來培養一個安全和尊重的學校文化，和 

 
重申，校區應繼續加強州和聯邦反歧視法律保護工作人員和學生，並應懲罰違反這些法律的人。 

 

通過並取消呼喚投票，在1998年5月19日。 

 
AYES: Collins, Perry, Pon, Starosciak, Stephens NOES:  
Holcomb 
ABSENT: Nardine ABSTAIN: 
None 

 

 /s/ Linda J. Perry  秘

書/書記, 教育董事局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 

 Alameda 縣，加州 

決議 

採納於: 199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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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5145.7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 
                              HARASSMENT COMPLAINT FORM 騷擾投訴表 

投訴表格 
Name of Complainant 投訴者姓名 Date 日期 

School/Department 學校/部門 Date of Incident 事件日期 Time of Incident事件時間 

Location of Incident 事發地點 

1. Identify the offending person or persons. 確認那冒犯者(一人)或(多人)。 

 

2. Give specific examples of offensive conduct. (If more space is required, please attach additional pages.)  
   寫出冒犯行為的具體例子。（如果需要更多空間，請加附頁。 ） 

 

3. What remedy are you seeking? 你尋求什麼補救？ 

 

4. Describe, if any, the informal efforts you made to correct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above (Item 2). 
  描述，如果有，你曾用的非正式方法去糾正上述在(項目2)中描述的情況。 

 

I cert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given is true and correct. I authorize the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I provide as it 

finds necessary in pursu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 District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to the extent the law allows. 我保

證我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實和正確的。本人授權San Leandro 聯合校區透露我提供的資料去協助所需的調查。校區將盡一切努力去保持 

機密和隱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Complainant's Signature  投訴人的簽名  
 

Date 日期 

                                                TO BE COMPLETED BY District  由校區辦公室填寫 

Date Received 收到日期 By 

Date Resolve d 解決日期 By 

 

Exhibit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version: August 24, 2004 San Leandro, California 
version adopted: March 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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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BULLYING 

REPORT FORM 欺凌報告表格 

 

E(1) 5131.8

 

  投訴應以保護當事人適當的保密方式進行調查。鼓勵提交本報告;然而，口頭報告應被視為正式報 

  告。報告可以匿名進行，但正式紀律行動可能不會完全基於被匿名舉報。 

           第一節：事件或投訴的最初通知

寫此報告的學生名字
  

報告日期   

 

家長/法定監護人/社區人士

 

(代表學生填寫此份投訴表格)  

你的投訴中所牽涉的人(多人):     

事件日期(多個日期):     

 事發地點?     

                                      第二節：調查事件或投訴 

你有沒有報告這起欺凌事件?       Yes 有                         No 没有

若有，向誰人報告了?  

  

何時?    

請盡可能詳細形容你的投訴。(有需要請附加紙張) 
 
 
 
 

 附上任何與此投訴相關的文件。 

                                第三節：行動和後果/紀律處分 
 

   投訴者(作此投訴的人)被告知有關調查的結果和會採取的行動，並勸告要報告任何可能再次發生    

   的事件或企圖的報復。     Yes 有              No 沒有 

若沒有，請解釋:    
 

上訴程序已向受害者父母/監護人說明。                    Yes 有             No 沒有 

若沒有，請解釋:  
 

騷擾者(被指控的人) 被告知如果事件再次發生或有報復，會受紀律處分。  Yes 有                    No 沒有 

若沒有，請解釋:    
 

                                                 第四節：裁決

終止調查______ 成立 ______ 不成立______ 部份成立______

簽名：
  

 
請提交此表格給校長。如果你需要幫助填寫此表格，請

 



 

 

聯絡學校校             長。投訴在收到此申請表的30

天内進行調查並解決。 （轉發副本到學生支援服務部） 

。 
Exhibit 
Approved: July 17, 2012 
Approved: October 16, 2012 

日期：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San Leandr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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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LEANDRO 聯合校區 
                                 年度公告統一申訴程序 

 

        (需要一份完整內容的統一投訴程序，請參閱董事局的政策及行政法規1312.3 ） 

 San Leandro聯合校區教育董事局認識到有首要 

責任去確保在管理教育課程時適當遵守州和聯邦法 

例。校區應調查並尋求在地方級去解決投訴。校區應

遵循統一投訴程序（ UCP ），在董事局的政策和行 

政法規1312.3所述，去應對投訴有關： 

 

 非法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對任何受

保護組職，在教育規章200和220及政府規章

11135或刑法規章422.25的鑑定下，包括實際

的或感知的性別，性傾向，性別，性別身份

和性別表達，族群認同，種族確定或種族，

血統，國籍，民族，宗教，膚色，遺傳，精

神或身體殘疾，婚姻或父母身份，年齡，或

基於個人的聯想與任何人或團體，一個或多

個，這些實際的或感知的特性。 

 不遵守州或聯邦法律在成人基礎教育，綜合

分類援助計劃，移民教育，職業/技術和技術

教育計劃，兒童照顧和發展計劃，兒童營養

計劃，和特殊教育計劃。 

 
董事局承認並尊重學生和員工的隱私權。因此，歧視

的投訴應以保護當事人的私隱方式進行調查。 

 
這包括保持投訴人身份的保密，除了在進行調查的必 

要情況下，由校監或指派的職員對個别案件做決定。 

 
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確保被指派進行調查的職員是非

常了解法律和程序的。這些職員，由校監或指派所決

定的，有機會接觸法律諮詢。 

 

 
 
 
 
 
 
 
 
 
 
 
 
 

董事局認識到，一個中立的調解員往往能在各方的爭

端中，提出一個早期的妥協同意。校監或指派的職員

可以提供調解。按照統一投訴程序，只要各方投訴者

同意通過調解去嘗試解決問題，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

啟動調解程序。校監或指派的職員應確保調解結果與

州和聯邦法律和法規是一致。 

 
 投訴程序： 

 

 
1. 非正式解決:   啟動正式投訴之前，嘗試通 

過與投訴人及有關方面去進行討論，非正式地解

決問題。 

 

2. 正式投訴:    如果不能在非正式層面達成解 

決，投訴人應向教育服務部的助理校監提交一份

申訴表。 
   

3. 調查:    主管或指定人收到投訴後緊嘅10個工作

日內，主管或指定人應開始調查投訴。  警司或

指定人將調查投訴，並提供調查和決定的書面報

告。  該決定將包含投訴、糾正行動（如果有）

同此類處置嘅理由。 
 

4. 上訴：如果申訴人唔同意關於受UCP約束嘅任何

特定聯邦或州教育計劃嘅投訴嘅書面最終決定，

他/她可在收到該區決定之後15個日曆日內向加

州教育部提出上訴。 

5. 時間軸：正式投訴程序應在區收到投訴後60個

日曆日內完成，除非投訴人以書面形式同意延長

時間。  

 

6. 歧視申訴：自指稱嘅歧視或違灋行為發生之日

起，或申訴人首次了解指稱嘅歧視或違灋行為嘅

事實之日起，必須唔遲於6 （ 6 ）個月提出指

控歧視嘅申訴。 

 

7. 民灋補救措施：申訴人仲可以透過地方、州或

聯邦法律援助機構、辦事處、地方調解中心或公

共/私人利益律師尋求民灋補救措施，如禁令或

限制令。   自向加州教育部提出上訴以來，投

訴人有權喺60天以內尋求民灋補救，但禁令救濟

除外，暫停執行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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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訴應直接向以下部門提出：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Administrative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835 E. 14th Street, Suite 200 San 
Leandro, California  94577 

 
該公告須刊於校區的學生和家長/監護人手冊中， 

並每年發給家長/監護人。這個公告亦應分發給 

所有學校，和校區辦公室各部門，分發給學生，員 

工，顧問委員會，適當的私營學校官員/代表，和 

其他有關方面。完整的的投訴程序副本可以在學 

校的網頁或到校區辦公室免費索取。校區辦公地址 

是835 E. 14th Street, Suite 200,  

San Leandro, California  94577

34 



 

 

E(3) 1312.3 (c)  
圣莱安德罗聯合學區 
 

統一

投訴程序

表
 

 

TO   致：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Administrative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835 E. 14th Street, Suite 200 San 

Leandro, California  94577 
 

FROM  由：    
Name(s) 姓名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Number(s) 電話 
 

Name of school, program or office or name of employee and job location against whom charge or complaint was directed: 
        學校名稱，課程或辦公室或僱員名字，及受到指控或投訴的工作地點： 

 
 

(A copy of the written complaint against an employee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employee, except for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complaints.) 

         (一份對員工投訴的書面副本將提供給員工，除了性騷擾和歧視的投訴外。） 

 

Nature of complaint 投訴的性質： 
 

 

 

 

 

               Please check next to the kind of complaint you are presenting: 請選出你提出投訴的類別： 
 

Program Non-compliance/Program Discrimination:                      and/or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intimidation, and bullying on basis of: 
                    課程不符合/課程歧視                和/或歧視，騷擾，恐嚇，和欺凌基於： 

   Adult Basic Education 成人基礎教育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族群認同 

 

   Program for English Learners 英語學習生課程 

 
   Race or Ethnicity 種族或族裔 

   Career Technical Ed. & Civil Rights 
 職業技術教育及公民權利 

 

   Ancestry/National  Origin, Nationality 祖先/民族，國籍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兒童保育與發展 

 
   Religion 宗教 

   Child Nutrition兒童營養 

 
   Color 膚色 

   Consolidated  Categorical Programs合併範疇課程 

 

   Mental/Physical Disability 精神/身體殘障 

   Educational Equity 教育公平 

 
   Actual or perceived Sexual orientation實在或認為的性別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GATE) 資優教育    Gender 性別(陽性，陰性，中性) 

   State Compensatory Education (SCE) 州補償教育    Sex 性別 

   School Improvement Program (SIP) 學校改善計劃    Sexual Harassment 性騷擾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 

   Title I – No Child Left Behind 項目1-有教無類    Gender Identity*性別認同 

   Safe and Drug Free Schools & Tobacco Use and    Gender Expression**性別表達 

 Prevention Education (TUPE) 
安全無毒品及烟草使用和預防教育 

   Genetic Information***遺傳資料 

   Title IX Sex Discrimination 項目九性別歧視  

 

   Nationality 國籍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form if there is a complaint involving Program Non-compliance/Discrimination o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y protected 

group as listed in Board Policy 1312.3. Submit this complaint form to the District Office, Assistant Superintendent，Administrative 835 E. 14th Street, 

Suite 200, San Leandro, CA 94577. The telephone number is (510) 667-3538, FAX (510) 667-6234. Expect a response within thirty (30) calendar 

days.請填寫下面的表格，如果有涉及程序不符合/歧視或歧視任何受保護群體列於董事會政策 1312.3 上。提交 
此投訴表格至教育服務部助理校監收(前行所列地址)。預計 30天内回覆。 

 



 

 

 

   Student Fees/Charges for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l    Age 年齡 

                Activities學生費用/收費在参加教育活動  OTHER 其它                                           

(*gender identity; **gender expression; ***Genetic information, 查看 E(3)1312.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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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 1312.3 (d) 
 

When did event(s) occur?   Date(s):    
  事件何時發生？日期？ 

Has charge or complaint been discussed with the school principal, employee or his/her   supervisor? 
  控罪或申訴是否已與學校校長，員工或他/她的上司討論過？ 

 

 
 

To whom, if anyone, have you spoken?  (Write name(s) in spaces   provided.) 
  你給誰人說過？(在位置寫上名字或多人名字) 
 

   Director 主管    Date  日期:    

   Principal 校長    Date:    

   AssistantPrincipal 副校長    Date:    

   Counselor 顧問    Date:    

   Teacher 老師    Date:    

   Supervisor 主任    Date:    

   Staff Member 職員    Date:    

   Other 其他    Date:    

If a discussion took place, what was the result of the  discussion? 若果有過討論，結果如何？ 

 

 

 

 

 
 

If you desire a remedy or wish the District to take a particular course of action, please   specify: 
  如果你希望有一個補救或希望校區採取一個特定的行動，請註明： 

 

 

 

 

 

 

I understand that the District will maintain this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to the extent provided by law; that I will be protected 
from retaliation for filing this complaint; that the District may request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matter; and    if such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 agree to present it upon  request. 

  我明白校區將保持這一切信息保密，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我會得到保護，免受提交本投訴報復; 校區可能會要求對此事的進一步資料;如 果有這方面的 

  資料，我同意應要求出示這些資料。 
 

I believe that the foregoing is true and  correct. 我認為上述是真實和正確的。 

 
 

Signature 簽名:   Date 日期:    
 

*Gender identity is defined as a person’s identity, expression, or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ose characteristics are traditionally associated 

with one’s assigned biological sex at birth. Gender identity refers to the gender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性別認同的定義是一個人的身份，表達或身體特徵，無論這些特徵是否在出生時就有的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是指個人性別的經驗。 
 

**Gender expression refers to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externally communicate their gender identity to others through behavior, clothing, hairstyle, voice and other forms 

of presentation. 性別表達是指人們通過外在行為，服裝，髮型，聲音等形式傳達他們的性別。 
 

***Genetic information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ividual’s genetic tests and the genetic tests of an individual’s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nifestation of a disease or disorder in an individual’s family members (i.e. family medical history).  
  遺傳資料包括關於個人的基因測試和個人的家庭成員的基因測試的資料，以及資料有關疾病或家庭中成員的病症（即家族病史）。 

 

Exhibit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approved: June 24, 2014 San Leandr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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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關係 E(1) 1312.4 
 

WILLIAMS 統一投訴程序  

 

給家長/法定監護人/學生及老師的公告:  

投訴權利 

 
 
 
家長/法定監護人/學生，老師: 

 

教育規章35186要求，你應該被知會有關以下事況: 

 

1. 學校應該有足夠的教科書和教學材料。而有足夠的教科書和教學材料，每個學生，包括英語學習生，必須

有一本教科書或教學材料，或兩者，在課堂上使用，並帶回家。 

2. 學校設施必須保持清潔，安全，及有良好維修。 

3. 不應該有教席空缺或不當之委派。應該每一個班有一個老師，而不是一系列的代課或其他臨時教師教導

。教師應該有適當的文憑去授課，包括教英語學習生所需要的文憑，若存在的話。 

不當之委派是指安置一位文憑僱員在教學或服務位置上，但這位僱員並未持有一法律認可的文憑，證書，

或得到授權教學和服務，在僱員身份待證時。 

 

      教師空缺是指一個職位應該有一位指派的文憑教師，但在年初至整整一個學年，一直沒有指派到教師 

      ，或者，如果該職位是一個學期的課程，但在學期開始至完結，一直沒有指派到教師。 

 

4. 投訴表格可以向學校辦公室或校區辦事處索取，或在學校和校區的網頁上下載。您也可以從以下網站下

載加州教育部投訴表格:  http://www.cde.ca.gov/re/cp/uc. 
 

 
   

 
 
 
 
 
 
 
 
 
 

 
Exhibit 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version: June 24, 2014 San Leandro,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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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莱安德罗联合学区 

威廉姆斯投诉表 

教育法典 (EC) 第 35186 节制定了一个程序，用于提交与教学材料相关的缺陷、设施条件未以清洁或安全的方式维护或维修，以及教师空缺或错误分配的投诉。

投诉和回应是法规规定的公开文件。投诉可以匿名提交。但是，如果您希望收到对投诉的回复，您必须提供以下联系信息。 

  

回应请求： __ 是的 __ 不 

  

姓名（可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寄地址（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日（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晚上（可选）： 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诉问题（请勾选所有适用项）： 

1.  课本和教材 

● 学生，包括英语学习者，没有符合标准的教科书或教学材料，或者州采用或地区采用的教科书或其

他必需的教学材料在课堂上使用。 

● 学生无法获得在家或放学后使用的教科书或教学材料。这不需要为每个学生提供两套教科书或教

学材料。 

● 教科书或教学材料状况不佳或无法使用、缺页或因损坏而无法阅读。 

● 为学生提供了仅部分教科书或教学材料的复印纸，以解决教科书或教学材料的短缺问题。 

 

2.   设施条件 

● 对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健康或安全构成紧急或紧急威胁的情况，包括：煤气泄漏、供暖、通风、消防

喷淋头或空调系统失效、电力故障、主要下水道中断、主要害虫或害虫侵扰, 无法锁定并构成安全风

险的破损窗户或外门或大门，减少以前未被发现的对学生或教职员工构成直接威胁的危险材料，造

成危险或无法居住条件的结构损坏，以及任何其他学区认为适当的紧急情况。 

● 学校洗手间没有定期维护或清洁，没有全面运作，没有随时备有卫生纸、肥皂和纸巾或功能性干手

器。 

● 学校没有在学生不上课的上课时间保持所有洗手间开放，并且没有在学生上课的上课时间保持足够

数量的洗手间开放。 

 

3.  教师空缺或错误分配 

● 教师空缺 - 一个学期开始，存在教师空缺。（教师空缺是指在年初一整年都没有分配到一个指定

的合格员工的职位，或者，如果该职位是一个学期的课程，则一个指定的合格员工的职位整个学

期都没有在学期开始时分配。） 

● 教师错误分配 - 一位缺乏证书或培训来教授英语学习者的教师被指派教一个班级中超过 20% 的

英语学习者学生的班级。 

● 教师错误指派 - 一名教师被指派教一个该教师缺乏学科能力的班级。 

 

问题日期：                                                                                                                                       
  

问题位置（学校名称、地址和房间号或位置）：                                              

 

课程或年级和教师姓名：                                                                                            

请详细描述您投诉的问题。如有必要，您可以附加其他页面以完整描述情况。 

 



 

 

  

请将此投诉提交给网站管理员。 

  
  

  

注意：可以互换使用术语“学生”和“学生” 

 
  



 

 

  親愛的父母，法定監護人和工作人員， 

  

  有關：建議使用農藥的通知 2021-2022 

 

   在2000年9月25日，州長戴維斯批准了議會法案2260，建立健康學校法案2000。該法案要求San Leandro聯合學區每年提供通知， 

   給家長，監護人和工作人員，所有在來年將在校區學校使用的農藥產品的名稱。 

 
San Leandro聯合學區致力於為我們的學生和員工提供一個清潔，安全的學習環境。為此目的，有時也有必要去消除可能造成安全 

或健康問題的害蟲。然而，我們總是試圖用毒性最小的滅蟲農藥在每個情況。校區預計在未來一年會使用下列農藥產品。 
 

 

 

農藥名稱                             成份 

ASTRO INSECTICIDE PERMETHRIN 

AVITROL 4-AMINO-PRYVIDINE 

BLACK FLAG (ROACHES, SPIDERS, ANTS) PYRETHRINS,  PRALLETHRIN, CYPERMETHRIN 

CONTRAC DETEX BLOX BROMADIOLONE 

COPPER GREENE COPPER NAPTHENATE 

CYKICK CYFLUTHRIN 

DUPONT ADVION INDOXACARB/OXADIAZINE 

ENFORCER WASP KILLS TATRAMETHRIN  & SUMITHRIN 

FINAL CONTRAC BRODIFACOUM 

INVADER METHYLCARBONATE 

JT EATON DIPHACINONE 

KICKER/EXCITE-R PYRETHRINS,  PIPERONYL  BUTOXIDE (TECHNICAL) 

P.I. PYRETHRINS,  PIPERONL  BUTOXIDE (TECHNICAL) 

PRECOR METHOPRENE 

PRECOR 2000 PLUS METHOPRENE, PERMETHRIN PHENOTHRIN, MGK 264, 
PIPERONYL  BUTOXIDE (TECHNICAL) 

PREMISE 75 WP IMIDACIOPRID 

RODENT BAIT AG/ZP ZINC PHOSPHIDE 

RONSTAR OXADIAZON 

SURFLAN ORYZOLIN 

SUSPEND SL DELTAMETHRIN 

TEMPO 20 WP CYFLUTHRIN 

TERMIDOR FIPRONIL 

TIM-BOR DISODIUM  OCTABORATE TETRAHYDRATE 

TERRO SODIUM  TETRABORATE  DECAHYDRATE (BORAX) 

TOMCATT ULTRA BLOCK BAIT BROMADIOLONE 

TURFLON ESTAR TRICLOPYR 

WASP KILLER CHLORPYRIFOS  & ALLETHRIN 
 

關於鑑定任何的農藥產品，或在確定農藥產品的有效成，可從農藥監管部Department of Pesticide Regulation獲得資料916-445-4300  

或 htt://www.cdpr.ca.gov. 如果你想知道個別農藥名稱和在那所學校設施進行使用，請到學校辦公室索取一張通知登記表格。 

登記後，每次在農藥施用前最少72小時前，你會收到個別農藥施用通知，盡可能。這類通知將包括產品名稱，活性成分和預定使用日期。 

 

 
                         

敬上, 

                                                                                          
Kevin Collin Ed.D 

助理校監 

商務及營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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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Mike McLaughlin      維修及營運部門 

校監 Greg Dyer   

 1145 Aladdin Avenue San Leandro, Ca. 94577  

 Office 510- 618-4440 
 Fax 510-614-1816 

 

 
 

REGISTRATION FOR INDIVIDUAL PESTICIDE APPLICATION NOTIFICATION 

農藥使用個別通知登記 

 

 

2021-2022 學年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明白，校區要求學校在每次使用農藥前，至少72小時，須先發放有關的信息。我希望在這所學校的每

次農藥使用之前能得到通知。 

 

通知將通過學校通訊或美國郵政提供，以最有效的途徑傳遞。通知將在任何非緊急使用農藥情況下至少

72小時前發出。 

 

我明白此表格必須在9月14日之前交到上述San Leandro聯合校區維修部門，以便在學年開始學校每次使

用農藥前收到通知。 

 

 
請清楚地填寫：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Name of Parent/Guardi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ip:  __________ 

 
 
請將此表格交回學校辦公室。 

（學校辦公室，請轉發到維修部門）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school office. 

(School Office, please forward to Maintenanc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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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eandro 聯合校區 

EMERGENCY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緊急情況標準操作程序 

 
在San Leandro 聯合校區的每一所學校都有一個學校安全計劃，是每年審查和更新的。下面的過程，提 
供了在緊急的情況下所遵循的一般準則。然而，每所學校都有其具體的程序，可能與本手冊中列出的程序略有不
同。 

 
災難應變計劃和火災/地震安全 

 

 
如果在上課期間發生災難，學校將不會在未經校監或指派職員的明確批准前讓學生離開學校。學生將在學校當局

的監督下留在學校，直至他們的父母或授權代表來接他們。請向校長查詢有關你學校災難應變計劃的細節。請熟

悉該計劃，並與孩子討論若發生大地震或其他災難，之後，你們將如何連繫。 

 
 
家長每年也被要求去填寫一張緊急通知卡。孩子們將只會被有列在緊急通知名單上的人接走。這是絕對必要的，

因此，學校緊急通知卡上的資料必須要準確。，如果在學年內你的家庭，工作電話號碼，或家庭住址有更改，請

立刻通知學校更新。你可以到校務處拿最原先的緊急通知卡，作更正，然後交回。 

 
在緊急事故發生後，電話系統會迅速超負荷，因此，請不要嘗試用電話聯絡學校。相反，直接來到學校或交托一

位被列在緊急通知卡上的人來到學校接孩子。留意本地電台和電視台的訊息報道。 

 
 

火災 

 
◻ 立刻撤離建築物，在任何火災或懷疑火災發生時。 

◻ 響起報警，如果報警還未有響。 

◻ 致電9-1-1 ，表明問題，說出學校建築物地址和火災的位置（如果知道） 。 
 

 不要試圖自行救火。尋求幫助。時刻保持自己的位置在火與出口之間。 

 
 
 滅火器使用說明： 

 
P – 從手柄拉出安全銷； 

A – 瞄準火的底部; 

S – 扣動扳機手柄； 

S – 從一邊掃到另一邊。 

 
 
如果你的衣服（或別人的）著火， STOP(停) ，DROP(躺在地上) 及 ROLL(滾動) ！ 

 
◻ 當消防部門到達，他們會主持，執行指揮。 

 

◻ 校長要負責教師和校區職員。教師要負責學生。 

 

◻ 通知校監/助理校監這事件。 

 

地震 

 
 
當意識到地震正在發生中，所有人都應蹲下，掩護並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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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震發生時，固體地面在移動，就好比一艘船上的甲板在搖動。那個搖動是可怕的，但除非它搖下東西來擊中

你，你還是會生存下來的。保持冷靜！乘坐這艘搖船。如果你知道要做什麼並事先已演習過和教育了員工/學生，

你生存的機會是極高的。要警惕恐慌的跡象。給與安慰，並停止謠言。準備好隨時有餘震！ 

 
 

◻ 如在室內, 不要離開房間。 

◻ 遠離窗戶，書櫃，文件櫃，重的鏡子，和可能墜落的懸掛物品。以及不要阻礙門口。 

◻ 保持在掩護下，直到震動停止。 
◻ 捉穩書桌或檯子，如果它移動，你也一起移動。 
◻ 行動不便（坐輪椅）的學生和工作人員應被移動，使椅子的座位在桌子底下，然後指示把他們的頭放在桌

上，並用自己的雙手覆蓋掩護。 
◻ 保持掩護，直到奉命撤離。 
◻ 教師應保持冷靜和能控制場面。 
◻ 如果你聞到煤氣味或聽到嘶嘶的聲音，打開窗戶並離開大樓。協助服務/清潔部去聯繫煤氣公可和/或關閉

煤氣。 
◻ 檢查隔壁的房間，以確保同事也安全，並返回你的房間。 
◻ 在流動教室的員工，應立即關掉暖氣係統和照明裝置。 
◻ 學生和員工在有危險化學品或電器開關總制的班室應離開該班室。 。這些類班室包括，但不限於，一般

科學，化學，生物，電子，電力機械，金屬和工藝班室。學生和員工應向大樓裡面朝走廊方向撤離，但要

避免靠近走廊的玻璃天窗或有玻璃窗戶的地方。如果安全的話，撤離到食堂或體育館。 
◻ 學生和員工，在上述以外的教室，應留在當時所在的位置。當地震停止後和在情況許可下，各班按照火警

疏散路線，有條不紊地撤離大樓。 

◻ 如在室外，留在空曠的地方。 

◻ 遠離建築物，樹木和電線。指示學生不要觸碰電線或觸碰緊貼着電線的物品。 （所有電線應被視為有電

源在流動的 ）。 
◻ 留在外面，直至另行通知。如果正在行人道上而附近有一座高樓，走到大樓入口處去保護自己免受落下的

磚頭，玻璃等雜物所傷。 

◻ 如果正在集會，留在你的座位或者如果可能的話，扒在下面，並用雙臂保護頭部。不要試圖離開，直到搖

動結束。 

◻ 檢查你自己和你周圍的人是否受傷。 
◻ 替受傷的人進行急救。 
◻ 校長或指派的職員指揮學生去預先確定的避難場地。 
◻ 在疏散時，帶上學生名冊。 
◻ 管理人員要點算所有職員。教師要點算學生。 

◻ 學校緊急應變計劃應該保持活躍，而員工應對小組領袖會向外面的指揮匯報。該建築物應保持疏散，直至

到有關當局評定為安全。 
 

 
 各設施的疏散 

 
 緊急疏散大樓 

 
◻ 確定已預先指定的合適疏散場地。 
◻ 啟動警報/PA系統，或者跑腿去發送消息。 
◻ 電話通知緊急服務人員： 

✓   9-1-1 

✓ 校監辦公室 

✓ 公用事業機構 
 

啟動關鍵人員 

◻ 參與救援傷者。 
◻ 確保完成疏散，點算學生/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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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學校，在特別的緊急情況下。 
◻ 確保公路/消防通道暢通給緊急救援車輛通過（已預早分配好） 。 
◻ 確保受傷學生/員工被上報給醫療服務，得到護理和轉送醫院/醫療急救中心。 
◻ 提供一個聯絡人去聯絡緊急服務，市政，水電等部門和/或新聞媒體，並提供必要的援助（已預早分 

配好）  

◻ 校區員工協助那些來自緊急服務，市政，水電等部門的人員，避免進入破損的地方，除非特別要求。 
◻ 確保設施已被管理員，消防官員和民政工作人員徹底檢查後，方可允許再進入。 
◻ 尋求校監或指定人員的批准去停課，如果損害不能立即恢復或修復。 
◻ 如果可以，讓學生/員工重新進入那被公佈為安全的校園部分。 
◻ 確保點算所有學生/員工，一但他們到達室外時。 
 
 在要緊急疏散離開建築物時，所有員工必須： 

 
◻ 在緊急警報響起時，關上工作地方，離開和到所指定的地方分集合匯報。 
◻ 執行先前由校長及緊急服務團隊預先分配好的工作。 
◻ 未經許可或緊急服務部門的批准，不能再進入大樓。 
◻ 如果沒有被指派其它任務，留在集合地點安撫學生。 
◻ 在可以解散時，離開前先通知校長。 
◻ 當被通知要重新進入到學校的安全區時，快徢行動。 
◻ 在安全再進入後，向校長報告任何不對勁的事。 

 
 在要緊急疏散離開建築物時，所有老師必須： 

 
◻ 在警報響起時，指示學生用已定的路線疏散，和點算學生人數。 
◻ 關上班室。 
◻ 留下字條門上說明此班生已疏散到那個地方，如果不是平時指定的集合地點。。 
◻ 當到達集合地點，點算學生人數。 
◻ 確保對受傷的學生提供治療。 
◻ 報告任何學生的失踪或因為重傷而被留在後面。 
◻ 與保持冷靜和學生。 
◻ 陪伴和安撫學生。 

◻ 如果學校關閉啟動，不準再進入，在被知會後，可讓學生離開，點算步行和座汽車離開的學生人數，（除

非需要司機撤離現場學生) 。留在下來陪伴等候巴士的學生，直到巴士到達。 
◻ 如果被通知要重新進入到學校，確保學生快徢安靜地行動。點算學生人數。 
◻ 匯報學生去安撫他們有關撤離產生的擔憂。 

 

緊急封鎖學校啟動 

 

如果确定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将发布公告，提醒潜在危险。当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构

成重大威胁时，会发布校园/设施封锁。锁定需要所有相关人员的合作。有两 (2) 个级别的锁定： 
 

1 级锁定：当校园/设施/场地外发生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威胁时，将实施 1 级锁定。1 级封锁的目标是

防止威胁进入校园/设施/场地。                                          

❖ 2 级锁定：当校园/设施/场地内发生对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威胁时，将实施 2 级锁定。2 级封锁的

目标应该是在威胁完全消除之前保证所有人的安全。 

警报由区发出。公告将是：所有员工实施 A 级1或 2 级封锁）。该消息应该被广播，以便在内部和外部

位置都可以听到它。 
 

緊急封鎖 

◻ 教師應迅速檢查走廊，讓學生進入班室。 

◻ 鎖上班室門，關閉百葉窗。 45 



 

 

◻ 教師要留住所有的學生在班室裡，直到門被校長或警察人員打開。 

◻ 教師將（竭盡所能）穩住班室內的氣氛，保持冷静，警覺及安撫學生的情緒。 

◻ 沒有學生的工作人員將到辦公室報到，聽候指令或其它指示。 

◻ 校長主控電話和收音機。其他文職人員將傳遞需要的訊息，與校長和警察緊密合作。 

◻ 職員將不會撤離或離開自己被分配的區域，除非得到校長或警察的授權，。 

◻ 當緊急狀態結束，每個教室將被清楚檢視。 

◻ 危機應對小組將開會決定學校的需求。 

◻ 每個工作人員將做記錄，報告在自己範圍內所發生的事。這需要盡快完成。 

 

就地隱藏 
 

如果确定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因外部空气中的空气污染物而受到威胁，将发布公告，提醒潜在

危险。发布校园/设施就地避难所是为了让学生呆在室内，以提供更高水平的保护，防止外部空气中的

空气污染物。在以下情况下实施就地避难：  

❖ 室外空气中的污染物对学生和教职员工构成重大威胁 

❖ 需要将学生和教职员工与室外环境隔离 

❖ 需要关闭 HVAC 系统以防止污染物进入教室/办公室/建筑物 

重要的步驟 

 

◻ 當被指示或當報警系統響起示意去就地隱藏，請： 

◻ 隱藏。進入最近的建築物或教室內，留在那裡。你要尋找一個封閉防護的地方。 

 

⚫ 學生也應被告知，在可能時做到以下幾點： 

 

✓  選擇較高樓層的房間，避免地下室。 

✓  選擇一個內部的房間，或盡可能少窗戶的房間。 

✓  選擇一間有廁所和水的房間。你有可能需要留在那裡一段長時間。 
   

◻ 關閉。關閉所有門窗，越緊越密封就越好。盡可能多關閉你隱藏地和外面之間的門窗。關閉窗簾，

然後遠離窗戶。 

◻ 傾聽。保持沉默，聽取學校官員的重要指示。 

 

 

教職員的其它步驟 

 

 
如果可能: 

 

◻ 建議學生用濕布或手帕遮住口鼻，保護自己由那些從空中而來的危險。 

◻ 學校官員（或學生，如果沒有學校官員在場）應該關閉所有的通風口和通風系統。目的是要保持室內的空

氣留在室內，而室外的空氣留在室外。空調和供暖系統帶入外面的空氣。 

◻ 關閉所有電機和風扇。靜止，非移動的空氣是最好的。關閉任何可能產生風，熱力，或火花的器材。 

◻ 建議學生繼續留在隱藏的地方，直到“一切明朗”信息由學校或當地官方給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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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家長須知 

 2021-2022 

  
親愛的家長/監護人： 

 

加州教育規章第48980要求，要在第一個學期或在每季度的開始，通知家長或監護人有關未成年學生家長的權

利，在規章 sections 32390, 35291, 46014, 48205, 48207,  48208,  49403,  49423,  49451,  

49472, 51938, 第2.3規章 (開始於32255) 在第19部,和通知課程提供的可能性，在第九規條 

（第49510開始)的第9章，和個性化的教學，在第48206.3節。48982節要求那個通知要得到家長或監護人

的簽並交回學校。簽名及交回所附表格代表確認家長或監護人已被告知自己的權利，但並不表示同意參加任何

特定被提供或收回的計劃。根據家長請求，每年的通知可以通過電子方式，提供給家長或監護人。 

。如果通知是以電子形式提供，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向學校提交一收到本通知書的確認簽字。 

 

一些立法需要學校在學期內或至少一些指定活動的15天前額外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在這些指定活動或課程之

前會有另一封信發給家長或監護人，家長或監護人可以用書面形式要求校長免除他們的孩子參加所述的活動。

）其他立法授予某些權利亦列於那表格上。 

 

在此，你現在被告知以下的事項（在本通知所使用的 “父母/家長” 是包括一位父或母或法定 

監護人）： 

學生處分 

  

學校處分的規則和程序 (EC§35291):有關學 

生處分，包括停學或開除，被闡述於教育規章第

48900節和以下，並且可向學校索取。此外，以下的

處分信息提供給家長： 

 

關於學生的行為責任(EC  §44807): 

每一位教師會執行讓學生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任務，

無論學生是在上學途中，離開學校，或在操場上。 

 

學生的責任(5 CCR §300):學生必須遵守學校規 

定，服從所有的指示，學習要勤奮，尊敬教師/其他

人，以及克制不用褻瀆/粗俗的語言。 
 

禁止欺侮 (EC §48900(q)): 禁止學生和其他在 

場的人從事或企圖從事欺侮的行為。 

 

衣著/幫派服裝 (EC §35183)校區被授權去採納 

一個合理的衣著規則。 

 

被停課學生的家長須出席 (EC §48900.1):如果 

老師處分學生停課，教師可能要求孩子的父母參加

孩子一天班課的一部分。雇主不得對被要求遵守這

要求的父母進行歧視。 

 

 

 

防止性騷擾政策 (EC   §231.5;   5     CCR 

§4917): 每一個校區必須要採納一個有關性騷擾 

的書面政策，並提供一份副本放在年度通知書上，

因為它涉及到學生。校區也需要在顯著位置顯示這

個政策，並將其納入員工和學生介紹會中。 

 

學校責任報告卡 (EC §35256):校區要作出一致 

的努力去通知家長有關學校的責任報告卡的目的，

並確保所有的家長都能收到一份副本。 

 

 

安全地方去學習法案 (EC §234.1):  該區致力維

持一個沒有欺凌的學習和工作環境。 

任何學生參與欺凌任何人都有可能會受到紀律處分

，包括被開除學籍。校區的申訴政策和程序應當公

佈開來去讓學生，家長，員工和管理委員會的代理

知道。該通知應以英語和用收件人的第語言。 

索取校區反歧視，反騷擾，反恐嚇，以及反欺凌政

策的副本，或舉報欺凌，請聯繫校區辦公室。反歧

視和反騷擾政策應該被張貼在學校和辦公室，予以

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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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記錄及成就 

 

家長和學生的隱私權利有關學生的記錄/通知(EC  
§49063 et seq., §49069, §49073, 34 CFR 

99.30,34 CFR 99.34, 及聯邦家庭教育權利和 

隱私法案):  關於學生記錄，聯邦和州法律賦予 

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一些隱私的和查閱的權利。接觸

由校區所保存的學生個人身份記錄權利必須被 

授予給：(1)學生的家長，若學生是17歲或以下

;(2)學生的家長，若學生是18歲或以上是依賴者(

在報稅目的)和需要記錄完成一個合法的教育目的

;(3)18歲或以上的學生，或入讀高中以後院校(名

為“合資格的學生”);(4)14歲或以上的學生，被確

定為無家可歸及無人陪伴的青年;(5)一個有完成並

簽署了照顧者授權宣誓書的人。 

 

家長或合資格的學生，可向校長提出要求去檢視個

人記錄。校區必須在五個工作日之內向學生提供並

讓學生檢視記錄。校長，若被要求，要提供說明和

解釋。當資料被指出是有不準確或不恰當的時候，

可根據要求，被刪除。此外，家長或合資格的學生(

在合理的每頁收費)得到資料的複印件。校區的政策

和程序有關於：位置，和記錄的類型;保留的種類信

息;在要求下提供官員解釋記錄;負責記錄的人;資

料目錄;由其他人接觸資料;檢視和挑戰記錄，都可

以通過每所學校的校長。當學生轉到新校區，其記

錄將在新校區提出要求下的十個上課日內轉送到新

校區。在轉校時，家長或合資格的學生可以審查，

收到一份副本（在合理的費用内），和/或挑戰記錄

。如果您認為校區不符合有關隱私保護的聯邦法規

，您可以向教育美國部投訴 (20 USC §1232(g)). 

你有權利去檢查所有的教學材料，是用於任何問卷

調查，分析，或評估計劃的一部分。 
 

發放學生目錄資料(EC §49073, 34 CFR99.37) 

:校區還讓學生的目錄資料能夠可得到，按照州和聯

邦法律。 

這意味著每個學生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電話

號碼，電子郵件地址，主要的學習課程，官方認可

的學校的活動參與，出勤日期，學位和獲得的獎項

，和最近就讀的公立或私立學校，可按照董事局的

政策去發放。此外，運動員的身高和體重也可以提

供給發放。相應的目錄信息可以提供給任何機構或

個人，除了私人，牟利組織（除了雇主，潛在雇主

，或新聞媒體）。十二年級生或終止學習學生的姓

名和地址，可能被給予公立或私立學校和學院。家 

長和合資格的學生，將先被通知，在任何特殊教育 

記錄要被銷毀之前。你有權利去檢查以下這些：一 

個問卷調查，或其它被管理的儀器，或被分配給你

孩子去收集個人信息用於營銷，或請求有關信仰和

習俗，及任何教學材料，這些將被用作為你孩子教

育課程的一部分。如果你想檢查這個問卷調查或其

它儀器，請聯繫你孩子的學校。 

 

當收到17歲或以下學生家長的書面請求，校區將停
止發放有關學生的目錄資料。如果學生是18歲或以
上，或就讀於高中後的教育機構，並做出書面要求
，學生的停止其目錄資料發放請求會被受到尊重。 
 

要求必須在收到此通知後的30個日曆日內提交。 

此外，未經學生或監護人的明確書面同意，涉及到
無家可歸或無人陪伴的青少年目錄資料是不會被發
放的。 

 

發放資料給軍隊招務/發放電話號碼? (EC  

§49073.5;  20USC §7908(a)(2)):中學學生家 

長可以以書面要求，學生的姓名，地址和電話在未

經父母的同意不得發放給軍隊招聘部。 

 

參與州的評估和選擇要求豁免 (EC  §  60615,  

5  CCR  § 852):學生在指定的年級將參加加州 

學生表現評估和進度（CAASPP）測驗，除非得到法

律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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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家長可以提交書面請求，去免除其孩子在該

學年參加CAASPP評估測驗的任何或所有部份。如果

家長提交豁免申請在測驗開始之後，之前所完成的

任何測驗將會被評分，結果將包括在學生的記錄內

並報告給家長。校區員工不會代表學生或學生組織

去徵求或鼓勵任何豁免申請。 

 

高中課程：通知關於大學預備課程 (EC 

§51229):校區須向家長或監護人，其孩子就讀在9

年級至12年級和未成年，提供書面通知有關大學入

學要求和職業技術教育的課程。 
 

 

發放學生記錄/遵從傳票或法院命令 (EC    

§§49076  及 49077): 校區需要做出合理的努 

力去預先通知家長有關要披露學生的資料，為遵從

傳票或法庭的命令。 

 

發放學生記錄給學校官員和校區職員 (EC  

§§49076(a)(1) 及 49064(d))：校區可以發放 

教育記錄，不需要事先徵得家長書面同意，給任何

學校官員或職員，其中包括會計師，顧問，承包商

或其他服務供應商，他們都是在教育記錄中有合法

教育權益的。 

 

 

健康服務 
 

兒童健康和殘疾預防計劃 (H&SC §124085): 

身體檢查是一年級生入學登記的要求。免費健康檢

查可通過當地衛生部門提供。不遵守這一要求 

，或沒有簽署恰當的豁免可能會導致你的孩子不能

上學長達五天。 

 

體格檢查;家長拒絕同意 

 (EC §49451):孩子可以豁免身體檢查，當其家 

長每年呈交一份書面聲明與學校校長說明他們不同

意他們的孩子做例行身體檢查。每當有很好的理由

相信孩子是得到了可傳染的疾病時，孩子將不能上

學。 

 

評估視力(EC §49455):  校區被要求去評估每個 

學生的視力在學生最初入學後，然後每隔三年評估

一次，直至學生完成八年級。 

評估內容包括視力和色覺測試;然而，色覺測試應只

評一次並只評男學生。評估可以被免除，在得到醫

生，外科醫生，醫生助理，或驗光師的檢查証明書

，確定學生的視覺，包括視力和色覺結果。 

 

脊柱側彎篩選通知(EC §§49451 and 49452.5) 

: 除所要求的身體檢查 100275,124035 及  

124090 的健康和安全規則，校區可以為每一位七 

年級的女學生和每一位八年級的男學生提供被稱為

脊柱側彎的篩查。 

 

 

牙科氟化物處理(H&SC   §104830   et 

seq.):學生將被提供機會接受氟或其它蛀牙抑製劑

對其牙齒的局部處理，如果家長，監護人或合資格

的學生提交一封信，指出需要這個治療。 

 
 

學生營養/ 免費及減價膳食通告(EC    

§§48980(b), 49510, 49520 及 49558):貧困的 

兒童可能有資格獲得免費或減價的膳食。詳細資料

，資格標準，和申請參加免費或減價午餐計劃，如

果有提供，可向你孩子的學校索取。有關學生參與

任何免費或減價午餐的記錄，可能在適當的情況下

，被校區職員用來確定學生有資格選擇公立學校。 

當一個家庭被挑選出要做核實免費或減價的膳食資

格時，校區必須通知家長他們的子女的資格正在被

驗證。 

 
 

傳染性疾病 (EC   §48216   and 49403): 

校區授權管理學生所接種的預防疫苗，學生家長已

以書面形式同意這預防疫苗接種管理。校區被要求 

去排除那些學生，沒有按照健康和安全規章 

120325 及 120335去適當地接受預防疫苗接種。 

校區必須通知家長，他們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去提供

證據，證明學生已恰當地接受預防疫苗接種或已得

到豁免。從2014年1月1日開始，家長或監護人必須

呈交宣誓書，說明哪些預防疫苗學生已經接種了，

並哪些因違反其家長或監護人的信而沒有接種。 

宣誓書必須有健康醫護員的認證簽名，和一份家長

或監護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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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EC §49423, §49423.1):任何學生，要在 

學校使用配方藥物和希望學校職員能給與援助去使

用必藥物，必須提交一份醫生指示聲明和一份家長

要求，去協助使用藥物。學生也可以攜帶和自我管

理處方的自動注射腎上腺素和處方吸入平喘藥，在

學校收到學生家長，醫生或外科醫生的書面確認和

自我用藥指示和授權後。家長必須免除校區和職員

的法律責任，從自我管理藥物所造成的任何傷害，

並提供免除授權學校人員去諮詢醫生。 

 

學生的醫療和醫院服務 (EC §§49471 及 49472):

校區被要求以書面通知家長，如果校區不提供或有

醫療和醫院服務給在學校參與體育活動而受傷的學

生。校區也授權非盈利公司或保險政策去提供醫療

或住院服務給因學校相關活動而受傷的學生。 

 

提供個人學習指導/學生短暫傷殘留醫(EC 

§§48206.3,  48207-48208): 

個人學習指導提供給由於短暫傷殘而要留在醫院的

學生，而該學生的傷殘令他/她不可能或不適合出席

已報讀的普通日班或另外的學習計劃。住院的學生

或短暫傷殘學生的父母應通知校區，了解在學生接

受護理的地方有沒有個人學習指導服務提供。 

 

持續使用藥物須知(EC  §49480): 

持續使用藥物治療非偶發性狀況的學生的家長應通

知學校護士或其他指定認證的學校員工，藥物使用

的劑量，和監督醫生的名字。（見學校的表格)在得

到家長的同意後，學校護士會與醫生溝通和諮詢學

校管理層，關於藥物對學生的可能影響：對孩子的

身體，智力，社會行為，以及可能出現的行為特徵

和不良副作用，遺漏或過量。 

  

防曬衣服/使用防曬霜 (EC §35183.5): 

學校在上學日，必須允許在室外使用太陽防護服，

並且必須允許學生使用防曬品，不需要處方或醫生

紙。 

 

石棉 (40 CFR 763.84, 40 CFR 763.93):  校區

有計劃去消除在校舍由石棉而產生的健康風險。這

個計劃可以在校區辦公進行查閱。每年至少有一次

，校區會通知家長，在計劃中或正在進行中的巡查

，回應行動，和跟進行動。 

 

 

 

 

 

 

 

使用除蟲藥 (EC  §§17612  and 48980.3):   

校區必須通知家長有關在學校場地使用除蟲藥。 （

見附件） 

 

綜合學校安全計劃 (EC  §§32280 et seq.): 

每所學校必須報告其學校安全計劃的現狀，包括描

述其主要大綱，在年度學校問責報告卡内 

（SARC）。計劃委員會要舉行公眾會議，讓市民有

機會去表達對學校計劃的意見。計劃委員會應以書

面通知指定的人和團體。 

 

遵守通知 (EC  §32289):    

投訴學校的安全計劃要求違規，可以向州教育署轄

下的統一投訴程序提交 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s。(5 CCR 4600 et seq.). 

 

 無煙草學校 (HS §104420):  

任何時候，學生，教職員，家長，或訪客，在校區

擁有或租賃的建築內，在校區物業，及在校區的車

輛，都嚴禁使用煙草產品。這項禁令適用於所有僱

員，學生和訪客，在任何學校主辦的教學計劃，活

動，或在校區物業內或外所舉辦的運動會。禁止的

產品包括含有煙草或尼古丁，包括任何產品，但不

限於，香煙，雪茄，微型雪茄，無菸煙草，鼻煙，

咀嚼，丁香香煙，檳榔，和尼古丁輸送設備，如電

子香煙。例外給與使用或持有處方尼古丁產品。任

何員工或學生違反校區的無煙草學校政策會被要求

終止吸煙，並應受到適當紀律處分。 

 

學生服務 

進入幼稚園班的最低年齡 (EC §48000):     

 

如果孩子在下列日期之一或之前分別足五歲生日，

則孩子應有資格在學年開始時或同年晚些時候在幼

兒園入學：10月1日2013-14學年和2014-15學年的9

月1日以及之後的每個學年。任何在上述適用學年和

12月2日之間生日的兒童，應按照法律和地區政策提

供過渡幼稚兒園班。根據具體情況，在上述日期之

後但在適用學年結束之前已達到5歲的兒童，經兒童

的父母或監護人批准，並經董事會批准，可以進入

幼兒園。根據EC 480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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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課程計劃書 (EC §49091.14): 校區每所學 

校所提供的每一門課程每年都會被編制成一計劃書

。每所學校的計劃書在要求下都可以被審視。副本

可應要求提供，費用合理，不會超過實際的複製成

本。 

 

英語教育 (EC §310):州法律要求所有學生是被 

用英語教導英語的。但是，註冊的學生的家長或法

定監護人可以選擇最適合其子女語言的課程計劃。

請向學校的校長查詢。 
 

特殊教育(IDEA): 州和聯邦法律要求，一個免 

費，適當，在最少限制的環境的公共教育（ FAPE

）要提供給3至21歲符合條件有殘疾的學生。更多

有關學生資格，家長權利，和程序保障資料，在要

求下會被提供。 

 

特殊教育;兒童尋找系統 (EC  §56301): 

一個家長懷疑其孩子有特殊需要時，可通過學校校

長請求特殊教育服務去為孩子做評估。政策和程序

應包括書面通知給所有家長有關他們的權利，根據 
EC §56300. 

 

 

 特殊教育投訴 (5   CCR    §3080): 

州法規要求校區去制定程序，處理有關特殊教育的

投訴。如果你認為校區有違反聯邦或州法律，對評

鑑或放置特殊教育學生，或類似問題，你可以向校

區提出書面申訴。州規定校區要把你的投訴轉發給

州公共教育監督。程序可向你的學校校長索取。 

 
第504節/殘障學生(第504節 康復法案 1973):  

聯邦法律要求校區每年通知殘障學生和他們的家長

有關校區的非歧視政策和根據康復法案第504節校

區的責任。 

 

 

 

 

 

 

 

 

 

 

 

 

 
非歧視聲明(Title  VI 1964年民權法案 

; Title IX 1972年美國教育修正案; 美國殘疾 

人法案; Section 504 1973年職業康復法案 

; EC §200 et seq.):校區不會由於性別，性別 

認同，性別表達，種族，膚色，宗教，國籍，種族

身份，年齡，遺傳，精神或身體殘疾，性取向，或

者個人感覺而予以歧視對待。校區要求非歧視政策

用本族裔的第一語言作通知，如果校區服務的社區

包含有有限的英語族裔。通知必須說明校區將採取

措施，確保缺乏英語能力的不會成為接納和參與地

區活動的障礙。此政策適用於所有只要參與計劃和

活動的學生，除了少數例外，如接觸性運動的學生

。按照聯邦法律，政策沒有受到遵守，應直接向學

校校長投訴。上訴可向校區校監提出。可要求索取

校區的非歧視政策的副本。 
 

打手指紋計劃 (EC §32390):    

校區被授權去為登記入讀幼稚園班或新入學的兒童

提供打指紋程序。如果你校區採納了這樣的程序，

在你孩子登記入學時，你將會收到通知和有關適當

的費用和你拒絕參與的權利。 

 

無家可歸情況兒童 (42  USC §11431-11435):  

每個本地校區應任命一位聯絡人為無家可歸的孩子

做聯絡工作，他/她應確保公眾知悉無家可歸學生的

教育權利。 

 

性/愛滋病毒/愛滋病教育 
 

綜合性健康教育指南/ HIV及 愛滋病預防 

 (EC §51938):校區應每年通知家長有關綜合性 

健康教育和愛滋病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和 

在學年的學生健康行為和風險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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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方面的文字和視聽教材可供查閱。如果指導

是安排在新學年開始之後，你會在此指導進行前最

少的14天得到通知，如果校區選擇由外部顧問提供

指導，在班室或集會上。該通知必須包括指導的日

期，機構名稱，主講嘉賓名字，和指導內容。家長/

監護人在法律上有權要求一份有關此指導的副本的

權利。你可以以書面形式要求，你的孩子不參加綜

合性健康教育和/或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教育。法

律還授權校區使用匿名，自願和保密的研究和評估

工具來衡量學生的健康行為和風險，包括測試，問

卷調查，和一些適當年齡的問題，關於學生對性和

性行為的態度。校區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你，在任

何此類測試，問卷調查前，或給予你一個機會去檢

視測試，和讓你以書面要求你的孩子不參加這測試

。 

 

保健指導/宗教培訓和信仰衝突 

 (EC  §51240):       在收到家長的書面要求後，學 

生不會被安排上學校健康指導的一些部分，如果該

部份內容是與其宗教培訓和父母信仰有衝突。 
 

就讀學校/就讀學校另選方案 

 

加州法律(EC §48980(h))要求，所有學校董事 

局通知每個學生的家長，在學年開始時，他們可以

有各種方式去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學校，並非只只是

由校區所分配的那一所。學生就讀在校區分配以外

的學校，在以下的通知會被稱為“轉校學生”。家長

若選擇在居住的校區內的一所學校，會有一個程序

名為區内轉校(intradistrict transfer) ；若選

擇在其它校區的一所學校， 

會有三個分開的程序名為越區轉校 

(interdistrict transfer) 。以下是每個過程 

的一般要求和限制： 

 

家長選擇居住的校區內的一所學校： 

 

法律(EC §35160.5(b)) 要求每個校區的學校董 

事局去建立一個政策，允許家長選擇學校給他們的

孩子去就讀，而不管家長是住在校區裡的那個地方

。該法律規定學區範圍內的選擇如下： 

 

 

 

 

 

 

 

 

● 優先權必須給與住在學校地區的學生，然後

考慮給不住在該地區的學生。 

● 假如，要求入讀該所學校的學生多於能提供

的空缺，收生過程就必須是“隨機和公正的”

，這通常意味著學生必須通過抽簽的過程，

而不是在先到先得的情況下。校區不能使用

學生的學業或運動表現為理由去接受或拒絕

轉校。 

● 每個校區必須決定每間學校能收轉校生的人

數。每個校區也有權力去保持其學校之間的

種族和族裔平衡，這意味著一個校區可以拒

絕一個轉校生的申請若這是會打亂這種平衡

或將使校區不遵從法院下令或自願廢止種族

隔離計劃。 

 

● 校區是不需要為學生提供交通工具援助的，

當學生是在個選擇下轉移到校區的另一所學

校。 
 

● 如果一個轉校要求被拒絕，家長沒有自動的權

利去對決定提出上訴。然而，校區有可能自願

為家長進行程序去對結果提出上訴。 
 

家長選擇在其居住校區以外的一所學校： 

 

家長有三個不同的選項，去決定他們所居住校區 

以外的一所學校。這三個選項是： 

 

選項1：選擇校區 (EC §§48300 through 

48315):法律允許，但不要求，各校區成為“自選校

區”--即是，接受轉校學生來自於另外的校區， 

參照教育規章的條款。如果校區的學校董事局決定

成為“自選校區”，它必須確定在此類別中每年能接

收的學生人數，並確保學生們通過“隨機和公正”的

過程被選出來，這通常是指一個抽簽過程。 

 

如果校區選擇不成為“自選校區”，家長不得根據這

些規定要求轉校。“自選校區”的其它選擇包括： 

● 無論那個校區是學生想轉移到或學生從這去

轉移，校區都可以拒絕學生的轉移要求，若

這是會在種族和族裔平衡中產生負面的影響

區，或法院下令或自願廢止種族隔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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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校區不能拒絕一個轉校要求只因為提供服務的

成本超過了收入的所得，但是，它可以拒絕要求，

因為如果同意將需要開設一個新的課程。但是，被

選擇的校區可能不會拒絕任何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的

轉校，包括一個有特殊需要的人，或者英語學習生

，即使教育學生的成本會超過所得的收入或需要創

建新的課程。那個 

將會被學生離開的校區也可能限制每年學生轉移出

校區的總人數，在一指定百分比，相對總入學人數

，按照校區的大小。 

 

 校區與家長或監護人的溝通應當如實準確，不

得針對基於學術能力，運動成績，或其他個人

的特點。 

 沒有目前就讀在一所學校的學生或住在區域內

的學生會被強行擠出學校以騰出空間給轉校學

生，根據這些規定。 

 已經在“自選校區”就讀的學生其兄弟姐妹和軍事

人員的子女必須給予轉校優先。 

 家長可以在“自選校區”的範圍內要求交通服務

協助。學區需要提供交通服務若它已經有這個

服務。 
 

 選項2：其它越區轉校(EC §§46600  et seq.):  

法律允許兩個或以上的校區去成立一個協議，讓一

個或多個學生可轉移學校一段時間直至五年。新協

議每次也可能訂立去額外加多長達五年的時間。該

協議必須說明在什麼情況下轉校得到許可。這是沒

有法定限制的，在條款和條件，被允許放在轉校上

。法律對越區轉校還規定了以下內容： 

 

•如果一個校區拒絕轉校要求，家長可以向縣教   

育董事局上訴。在法律上有規定的時限提出上訴和

給縣教育董事局做出決定。 

 

選項3： 父母工作替代居住 

 (EC §48204(b)):  

如果學生有至少一個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是在校區範

圍內上班(不是他們住的校區)，每週工作最少10小

時，學生可以被考慮成為學校的居民，由於父母工

作在那地區。 

  

此規章節不要求學區由於這個基礎而要接受學生的

轉校要求，但學生可以不由於其種族/族裔，性別

，父母的收入，學習成績，或任何其他“武斷”的考

慮而被拒絕。其他規定 EC §48204(b) 包括: 

● 無論是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居住的校區或者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工作的校區，都可以禁止

學生的轉校，如果確定學生的轉校會對校區

帶來負面的影響。 

● 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工作的校區可以拒絕轉校

的申請如果確定教育學生的成本會比政府資

助的款項為高。 

● 轉離校區學生的淨人數是有限額的（基於總

入學人數），在此法例下，除非校區批准轉

更多數目的學生轉校。 

● 轉校申請被拒絕後，這是沒有任何的上

訴程序。然而，校區必須以書面形式向

家長或法定監護人提供拒絕轉校申請的

具體原因。 

 
 

公開註冊入學法案 (EC § 48350 et  seq.) 

 

當學生是通過公開註冊登記入讀校區的學校時，如

公共教學校監所確定的，學生可以申請轉讀另外一

一所學校，在同一校區内或校區以外，若那所他/

她想轉往的學校是具有較高的學術表現指數。 

 

校區必須通知家長/監護人，在開學在的第一天或

在此之前，他們可選擇為孩子轉到另一所公立學校

。資料有關申請程序和申請期限可向校區辦事處索

取。 

 

本摘要提供有關就讀學校另選方案的法律概述。可
要求索取更多的資料。 
 
 
另選學校通知(EC §58501):      

 

州法律授權所有的校區去提供另選學校。教育法規

第58500定義了另選學校為一所學校或在校内的分

班組，其設計是去運作以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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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最大的機會，讓學生發展正面的價值觀，

在自立，主動，善良，自發，智謀，勇氣，創意，

責任，和快樂方面。 

(2) 承認最好的學習是發生在當學生自願地去學習

。 

(3) 保持一個學習情況，就是提高學生的自我激勵

和鼓勵學生在他/她自己的時間按照他/她自己的興

趣去學習。這些興趣可能是通過他/她老師的教導

或學習項目而發展出來的。 

(4) 提供最大的機會為教師，家長和學生去合作開

發學習的過程和它的題材。這個機會將是持續的，

永久的。 

(5) 提供最大的機會給學生，教師，和家長去不斷

應對在變化中的世界，包括但不限於學校社區。 
 

若有任何家長，學生，或老師有興趣關於另選學校

並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料，縣校監，本校區的行政辦

公室，和每個參加區域的校長辦公室應有此法律條

例的副本供你參考。該法例特別授權有興趣的人來

請求校區的管理委員會去成立另選學校計劃，在每

一個校區。 

 

分數降低/損失學術學分 (EC §48980(j)):  

沒有學生會因為合理原因缺課而被降低分數或損失

學術學分，依據 EC §48205， 錯過了的作 

業/測試能夠合理地被提供/完成。 
 

缺席去獲得機密醫療服務(EC §46010.1):  

7-12年級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會被通知，法律 

允許學校接受學生缺課目的是為了獲得保密的醫療

服務，但未經父母同意。校區有關接受這樣缺課的

政策提供查閱，在要求下。 

 

缺席去參與宗教教育 (EC   §46014): 

校區可能會允許學生，在得到家長的同意，缺課去

參加宗教練習/指導。 

 

早下課日的日數通告和學生-自由教職員發展日 

 (EC §48980(c)):   

校區需要在每年的年初或盡早，通知學生家長全年

的早下課日日數和學生自由教職員發展日時間表，

這通知不得遲於早下課日或教職員發展日前的一個

月。（見附件。） 
 

其它事項 
 

非強制性的計劃給家長/學生參與參與 
 (EC §49091.18):  

學校不得要求學生或學生家庭去提交或參與任何性

質的評估，分析，評價，或監控學生的家庭生活，

父母的篩選和測試，非學術性以家庭為基礎的輔導

計劃，家長培訓，或指定的家庭教育服務計劃。 

 

性別平等在職業規劃 (EC   §221.5(d)): 

家長應提前被通知有關學生的職業輔導和課程選擇

，在7年級開始，這是要促進性別平等並讓家長參與

輔導和做決定。 

 

無藥物/毒品校園 (酒精和其它藥物/毒品預防教育):  

擁有，使用或銷售尼古丁，酒精或其它受控制的物

品是禁止的。此規則將被嚴格執行，在學校的所有

活動上。違反規則的學生，其記錄將被交到當地的

執法機構，校區亦會進行處分。 

 

不參加有害的使用動物權利 

(EC §§32255 et seq.):  學生可以選擇不參加涉

及有害的或破壞性的使用動物的教育項目。 

 

 

 

 

 

 

 

 

 

 

 

 

 

 

 

 

 

 

 

 

 

 
 

統一申訴程序 (5  CCR    §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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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必須每年以書面通知每家長，學生，員工，校

區，和學校諮詢委員會和其他有關各方，有關其需

要的統一投訴程序。統一申訴程序適用於涉及分類

課程的投訴，和指控那些非法歧視，騷擾，恐嚇，

欺凌，及違反有關學費以及與本地控制問責計劃的

法律要求。 （見附件。） 

 

校車/乘客安全 (EC    §39831.5): 

 

校區須提供安全的規則給以前沒有被校車所接載過

的學生和新入學的學生。 

 

MEGAN’S LAW 梅根法通知 (法規  §290.4): 

家長和市民有權利去審查有關登記性犯罪犯的資料

，在本校區的執法機關辦事處。 

 

合理缺課 (EC  §48205) 

 

(a) 儘管第48200節所述，一個學生應該得到學校

的允許當其缺課原因是： 

(1) 由於他或她的病情。 

(2) 由於縣/市衛生官員的通知需要隔離。 

(3) 由於有醫療，牙科，視覺，或脊柱服  

 務的目的。 

(4) 由於參加直系親屬的葬禮，若葬禮是在  

 加利福尼亞州內，該缺課不能多過一天 

 ;若葬禮是在加利福尼亞州以外，該缺 

 課不能多過三天。 

(5) 由於完成陪審團的責任在，這是法律 

 規定的。 

(6) 由於在校期間孩子生病或有醫療預約  

 ，而學生是孩子的監護父母。 

 

 

 

 

 

 

 

 

 

 

 

 

 (7)      由於合理的個人原因，包括但不限 於， 

 上法庭，出席葬禮，慶祝宗教信仰節日 

 或儀式，出席宗教靜修會，出席就業會議 

 ，或出席一個教育會議，由非營利組織提 

 供的立法或司法程序，在家長或監護人以 

 書面提出要求學生的缺課並得到校長或委 

 託人的批准下，根據理事會所制定的統一 

 標準。 

 

(8) 由於要在選舉日的投票站服務，根據選舉 

法規第12302節。 

(9)  由於學生要有時間與直系親屬相處，而這親屬 

是紀律部隊的成員，如第49701定義，並一直服役

，現正在休假，或剛從服役地區或支援位置返回。

依據以上情況，應給予一段時間學生合理缺勤，校

區負責人有自由的裁決權。 

 

(b) 學生的缺課，在這章節中，應被允許去補做

在缺課時錯過的作業和測驗，在合理的期限內完

成並達至要求，應仍被給予完全的分數。那缺課

學生的班老師應決定哪些給學生補做的測 

 試和作業是合理和同等的，但不一定相同。 

 

(c) 在本章節中，出席宗教靜修，每個學期不得 

超過四小時。 

 

(d) 根據本章節，缺課就是沒有出席上課，不得被

計數在平均每日出勤的州教育經費支付上。 

 

(e) 在本章節中使用“直系親屬”的含義，是等同在

第45194節中所述的，除了在其中“僱員” 的引 

 用應被視為是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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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未來的教育 (EC  §48980(d)): 

 

建議父母做重要的投資，就是投資在子女的更高教

育和考慮做適當的選擇，這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儲

蓄債券。 

 

投訴有關缺乏相關教學材料，等等。 
(EC §35186):  

一個統一的投訴程序提供幫助識別和解決不足關於

教學材料，缺乏應急或緊急情況的設施對學生或工

作人員的健康和安全構成威脅，以及教師空缺或錯

配教職。公告有關投訴程序和索取投訴表格的地點

須張貼在教室裡。 

 

學校認證 (EC   §35178.4):    

校區需要通知每個學生的父母或監護人，學校已經

失去了認可資格並潛在流失學校地位的後果。校區

需要以書面，或張貼公告在學校或學校互聯網頁，

或通過任這些方法的組合去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學生費用(EC §49010 et seq.):  

校區需要建立一些政策，關於免費教育給學生。校

區還需要建立一些政策，有關投訴使用統一投訴程

序 Uniform Complaint Procedures。校 

區的收費政策和投訴程序的通知應該每年提供給學

生，家長，監護人和員工。 

 

本地控制問責計劃    (EC §§52060-52077):  

校區需要採納一個為期三年的本地控制問責計劃（ 

LCAP ），並在以後每年的7月1日或之前更 

新資料。該LCAP需要確定年度目標，具體行動去實

現這些目標的，和量度學生各方面的進展通過州所

規定的八項重點。而這些重點必須一致切合校區的

開支。LCAP必須在每年校區預算採納之前得到批准

。一旦預算和LCAP在地方級得到通過採納，該計劃

將通被縣校監審查去確保開支與目標和服務是一致

的。以下是州教育部要求的八個優先事項： 

 

1. 提供所有學生合資格的文憑教師，州標準的教學材

料，及安全的設施; 

2. 實施和使學生獲得州學術內容和表現標準; 
3. 家長參與; 

4. 提高學生的成績和表現，用多種方法去量度; 

5. 支持學生參與; 

6. 突出學校的學習氣氛和連繫； 

7. 確保所有學生都能為上大學和就業做好了準備;和 

8. 測量學生其它重要的表現，與要求的領域。  

 
 

教育董事局需要成立一個家長諮詢委員會（PAC）和

英語學習生家長諮詢委員會（ ELPAC ）去向 

教育董事局和校監提供有關LCAP的意見。(ELPACs 

是必需的，如果校區入學人數有最少15％是英語學

習生，和校區有最少50名學生是英語學習生。校區

不需要再建立新的ELPAC如果一個英語學習生家長

委員會已經被建立了）。PACs 應包括家長或法定 

監護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英語學習生，和

寄養家庭青年。 
 

每個校區必須諮詢教師，校長，管理人員，其他學

校人員，當地的談判單位，家長，和在學生，有關

發展LCAP。 

 

作為這次諮詢過程的一部分，校區必須向PAC和 

ELPAC出示他們所建議的計劃。諮詢委員會可以審

查該建議計劃並發表評論。 

 

校區必須以書面形式向PAC和ELPAC所提出的意見作

出回應。校區也需要通知市民，他們或會以書面提

交關於在LCAP的具體行為和支出。 

 

校區必須至少舉行兩次公聽會議去討論並採納（或

更新）他們的LCAPs 。校區首先必須至少舉行一 

次公聽會議去向公眾收集建議和意見，有關建議計

劃的開支，然後採納（或正式更新）LCAP ，在往

後的公聽會議上。 

 

校區必須在校區網頁張貼教育董事局批准了LCAP和

任何更新或修訂的LCAP，並建立政策去提交違規的

投訴，使用統一投訴程序EC §52075。有關本地控 

制問責計劃和投訴程序的信息，校區應每年提供給

學生，家長，監護人和員工。 
 

 

對移民執法的回應 

 
San Leandro聯合校區將支持新政策AB/AR 5145.13

，對移民執法的回應和監管，反映在AB 699，該政

策要求校區在2018年7月1日之前採用與加州總檢察

長制定的示範政策互相一致，包括校區對執法部門

所要求的回應有關以移民執法為目的信息，接觸學

生或進入校園，以及在學生家庭成員被拘留或驅逐

出境時應採取的行動。San Leandro聯合校區亦支持

新法律SB 31，該法律禁止校區編制或協助聯邦政府

當局根據學生的國籍，種族或宗教信息編制清單，

登記冊或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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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LEANDRO聯合校區 
 

 

家長/法定監護人須知 
     1973年康復法案第504節給與的權利 

 
 
    以下是对联邦法律授予残疾学生的权利的说明。該法律的目的是讓你充分了解有關你孩子的決定，並讓你 

    知道你的權利，如果你不同意任何這些決定。 

 

 

你有權利去： 

 

1. 让您的孩子参加公共教育计划并从中受益，而不会因为他/她的残疾而受到歧视。 

 

2. 讓校區根據聯邦法律告訴你有關你的權利。 

 

3. 收到尊重的通知，關於孩子的身份，評估，或安置。 

 

4. 讓孩子接受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 

 

5. 让您的孩子接受服务并在与提供给没有身体或精神残疾的学生的设施相当的设施中接受教育。 

 

6. 由專業並熟悉學生的教育工作者，通過各種信息和數據來為孩子做出的評估，教育，和安置的決

定。 

 

7. 得到交通接送，從其它的安置學習中心（如果中心不屬於校區），你不需要支付更多，如同學生

被安置在由校區提供的課程。 

 

8. 讓你的孩子有公平的機會去參與校區所提供的非學術性課外活動。 

 

9. 檢查一切有關孩子的決定紀錄，身份，評估，及安置。 

 

10. 要求有公正的聆訊，有關你孩子的身份，評估，教育計劃，或安置決定。 （你和你的孩子可以參

與聆訊並由顧問做代表。聆訊要求必須向你校區的校監提出） 。 

 

11. 伸訴委屈。 

 
 

 
負責確保校區遵從第504規條定的人是學生支援服務處處長;然而，每間學校的管理層有權力去推行這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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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B Number: 1810-0021 Expiration Date:  02/29/2020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部門) 

                                                                                                  Office of Indian Education   (印第安人教育辦公室) 

Washington, DC 20202 
                                                 TITLE VI ED 506 INDIAN STUDENT ELIGIBILITY CERTIFICATION FORM (印第安人學生資格認證表格) 

 

                                                  
Parent/Guardian: This form serves as th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 for each individual child included in the student count.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complete or submit this form.  However, if you choose not to submit a form, your child cannot be counted for funding under 
the program. This form should be kept on file and will not need to be completed every year. Where applicabl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form may be released with y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or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an eligible student (aged 18 or over), or if otherwise 
authorized by law, if doing so would be permissible under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20 U.S.C. § 1232g, and any applicable 
state or local confidentiality requirements. 
家長監護人：此表格用作計算每個合資格孩子的正式記錄。你無需一定要填寫或提交此表格。但是，如果你選擇不提交此表格，你的孩子就不能被計算入  

該計劃的經費內。此表格應保存在案，不需要每年填寫。然而，本表格中的資料可被發放若你事先有書面同意或合資格學生（年滿18歲或以上）事先有書 

面同 意，或在法律授權下，這是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20 USC §1232g，所許可的，以及州或地區對機 密的要求。 

 
STUDENT INFORMATION (學生資料) 

Name of the Child (孩子名字) Date of Birth(生日) Grade (年級)    
         (As shown on school enrollment records 跟學校記錄)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    

TRIBAL ENROLLMENT  (部落登記) 

Name of the individual with tribal enrollment(個人在部落登記的名字):     
(Individual named must be a descendent in the first or second generation 個人必須是第一或第二代的後代

)      The individual with tribal membership is the(個人是部落成員的): __Child(孩子)_____Child's Parent(孩子父母) 

              Child's Grandparent(祖父母) 

Name of tribe or band for which individual above claims membership(個人的部落名稱):     
 

The Tribe or Band is (select only one) 部落是(選一): 
     _____ Federally Recognized聯邦認可 
   ____ State Recognized州認可 

  ____Terminated Tribe  (Documentation required.  Must attach to form) 終止了的部落（需要有文件，必須附加在此表格） 

  ____ Member of an organized Indian group that received a grant under the Indian Education Act of 1988 as it was in effect October 19,   
                  1994. (Documentation required.  Must attach to form) 
                  根據1988年“印第安人教育法”，1994年10月19日生效的印第安人組織成員。（需要有文件，必須附加在此表格） 

 

Proof of enrollment in tribe or band listed above, as defined by tribe or band is 證明上述登記在部落的文件如下: 

A. Membership or enrollment number (if readily available) 會員或登記號碼(若有) OR 或 
 

B. Other Evidence of Membership in the tribe listed above (describe and attach) 其它可證明上述部落會員文件(形容和附加)     
 
Name and address of tribe or band maintaining enrollment data for the individual listed above 保存上述個人登記資料部落的名稱和地址: 
 

Name 名稱   

Address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ity 城市_______________      State 州  ____________Zip Code郵區_________ 
 
ATTESTATION STATEMENT 聲明 

 
I verify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above is accurate. 我確認以上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 

 

 

Name Parent/Guardian父母/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ignature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地址 City  State  Zip Code    
 

Email Address电郵 Date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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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506表格的說明 

 

對於申請人： 
目的：符合20 USC 7427（a）的要求，其規定：“秘書應要求，作為補助申請的一部分，每個申請人應保留一份文件， 

遵從當地教育機構提供的免費公眾教育，其中包括一表格有關印第安裔孩子符合資助，否則要符合（b）節的要求。 

 

維護：在計算期間登記入學的每個印第安裔兒童需要有獨立的ED 506表格。新的ED 506表格不必每年填寫。所有文 

件必須被保留以允許LEA能夠辨別，任何一年，哪些學生登記在LEA學校並在申請中指明被計算的時期。 
 

對於父母/監護人： 
 

定義：印第安人是指個人是（1）印第安人部族的成員，由印第安人部族界定的成員，包括自1940年以來終止的任何部落， 

以及國家承認的任何部落；（2）父母或祖父母的後代符合描述在定義第（1）;（3）被內政部長認為是印第安人;（4）愛斯 

基摩，阿留申，或其他阿拉斯加原住民;或（5）1994年10月19日生效的1988“印第安人教育法”獲得批准的印第安人有組 

織團體的成員。 
 

學生資料：寫小孩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學校名稱和年級。 
 

部落登記資料：寫部落成員的個人的名字。這個部分只需要一個人名，儘管多個人可能有部落成員身份。只選擇寫上一個人

的名字：孩子，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可以提供到會員資料。 
 

寫出孩子要求成為會員的印第安人部族的名字。該名稱不一定是官方名稱，正如在內政部的聯邦承認部落的名單

上所顯示的那樣，但這個名字必須是可識別的，並且具有足夠的細節以允許核實該部落的資格。只選一個框，指

出是否是聯邦認可的，州認可的，終止的部落或有組織的印第安人團體。如果選終止部落或有組織的印第安人團

體，則需要附加文件，並附加在本表格中。 
 

● 聯邦承認 -美國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本土部落實體僅限於美國土著居民部。內政部保留了聯邦認可部落 

的名單，OIE可根據要求向你提供。 

● 州承認 -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部落實體已經被州承認。美國教育部不保留主名單。建議你僅 

使用官方網站。 

● 終止的部落 - 一個曾經有被美國內政部聯合認可的部落實體，並將該名稱終止。 

● 有組織的印第安人團體 - 有組織的印第安人團體成員，根據1988印第安人教育法得到款項支助， 

1994年10月19日生效。 
 

 

寫入確定兒童成員資格的登記號碼，如果有的話，或其它成員證據。如果孩子不是部落的成員，孩子的資格是通過父母或祖父

母，寫入父母或祖父母的登記號碼，或者提供其它成員籍證明。其它成員證明的例子可以包括：部落宣誓書，CDIB卡或出生證

明。寫組織的名稱和地址，其保持新和準確的部落會員數據。 
 

聲明：提供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的姓名，地址和電郵。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的簽名核實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 
 

教育部將在收集，維護，使用和傳播個人信息時保護個人隱私，並根據隱私法的要求向個人提供此類信息。 

 

 
PAPERWORK BURDEN STATEMENT 根據1995年減少文書工作法，除非收集顯示有效的OMB控制號碼，否則不 

需要任何人員回复信息收集。此信息收集的有效OMB控制號為1810-0021。每類調查對象完成這部分信息收集所需的時 

間估計平均為：印第安人學生認證（ED 506）形式為15分鐘;包括審查指示的時間，搜索現有數據資源，收集所需的數據 

，並完成和審查信息收集。如果你有任何關於時間估計的準確性或改進此表格的建議的意見，請致函：美國教育部，華盛頓特

區202024651。如果你對你個人提交此表格有任何意見或疑慮，請直接寫信：印第安人教育辦公室，美國教育部， 

400 Maryland Avenue, S.W., LBJ/Room 3W203, Washington, D.C. 20202-6335. OMB Number: 1810-0021 。 

到期日期：02/29/2020。 

 
 
 
 
                                                                                           59



 

 

 

 

 

學生身體健康，才能學習得更好，更能取得成功！ 
 

我們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使命是促進所有學生的成長，發展和教育成就，通過提供健康

和保健服務，在安全和支持的環境下。我們注重公平，確保我們所有的學生都有機會得到健

康，能夠參與並取得成功。我們通過協調的學校健康和保健計劃來促進我們學校和社區的優

良健康服務。 
 

在芭芭李健康和保健康中心(BLC)的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Native American Health Center) 
 

由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領導，並與San Leandro聯合校區和阿拉米達縣健康學校和社區中心

合作，在BLC的健康中心提供健康和保健服務，包括醫療，牙齒，行為健康，健康教育，和

青少年發展。以預防和綜合護理為重點，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的使命是改善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提供全面，優質的健康和保健服務，以所有SLUSD學生和家庭的福祉為己任。 
 

在BLC的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是開放給所有的SLUSD學生。學生不需要支付或出示醫療保險

資格去接受非臨床健康服務，如急救和健康教育。然而，一些臨床醫療服務是需要有醫療保

險資格方能被提供。有關服務和保險要求的更多信息，請致電健康中心（510）618-4480，

或請進入San Leandr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的網頁，在健康，保健和支持一欄搜尋。 
 

**如果你的孩子將入讀San Leandro 校區的學校或Lincoln High School林肯高中，並且你有意

讓你的孩子在緊急情況下獲得醫療中心服務（包括急救），請查看並簽署以下家長同意書

。所有家長同意書須交回BLC的健康中心或你孩子學校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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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Lee Center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2251 Bancroft Avenue, San Leandro CA 94578 (510) 
618-4480 

PARENT/LEGAL  GUARDIAN CONSENT FORM 
                                             家長/法定監護人同意書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_______年級:______   
 

為了讓你的孩子在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NAHC）獲得醫療/牙科護理的許可，包括急救服務，請填寫本同意書並盡

快交回健康中心。有關隱私，政策和程序的信息可在本表格末部找到或請向健康中心查詢。 
 

作為父母和/或法定監護人，我在此同意我的學生在下列條款和條件下接受由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在芭芭拉李健康

和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務： 
 

1. 我了解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在學生健康和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務，我並明白這些服務是日常保健服務，而

治療將僅限於： 

醫療 

▪ 次要的和急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以及輕傷的急救 

▪ 身體檢查（普通，體育，就業前） 

▪ 化驗服務 

▪ 視覺和聽覺篩檢 

▪ 免疫接種 

▪ 處方藥和非處方藥 

▪ 營養評估和諮詢 

▪ 診斷，治療和預防性病的傳播感染 

▪ 妊娠檢測，避孕藥物處方和產前檢查轉介 

▪ 個人和/或小組諮詢和健康教育，有關藥物和酒精，身體和性虐待，性傳播感染，艾滋病毒，懷孕預防

，自殺，悲傷和喪失，性行為，學校，家庭和一般心理健康。 

牙齒 

▪ 牙齒檢查和氟化物亮漆 

▪ 牙科檢查，診斷程序（X光和照片）和治療 

▪ 使用局部麻醉劑 

o 我了解，在手術過程中使用局部麻醉劑有可能會導致過敏反應或肌肉酸痛。 

 
2. 我列出了我不想我的孩子在校內健康中心接受的服務:   

 

 
 

 
 

然而，我明白，加州立法允許向未滿 12 歲的未成年人提供以下

服務，不論其是否得到家長同意： 
診斷和治療性傳播的疾病 
妊娠檢測，避孕藥物和轉介產前護理 

危機心理健康諮詢，由美國原住民健康服務和塞內卡中心

提供 
酒精和藥物濫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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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明白我的同意只涵蓋NAHC校園健康中心提供的服務，並不授權在任何其它私人或公共設施提供服務。 

 

4. 我授權美國原住民健康服務中心在芭芭李健康和保健中心去與健康中心合作夥伴和/或其它醫療服

務提供者交流治療信息，在法律允許下。 

 

5. 我明白，校園的健康中心不會向學生收取服務費用。但是，校園健康中心的政策是會通過第三方如Medi-

Cal和Family Pact等保險計劃來支付費用。學生可能會被要求申請Medi-Cal。家庭收入通常不是決定資格的

一個因素;而是取決於學生使用的醫療或心理健康服務的類型。因此，校園的醫療中心可能需要向Medi-

Cal或Family Pact等第三方付款人提供有關治療的信息以用於結算。 

 
6. 所有有關你的孩子/監護人與美國原住民健康服務中心（NAHC）之間的信息均嚴格保密。除非（1）你授

權發布信息，（2）法院命令允許披露，（3）學生表現出對他/她自己或他人造成身體上的危險，或（4

）懷疑有兒童或長者虐待/忽視。在可能存在虐待或忽視的情況下，法律要求NAHC工作人員通知有關當局

，以便採取保護措施。如果你的學生/家庭通過多個美國原住民健康服務中心的合作夥伴接受服務，計劃

人員之間可能會分享相關信息以協調服務。工作人員應該與你討論這樣的對話及其相關性。 

 
7. 為了改善服務，校園健康中心參與了全國的校園健康服務中心的評估。評估是由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

UCSF）進行。作為評估的一部分，我們收集使用我們服務的學生的信息。這些信息會與UCSF分享，以聚

合（組）形式，不記名字或身份。未經你的許可，我們絕不會將你的孩子/監護人的個人信息與健康中心

以外的評估者或任何其他人分享。 
 

8. 我授權San Leandro聯合校區授予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在校園的醫療提供者，去檢視我孩子的學生記錄

。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同意在事先未獲得書面許可的情況下不可以向任何其他人員或機構披露學生記錄

。 
 

 

所有參與者均會被接納，在沒有任何歧視下得到平等對待和服務，無論其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

原籍國，或血統。你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禮貌，莊重，和可靠的服務。 

● 安全舒適的環境。 

● 得到NAHC通知，有關投訴法律條款和登記投訴的程序，包括但不限於，適當人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 去終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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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get medical/dental care at the Native American Health Center for your child: 
                         如何為你的孩子在美國原住民健康中心獲得醫療/牙科護理服務： 

       1.     First tell us about yourself (parent/guardian)  家長/監護人資料

   First Name 名:    

 

Last Name 姓:   

 

Are you the 身份: • Mother 母親   • Father 父親   • Other 其它   

Your Date of Birth 你的出生日期: Month 月: __Day 日:  __Year 年:___ 

 Language spoken at home 家庭語言:     

Phone number 電話: (       )    Cell phone 手機: (       )  ______ 

Your street address 地址:      

City 城市:  Zip 郵區:   

2. Now tell us about the child who will receive medical/dental care   需要醫療/牙齒服

務的孩子的資料 
 

Child’s first name 孩子名:   Last name 姓:                                                                                     

Child’s gender/sex 孩子性別:         F 女 /     M 男  

Child’s date of birth 孩子出生日期: Month 月: _____Day 日: ____Year 年:________ 

Is this child (please check all the apply) 這孩子的族裔(選出合適的): 

• Hispanic/Latino 拉丁美裔 • Pacific Islander 太平洋島嶼民 

• African American 美籍非裔 • Asian 亞洲人 

• White 白人 • Other 其它：   

• Native American 美籍原住民

民 

• Decline to answer 不回應 

 

3. Please now provide any INSURANCE information for your child   孩子的醫療保險資

料 
What type of insurance does your child have? (孩子有什麼醫療保險？) 

◻ 口 Medi-Cal    🡪    

                Please provide the ID# on the card  填上咭號:   

 

◻ 口 HealthPAC  🡪 

                Please provide the ID# on the card  填上咭號:   

 

◻ 口 Alameda Alliance 🡪 

                Please provide the ID# on the card  填上咭號:   

 

                口 Other insurance   其它保險 

Name 名稱:  ID# 咭號 :   

 

◻ 口 No insurance at this time   現時没有保險 

 

  4. Finally, we need a medical history of your child; please fill this out to the best of your   

  



 

 

  ability. 最後，我們需要你的孩子的病歷史;請盡可能填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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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HISTORY  FORM    醫療歷史表格 
 

    Emergency Contact 緊急聯繫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Phone 電話: (H) 
_________(W)  ______ 

Private Physicians 私人醫生: Phone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Is this child currently taking any medications   孩子現在有否用藥:   •  Yes 有 •  No 沒有 

                 (please list the name/purpose of each medication)/ 例出藥物名稱及其效能 

   

 

_ 
   
 
_ _ 
  
 

Has this child had any surgery (please list age/type)   孩子有沒有做過任何手術 (在幾歲/什麼手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Does this child have any allergies ? 這孩子有過敏嗎？ 

  •  Penicillin盤尼西林    •  Peanuts 花生     • Latex  膠乳         •  No known 
allergies  没有已知的過敏 

•  Other (please list)/ 其它請例出: 
 
      

                                                                                                                                                      
Reaction (please describe): 

 
_ 

 

Please check if the child has had the following immunizations  請檢查孩子是否有以下免疫接種： 

  •  Polio脊髓灰質炎    •  Mantoux Test 結核病篩查         •  Measles麻疹          • Rubeola 風

疹 

  •  Tetanus 破傷風     •  (TB) 肺結核                      •  Rubella風疹          • Mumps 

腮腺炎 

 
Any history of adverse/bad reactions to any of these immunizations? 這些免疫接種的任何不良/不良

反應的歷史記錄。 
 
  
 
Has this child had any of the following medical conditions:  這個孩子是否有以下任何一種疾病： 

• Chicken Pox 水痘    • Asthma 哮喘    • Migraines 偏頭痛      • No known medical 

conditions沒有已知的醫療問題 

• Measles 麻疹              • Seizures癲癇       • Bleeding Tendency 出血傾向    • Mumps 腮腺

炎         • Diabetes 糖尿病 

• Heart Disease心臟病    • Pneumonia肺炎       • High Blood Pressure 高血壓       • Lung Problems 

肺部問題 

◻ Other (please list) 其它請例出: 

 
 

Has this child had any of the following orthopedic problems: 這個孩子是否有以下任何矯形問題： 

 •   Fractures骨折   • Scoliosis 脊柱側彎     • Knee Injury 膝傷       • No known Orthopedic 

problems沒有已知的矯形問題 



 

 

 •  Sprains 扭傷    • Concussion 震動         • Neck/Spine Injury 頸部/脊柱損傷 
◻ Other (please list) 其它請例出: 

                                                                                                                                                                

Does this child have any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had any of the following medical condit 

 

       Who 誰

? 

        Who 誰? 

• Seizures              癲癇    • Sickle Cell Anemia 鐮狀細胞性貧血______________ 

   
• High Blood Pressure

高高血壓高血壓高血

壓 

高血壓___________________
  

• Smoking         抽煙_______________ 

   

• Migraines 偏頭痛   • Diabetes        糖尿病

_________________ 

• Heart Disease 心臟病  • Cancer            癌症______________ 

   
• Bleeding Therapy 流血療法________________ 

   

• Tuberculosis       肺結核______________ 

   
 
 
 
 

 
 

 

我已經閱讀並明白同意書中描述的權利和條件，並已盡能力完成了“醫療歷史表”。本同意書會一直有

效，直至San Leandro高中入學終止，或直至以書面撤銷為止。 
Name of Parent/Legal Guardian(Pri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ion to Student：

________ 

家長/法定監護人姓名(正寫)                                           與學生關係 

Signature of Parent/Legal Guardian:   Date:  
  

家長/法定監護人簽名                                                                日期 

Student Signature:  _Date: 
  

學生簽名                                                                          日期 
64 


	校區職員通訊錄
	在每個學年開始時，所有家庭都需要確認和更新學生資料，審查San Leandro聯合校區的主要政策，並批准校區必須為每個學生備案的表格。此過程須通過我們網頁的Aeries Parent Portal，在網上完成。单击 SLUSD 网站上的家庭和社区选项卡，您可以找到 Aeries 家长门户的链接。如果您有 Aeries家长门户帐户，您可以在新学年开始前的任何时间完成数据确认。如果你沒有Aeries Parent Portal家長戶口，則需要先開設一個戶口，包含你學生的Perm ID學生身份號碼，VP...
	教育課程
	統一投訴程序表
	2021-2022


	Barbara Lee Center for Health and Wellness
	PARENT/LEGAL  GUARDIAN CONSENT FORM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_______年級:______
	醫療
	牙齒

	How to get medical/dental care at the Native American Health Center for your child:
	2. Now tell us about the child who will receive medical/dental care   需要醫療/牙齒服務的孩子的資料
	2. Now tell us about the child who will receive medical/dental care   需要醫療/牙齒服務的孩子的資料

	3. Please now provide any INSURANCE information for your child   孩子的醫療保險資料
	3. Please now provide any INSURANCE information for your child   孩子的醫療保險資料
	◻ 口 Medi-Cal    🡪
	◻ 口 HealthPAC  🡪
	◻ 口 Alameda Alliance 🡪
	口 Other insurance   其它保險
	◻ 口 No insurance at this time   現時没有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