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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亨利郡学校      

 

"小学生和家长手册"在 2016 年 6 月 13 日由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正式核可, 其中含有关于亨利郡学校的政策、程序和计划的重要

信息。学生和家长应该在学期开始时阅读本手册，并保留供未来参考。本手册所述政策从 2016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一直到

2017-18 学年开始时为止。 

教育董事会的政策和学校系统服务，是为了保护学生健康，和维护学生在亨利郡学校接受高质量教育而设计。如要查看教育

董事会政策的完整项目，请上亨利郡学校网站www.henry.k12.ga.us(点击Board of Education / eBOARD / Policies)。  

亨利郡学校将遵守学年期间产生的所有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有关本手册的最新信息或其他政策，请查阅学校系统网站。 

  

 语言援助说明：如果您需要一份非英语版的其它语言版本的手册，或其它任何与孩子教育相关的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

记、注册以及纪律程序文件，请向学校办公室申请。如果您无法使用英语阅读或交流，您可以向您孩子就读的学校提出要求

或通过拨打 770-957-6601 联系中央办公室行政服务部，申请免费语言援助服务。 

海地克里奥尔语 (Haitian Creole) 

Nan dat 13 jen 2016, Henry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nan te ofisyèlman apwouve Manyèl pou Paran & Elèv ki nan nivo 
Elemantè. Manyèl la gen enfòmasyon enpòtan sou règleman, pwosedi ak pwogram Henry County Schools Nap rekòmande 
pou paran ak elèv yo li Manyèl sa a nan kòmansman ane lekòl la, epi kenbe li kòm referans alavni. Règleman yo ki dekri 
nan manyèl sa a ap efektif apati 1e out 2016 jiskaske lane eskolè 2017-2018 la kòmanse.    
 
Règleman Board of Education nan ak sèvis lekòl la etabli pou pwoteje byennèt elèv yo ak dwa elèv yo pou resevwa yon 
edikasyon bon jan kalite nan Henry County Schools. Pou ka wè yon lis konplè tout règleman Board of Education nan, tanpri 
ale sou sitwèb Henry County Schools nan www.henry.k12.ga.us (klike – Board of Education / eBOARD / Policies).  

 
Henry County School System ap konfòme li ak nenpòt règleman, kontwòl, oswa egzijans legal ki ta fè sifas pandan lane 
lekòl la. Tanpri, verifye sistèm sitwèb lekòl la pou nenpòt ki mizajou nan manyèl sa a oswa pou lòt règleman. 
 

Avi sou Asistans Nan zafè Lang: Si ou bezwen yon manyèl, oswa lòt dokiman enpòtan ki gen rapò avèk edikasyon pitit ou, 
nan yon lòt lang ki pa angle, ki gen ladan, men pa limite ak enskripsyon, anwolman, ak pwosedi disiplinè yo, tanpri mande 
youn nan biwo lekòl la.  Si ou gen pwoblèm konprann lang angle a, ou kapab gratis, mande pou sèvis asistans pou lang nan 
lekòl elèv la oswa Depatman Sèvis Administratif la nan biwo santral la, lè ou rele nimewo 770-957-6601. 
 

印地语(Hindi) 

प्राथमभक छात्र व जनक ऩुस्तिका, आधधकारयक िौय ऩय 13 जून, 2016 को मिऺा के हेनयी काउॊ टी फोर्ड ने भॊजूयी दे दी, नीतिमों, प्रक्रिमाओॊ, 
औय हेनयी काउॊ टी तकूरों के कामडिभों के फाये भें भहत्वऩूर्ड जानकायी िामभर है। छात्रों औय अमबबावकों को तकूर वर्ड के िुरू भें इस 
ऩुस्तिका को ऩढ़ना चाहहए, औय बववष्म भें सॊदबड के मरए ऩुस्तिका यखने के मरए। नीतिमाॉ इस ऩुस्तिका भें कहा गमा है 1 अगति, 

2016 से प्रबाव भें हो जाएगा, 2017-18 तकूर वर्ड के िुरू िक। 
 

मिऺा फोर्ड औय तकूर प्रर्ारी की सेवाओॊ की नीतिमों के छात्रों की बराई औय हेनयी काउॊ टी तकूरों भें एक गुर्वत्िा की मिऺा के मरए 
छात्रों के अधधकायों की यऺा कयन ेके मरए िैमाय कय यहे हैं। सबी मिऺा फोर्ड की नीतिमों की एक ऩयूी सूची देखने के मरए, कृऩमा 
www.henry.k12.ga.us ऩय हेनयी काउॊ टी तकूरों वेफसाइट (स्लरक कयें - मिऺा / eBOARD / नीतिमाॊ भॊर्र) ऩय जाएॉ। 
 

हेनयी काउॊ टी तकूर प्रर्ारी क्रकसी बी नीति, ववतनमभन, मा ववधामी आवश्मकिाओॊ क्रक तकूर वर्ड के दौयान ऩैदा हो सकिा है का ऩारन 
कयेंगे। अऩर्टे इस ऩुस्तिका मा अन्म नीतिमों के मरए तकूर प्रर्ारी वेफसाइट की जाॉच कयें। 
 
बार्ा सहामिा की सूचना: महद आऩ एक ऩुस्तिका, मा अन्म साथडक अऩन ेफच्चे की मिऺा स ेसॊफॊधधि दतिावजे, ऩॊजीकयर्, नाभाॊकन, औय 
अनुिासनात्भक कामडवाही कयने के मरए सीमभि सहहि, अॊगे्रजी के अरावा अन्म नहीॊ फस्कक क्रकसी अन्म बार्ा भें की जरूयि है, तकूर के 
कामाडरम स ेएक अनुयोध कयें। आऩ अॊगे्रजी सभझने भें कहिनाई होिी है, िो आऩ कय सकिे हैं, 770-957-6601 पोन कयके अऩन ेछात्र 
के तकूर मा प्रिासतनक सेवा ववबाग के कें द्रीम कामाडरम ऩय से आयोऩ, अनुयोध बार्ा सहामिा सेवाओॊ की भुलि। 
 

西班牙语 (Spanish) 

El Manual para Padres y Estudiantes de la Escuela Primaria, oficialmente aprobado el 13 de junio del 2016 por la Junta de 
Educación del Condado de Henry, contiene información importante sobre las políticas,  procedimientos y programas de las 
Escuelas del Condado de Henry. Los estudiantes y los padres deben leer este manual al inicio del año escolar y mantenerlo 
para consultas futuras. Las políticas establecidas en este manual entrarán en efecto desde el 1º de agosto del 2016 hasta el 
comienzo del año escolar 2017-18. 

http://www.henry.k12.ga.us/
http://www.henry.k12.ga.us/


 
Elementary Student & Parent Handbook, 2016-17 – Simplified Chinese 

 

[ii] 
 

 

Las políticas de la Junta de Educación y los servicios del sistema escolar están diseñados para proteger el bienestar de los 
estudiantes y el derecho de los estudiantes a obtener una educación de calidad en las Escuelas del Condado de Henry. 
Para ver una lista completa de todas las políticas de la Junta de Educación, por favor visite el sitio web de las Escuelas del 
Condado de Henry en www.henry.k12.ga.us  (haga clic en Board of Education / eBOARD / Policies). 

El Sistema Escolar del Condado de Henry acatará las políticas, los reglamentos, o los requisitos legales que puedan surgir 
durante el año escolar. Por favor consulte el sitio web del sistema escolar para cualquier actualización de este manual u 
otras políticas. 

Aviso a personas con dominio limitado del idioma inglés: Si necesita un manual u otros documentos importantes 

relacionados con la educación de su hijo, en cualquier otro idioma aparte del inglés, incluyendo pero no limitados a los 
procesos de matrícula, inscripción, y disciplina, por favor solicítelos en la escuela. Si tiene dificultad para entender el inglés, 
puede solicitar servicios para asistencia en su idioma, gratuitamente, a través de la escuela del estudiante o llamando a la 
Oficina Central del Departamento de Servicios Administrativo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Department) al 770-957-6601. 

越南语 (Vietnamese) 

Sổ Tay Phụ Huynh và Học Sinh Bậc Trung Học, chính thức được Hội Đồng Giáo Dục Quận Henry chấp thuận vào Ngày 13 
Tháng Sáu, 2016, bao gồm các thông tin quan trọng về quy chế, thủ tục, và các chương trình của Trường Công Lập Quận 
Henry. Học sinh và các phụ huynh nên đọc cuốn sổ tay này vào đầu năm học, và giữ cuốn sổ tay để tham khảo trong tương 
lai. Các chính sách đã nêu trong cuốn sổ tay này sẽ có hiệu lực từ tháng 8 năm 2016, cho đến khi bắt đầu năm học 2017-
18. 

Nội quy của Hội đồng Giáo Dục và các dịch vụ của hệ thống trường học được thiết kế để bảo vệ phúc lợi và quyền lợi của 
học sinh cho một nền giáo dục chất lượng trong Trường Công Lập Quận Henry. Để xem danh sách đầy đủ của tất cả các 
nội quy của Hội Đồng Giáo Dục, xin vui lò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ủa Trường Công Lập Quận Henry tại 
www.henry.k12.ga.us (nhấp - Board of Education / eBOARD / Policies). 

Hệ Thống Trường Học Quận Henry sẽ tuân theo bất kỳ nội quy, quy định, hoặc yêu cầu pháp lý có thể phát sinh trong năm 
học. Xin vui lòng kiểm tra trang web của hệ thống trường học cho bất kỳ cập nhật cho sổ tay này hoặc các nội quy khác. 

Thông báo về Hỗ Trợ Ngôn Ngữ: Nếu quý vị cần sỗ tay, hoặc các tài liệu quan trọng khác liên quan đến sự giáo dục của 
con em, bằng ngôn ngữ khác tiếng Anh, bao gồm nhưng không giới hạn đến sự đăng ký, ghi danh, và  xử lý kỷ luật, xin quý 
vị vui lòng liên lạc với nhà trường để được yêu cầu các tài liệu này.  Nếu quý vị không thông thạo tiếng Anh, quý vị có thể 
yêu cầu dịch vụ hỗ trợ ngôn ngữ miễn phí từ nhà trường của con em hoặc Bộ hành chánh tại văn phòng trung tâm bằng 
cách gọi điện thoại 770-957-6601.     

tel:770-957-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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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手册每年在二月至五月之间检讨，以增加、删除和修改内容。我们鼓励家长、学生和学校雇员，向行政服务

部门助理局长Virgil Cole先生提出意见和建议。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每月第二个星期一举办公众会议。关于这些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请联系教育局长办

公室，或查看系统网站。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政策是维持一个免于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和残障的各种歧视和骚扰的学

习环境。 

鉴定合格   

 

亨利郡学校系统经乔治亚鉴定委员会和 AdvancED(南部大学和学校协会)鉴定合格。 

使命  – 愿景 --  目标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信念 

务必让每个学生获得成功 建立个人化学习的文化 

所有学习者在以严谨、关联性， 

和人际关系为中心的环境里能有卓 

越成就 

学生成就 文化，风气，社区 质量保证 

 

学区和学校将以最高效率支持学

生的学业成就和成长。 

 

学区和学校将维持积极、高效率、安

全，和富吸引力的学习环境。 

 

学区和学校将充分利用所有可用资源

对学生成就和组织效率的影响。 

如要查看完整的学区策略性计划和年度报告，请上我们的网站 www.henry.k12.ga.us 

 

一起迈进成功之路! 

在以下专栏，我们的亨利郡学校教育局长 Rodney Bowler 先生，和我们分享学生获得成功，以及家长

及家属可以协助成功的十大重要方法。请您阅读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并请您查阅以下几页关于亨利郡

学校的策略性计划，因为这是我们的重点。您可以在 www.henry.k12.ga.us 网站，找到有关策略性计划

的详细信息，以及更多资源和有帮助的信息。  

谢谢您成为我们的亨利郡学校团队和社区的一份子!。 

教育局长有关学生成功的十大重要提示 

 

10.  每天每节课准时出席。 

  9.  建立条理并维持条理。 

  8.  认识您的老师和他们的期望。 

http://www.henry.k12.ga.us/
http://www.henry.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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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认识您的同学 – 交朋友并成为别人的朋友! 

  6.  在课堂上注意聆听和专心。 

  5.  需要帮助时立刻求助。 

  4.  参与  - 找个适合您的社团或活动。 

  3.  照顾自己 – 要有充分的休息和良好营养。 

  2.  修习具有挑战性的科目 – 然后努力学习! 

  1.  阅读、阅读、阅读! 

 

教育局长给家长和家属的十大重要提示 

10.  教导孩子适当使用电视、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用品。 

  9.  帮助您的孩子建立条理。 

  8.  务必让您的孩子准时到校。 

  7.  清楚规定行为限制。 

  6.  帮助您的孩子了解所有决定都有其后果，不论好的或坏的。 

  5.  每天和孩子交谈关于学校或日常生活。 

  4.  您有问题或担心时，及早和老师交流。 

  3.  帮您的孩子找出长处和兴趣，并鼓励创作。   

  2.  照顾自己 – 如果您能减轻自己的压力，会比较容易成为体贴的父母。 

  1.  对您的孩子朗读 – 然后再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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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热线 

1-877-SAY-STOP (1-877-729-7867) 

完全保密 – 每天 24 小时服务 

赞助人: 

乔治亚州教育厅 

乔治亚州调查局 

注册信息  

年龄要求 1 

就学区 1 

监护 1 

监护权 2 

居住证明 2 

紧急联系人信息 2 

体检和免疫 2 

年级安置 3 

社安号码 3 

转学生 3 

退学 3 

出勤信息  

上学 3 

上下学时间 3 

缺席，迟到和早退 4 

因故缺席 4 

无故缺席 4 

旷课干预会议                                                                                                                                                                                              5 

参加课外活动 5 

补交作业或补考 5 

学习，教学和评估  

课程 5 

教学材料 5 

媒体中心 5 

家庭作业 5 

评估和报告系统 6 

标准化考试 7 

升级，安置和留级 7 

计划/方案和服务  

课后充实方案 7 

发现孩子 (CHILD FIND) 7 

早期干预方案                                                                                                                                                                                              7 

资优教育计划 7 

住院/居家服务 8 

在线学习选择 8 

学校辅导员 9 

学校护士和保健室助理 9 

学校营养方案 9 

学校心理学家 9 

学校社工人员服务                                                                                                                                                                        9 

特殊学生教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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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服务系统 (MTSS) 10 

隔离和约束(SECLUSION AND RESTRAINT ) 10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 11 

第 504 节程序保护 11 

州政府补助之教学延长方案 12 

学生支持小组 12 

TITLE I 方案  12 

 

行为准则  

期望 12 

额外行为要求 13 

恃强凌弱 13 

纪律定义 14 

第 1 节违规 14 

第 2 节违规 15 

第 3 节违规 16 

第 4 节违规 17 

第 5 节违规 17 

采取纪律处分管辖权 18 

重罪指控或触犯重罪通知 18 

老师和行政主管的纪律处分权 19 

纪律听证会 19 

学业诚实 20 

酒精和毒品 20 

校车行为 20 

刑事犯罪  21 

破坏或触动火警警报器 21 

扰乱公立学校 21 

服装规范 21 

电子资源 – 可容许的使用政策 22 

卓越学院 (EXCEL ACADEMY) 23 

帮派相关活动 23 

激光指示器                                                                                                                                                                                                23 

校外行为 23 

个人财物 23 

报告犯罪行为 23 

学校资源官 24 

学校安全区 24 

性骚扰 24 

学生对雇员不端行为之指控 24 

官员对学生的询问 24 

学生搜查 24 

学生车辆搜查 25 

烟草 25 

破坏或损坏学校财产 25 

持有枪枝、危险武器、危险物品或爆炸性化合物                                                                                                           25 

  

一般信息  

意外事件/医疗服务 25 

石棉方案 26 

生日 26 

书包、运动袋和其他袋子 26 

校车交通和安全 26 

取消上课 26 

虐待儿童 26 

社团和组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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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况处理计划/紧急状况演习 27 

实地考察旅行 28 

嚼食口香糖 28 

头虱 28 

高度合格教师                                                                                                                                                                                           28 

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                                                                                                                  28 

疾病 28 

保险 28 

失物招领 29 

和学生共进午餐 29 

药物  29 

可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素 29 

供气喘和呼吸窘迫使用之 LEVALBUTEROL SULFATE 29 

糖尿病医疗管理计划 30 

平等机会通知 30 

学生照片通知 31 

家长-老师会议 31 

家长-老师团体                                                                                                                                                                                         31 

派对 /外部食物政策                                                                                                                                                                               32 

宠物 32 

效忠宣誓 32 

学校用品 32 

默想 (SILENT REFLECTION) 32 

招揽学生或雇员 32 

学生记录 32 

学生在校之监督 33 

自杀防止方案 33 

电话使用 33 

教科书和教学订单和存货列表 33 

交通变更 33 

往返指定校车站交通                                                                                                                                                                            33 

录象机/录音机 33 

访客 34 

某些联邦法律和指导方针 34 

性骚扰申诉解决程序 37 

亨利郡学校教育董事会政策                       38 

确认收到学生和家长手册 42 

家长职业调查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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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的孩子学业成功 

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让上学成为成功的体验。请考虑以下的建议，帮您的孩子有个良好的学年：  

1. 帮您的孩子在每个上课日，有个没有压力的开始。一定要让您的孩子睡足八小时，并给他/她一顿丰盛的早餐。

孩子没睡饱或没吃饱是无法专心的。 

2. 孩子谈到学校的时候，请注意听。每天为孩子作的事夸奖他/她。划出一个特别的地方，展示孩子从学校带回家

的作品。 

3. 鼓励孩子把学校看作令人兴奋和重要的地方。小学培养的态度将为孩子的整个求学经验定调。 

4. 让您和孩子老师间的交流管道保持畅通。告诉老师任何可能影响孩子行为表现的家庭状况。  

5. 不要把孩子的进展和兄弟姊妹或别的孩子比较。每个孩子的能力不同，也有不同的优缺点。 

6. 提供大量书本和图画给孩子。对孩子朗读，也要孩子对您朗读。每天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 

7.  帮您的孩子建立对学校和老师的信心。借着拜访和参加家长 – 老师会议/家长 – 教师团体(PTA/PTO)，表现您对

学校的兴趣。 

8. 务必让孩子正常上学，准时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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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 

年龄要求   

以下标准将用来决定孩子是否到了在亨利郡公立学校注册入学的合格年龄。有资格在幼儿园注册的孩子必须： 

1. 在学生准备注册入学的学年 9 月 1 日前满五岁，或 

2. 在学生准备注册入学的学年 12 月 31 日前满五岁，如果学生曾经： 

a. 在搬到本州前，是一州或数州或国家的合法居民达二年，和 

b. 在公立幼儿园，或经过州或区域性机构，或等同机构鉴定合格的幼儿园合法注册，和 

c. 孩子有资格依 O.C.G.A. 20-2-150 规定注册。 

对于 2a 和 2b (Section A)，必须提供有效证据。 

就学区 

学生必须在有监护权的家长/法定监护人(“家长”)居住地的指定就学区学校就读。除了获得亨利郡教育董事会事先

书面许可外，学生不得在其指定就学区以外的学校就读。如果在当学年期间，家长搬到亨利郡内不同就学区的新

住所，家长必须在搬迁后 30 天之内，将学生转到新就学区内的适当学校。  

不过，如果学年已经开始，而家长搬到亨利郡内不同就学区的新住所，家长可在搬迁后 30 天内，向教育董事会

申请在剩余学年留在原来学校。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有权批准或拒绝该请求。如果董事会批准家长请求，会以书面

为之，如果学校在其指定就学区之外，家长必须负责接送孩子往返学校。 在下学年开始时，家长必须让孩子在指

定就学区学校注册入学。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学生服务部门。跨越就读线的申请书，可在各个学校取得。申

请跨越就读线时，家长必须证明住所。如果该家长的孩子有太多次无故迟到、缺席或纪律转荐，学区有权拒绝家

长跨越就读线之请求。  

通过学校选择，家长可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在其就读区以外的学校注册入学，如果该校在其指定学生注册入学后，

尚有多余的教室空间。教育董事会应在每年7月1日前，将哪些学校尚有多余空间的信息通知家长。申请选择学校

的期间为三月和四月。如果家长选择让他们的孩子在其就学区以外的学校注册入学，家长应负责接送孩子上下

学。依学校选择条款获得许可转到另一所学校的学生，只要仍然住在亨利郡，可继续在该校就读，至念完该校所

有年级为止。  

 

未获得学生服务部门批准的非居民学生，应退出亨利郡学区，并转介至学生居住地所在的郡，通知书将发给家长/

法定监护人。乔治亚州法律授权学区，向家长寻求补偿教育非居民学生的费用，以及律师费，如果必须采取法律

行动。 

 

监护 

家长应提供所有关于孩子监护权的法院命令的验证副本(certified copy)给学校。学生注册入学表格以及学校其他

公文，必须由和孩子居住的亲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虽然父母均可参与注册入学程序，但关于孩子的教育决

定，保留给办理注册入学的家长。如果父母之间有不同意见，办理注册入学家长的教育决定，取代非办理注册入

学家长的教育决定。如果有不同意见，而父母双方已办理孩子注册入学，拥有主要实际监护权的家长，有教育决

策的权力，除非当事人有不同指示的法院命令。 

依 O.C.G.A. § 20-2-780, 任何人未经办理儿童注册入学之人的同意，将儿童自学校撤离，而改变或意图改变未成

年儿童的监护者，构成犯罪，即使试图撤离儿童之人，持有将监护权授予该人的法院命令。特别授权或指示由学

校释出照管责任的法院命令，将被遵从。学校不会介入家长间的监护或探视争议。亨利郡学区鼓励所有家长，在

通知学区关于孩子教育变更前，互相讨论教育决定。  

学校接到请求后，将提供无监护权家长，所有依"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FERPA)，和乔治亚州法律规定的

信息，除非有效法院命令指示学校不得透露该信息。如有该法院命令，必须将验证副本交给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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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权 

如果学生和亲生父母以外之人同住，必须在注册入学时，提供证明监护权的法院文件验证副本。任何负责照顾和

监护孩子的人，应在办理孩子注册入学前，展开取得 法定监护权的程序，并必须提供大约完成日期。除非收到办

理注册入学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学校只和学生的法定监护人联系和接触。如果未在注册入学时，提供监护权的最

后法院命令，必须在注册入学后 30 天内提供。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不承认为了设立住所以便在学区就读而构成的法定监护权。  

如需有关临时监护权申请的信息，请联系亨利郡遗嘱认证和遗产管理法庭，电话为 770-288-7600。 

 

居住证明 

在亨利郡学校注册入学，学生必须和亲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住在亨利郡，或者由州的单位照管而安置在亨利郡。

学生初次注册入学、居所变更，或学校职员要求时，需提供居住证明。 

校长或其指派人接受以下记录，作为居住证明:   

1. 位于乔治亚州亨利郡房产的现行有效的租约，连同目前的电或瓦斯账单或水电瓦斯供应者出具的信函，

证明目前电或瓦斯账户是存在的。电和瓦斯账单和服务事业信函必须是最近六十(60)天内的。租约必须指

明学生家长为承租人且须负责支付租金。为了注册的目的，如果家长仅仅列为住所的居住人，不会被认

为是该房产的承租人。所有纪录必须包含家长姓名和街道地址，电和瓦斯账单以及提供作为证明的服务

事业信函必须清晰显示服务事业地址。  

或 

2. 现行住宅财产税报表或清偿表或成交信息披露表，和目前的电和瓦斯账单或电和瓦斯公司的服务信函。

电和瓦斯账单和服务事业信函必须是最近六十(60)天内的。不列在所有权文件但愿意提供和房产所有人法

定关系的家长可以提出法定文件，当作法定所有人的授权代表人。所有纪录必须包含家长姓名和街道地

址，电和瓦斯账单和提供作为证明的服务事业信函必须清晰显示服务事业地址。 

或  

3. 一份亨利郡学校居住宣誓书 。全时住在亨利郡但不能提供以上所列前后一致的记录的家长/监护人，可填

写亨利郡学校居住宣誓书。该宣誓书必须在学校系统人员面前完成，并由家长在公证人面前签署。此

外，学生和家长所居住的房产之法定所有人或授权承租人，可向学校系统人员完成并签署宣誓书，并提

供以上(a)和(b)项所述作为居住证明的文件。房产法定所有人或授权承租人也可在其他地方完成宣誓书并

取得公证，但家长应负责将原始文件和以上(a)和(b)项所述的必要居住证明连同其文件交付给学校系统人

员。宣誓书将有效至家长提供本政策规定的居住证明为止，但不迟于本学年结束时。 

 所有前述文件必须以学生家长名义为之，并必须持续将该家长与住所之房产地址联系在一起。 

居住证明须经调查。以虚伪信息注册的学生是非法注册入学，将立即被退学。家长/监护人可能须缴纳孩子非法

注册入学期期间的学费。故意提供关于居住证明的虚假信息，可能被处以罚金或监禁。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学生服务部门。  

紧急联系人信息 

学生在校时，学校能联系上家长是至关紧要的。学校必须有家长现在的地址和住宅、手机和工作电话号码。紧急

联系人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是必须的，以防联系不上家长。此信息必须在注册时，以及变更家长地址、电话或紧急

联系人信息时提供。 

 

体检和免疫  

初次在乔治亚公立学校注册时，家长必须提供孩子完成营养检查，和眼睛、耳朵和牙齿检查的证明(Georgia 

Form 3300) 。所有在亨利郡学校注册入学的新生(幼儿园-12年级)，和所有目前升上6年级的学生，必须完成接种

二(2)剂MMR(麻疹和腮腺炎)和水痘疫苗。此外，从2014年7月1日起生效，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在2002年1月1日

或之后出生，并进入或转入7年级的孩子，和新进入乔治亚州学校8到12年级的学生，必须接种一剂Tdap(破伤

风、白喉、百日咳)疫苗，和一剂脑膜炎球菌复合疫苗，除非孩子获得豁免。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免疫接种必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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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亚州免疫证明  (Georgia Certificate of Immunization)。家长可从他们的医生或亨利郡卫生处，取得乔治

亚州免疫证明(Georgia Form 3231)。     

 

家长可基于正当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理由和/或宗教理由，以书面请求暂时免除乔治亚州的免疫要求。基于医

疗理由请求暂时豁免的家长，必须提供学区从当地卫生局，或治疗医师取得的乔治亚州免疫证明(Georgia Form 

3231)，证明免疫接种是不适宜的。医疗豁免必须每年更新。基于宗教理由请求暂时豁免的家长，必须提供学区

一份宣誓过的"宗教和免疫要求冲突宣誓书”(Affidavit of Religious Conflict with Immunization Requirements)表

格。这些宣誓书可在各校取得。 

年级安置 

如果学生注册入学时，未提供可被接受的决定年级安置文件，学生将暂时被分配到一个年级，到可以决定最后的

年级安置时为止。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考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政策JBCD ，”转学和退学”。 

 

社安号码 

在亨利郡学校注册入学时，将要求家长主动提供孩子的社安卡副本。不过，学生不会因为拒绝提供社安号码，或

拒绝申请社安号码，而被拒绝在亨利郡学区注册入学。家长/监护人可以提出异议(放弃)声明书，代替学生的社安

卡副本。未提供社安卡或异议(放弃)声明书，不会阻挡或推迟孩子注册入学；但我们强烈建议家长了解社安号码

在学校系统内的用途，并作出是否提供社安卡的明智决定。社安号码用途列表和异议(放弃)声明书，可在学校取

得。如需进一步信息，请查看本地董事会政策 JBC(3)。  

转学生 

在许可入学前，学校必须从前一所学校，收到学生的学业成绩单和纪律记录的验证副本。如果提供前一所学校的

名称和地址，和授权提供所有学业和纪律记录给学校行政单位，学生可暂时获得入学许可。 

未经认可学校的成绩单将个别考虑。为确定可从学生前一个学校接受的学分有多少，可能需要额外信息和测验。

经私人家教辅助完成作品的学校学分，不接受为学分。 

申请转学时，家长必须告知学生目前是否接受特殊教育、504 节服务，或资优服务；学生目前是否停学或从学校

开除；学生是否从就读的前一个学区退学以代替停学、开除，或分配到替代教育项目；以及学生是否曾经被宣判

犯重罪。任何目前在另一学校系统被停学或开除的学生，必须排除该停学/开除，才能被考虑在亨利郡学校注册入

学。 

退学 

退学时，学生必须归还所有教科书、图书馆书本，和其他属于学校的物品。未归还的物品，和学生应负责的与学

校有关的费用(例如午餐费)，必须在退学时偿还。学校得拒发成绩报告、毕业文凭，和/或进展证明，直到遗失或

损坏的教科书和/或媒体材料获得赔偿为止。    

如果孩子注册入学是由有监护权的家长办理，该同一家长必须是办理孩子退学的人。不过，办理孩子注册入学的

有监护权家长，可以提供经过公证的书面许可给学校，允许没有监护权的家长完成退学手续。  

出勤信息 

上学 

如果学生想要学业成功，正常上学是非常重要的。乔治亚州法律规定，除了有法定缺勤理由外，年龄在六(6)至十

六(16)岁之间的所有孩子都要上学。此外，不满六(6)岁但已列入名册达二十(20)天，或更长时间的学生，受乔治

亚州强制就学法 20-2-150 (c)的管辖。州的政策对学年的定义为 180 个上学日。  

学年期间超过五(5)天无故缺席视为旷课。对旷课的法定惩罚，包括移送学生到少年法庭，和移送家长到州法院。
乔治亚州居民掌管或照管的孩子，如果被判处违反强制就学规定，对每次缺席，该居民将被处以$25 以上$100

以下罚金，监禁 30 天以下，小区服务，或合并这些处罚。   

上下学时间 

学校可调整上下学时间，以配合校车交通服务。一般上学时间为上午 7:45。学生应整天留在学校。学生不应该在

上午 7:15 前到校。上课时间在下午 2:25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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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日的上学时间开始前和放学时间后，亨利郡教育董事会不负责学生的监督和安全。亨利郡教育董事会不要求

其雇员照管在上课日开始前被留在校园，或放学后未及时接回的学生。  

缺席，迟到和早退 

学生应每天准时上课。在学生缺席后回到学校的第一天，家长应提供学校一份书面短信，说明缺席原因。该短信

应包含缺席日期、缺席理由，和家长签名或为学生治病的医生签名。如果学生经常缺席或迟到，校长可能要求家

长提供更多关于缺席、迟到和早退的信息，比如医疗文件。 

家长必须为上午 7:45 以后到校的学生签到。上午 7:45 以后到校视为迟到。为了早退，家长应该送张字条给老

师，说明理由和孩子离校时间。家长必须到学校办公室领回孩子。我们鼓励家长尽可能在上课时间外，安排医生

或牙医约诊。家长不应为了避免自行开车接送的交通流量而接回学生。如果学生无正当理由，而未在上课日全天

出席，可能受到纪律处分。 

此外，如果孩子累积十(10)次无故缺席，或二十(20)次无故迟到/早退，家长可能必须出席”旷课干预会议”。如需

进一步信息，请查阅本手册标题为”旷课干预会议”的章节。  

迟到 指学生没有正当理由，而不能在指定时间到指定教室或教学场所，或在早晨迟到铃声响了之后才到校(请查

看相关学校的铃声时间表)。 

缺席 指不论原因为何，学生未在经批准的正常安排课程或活动出席。例外情形为学生参加经批准的活动(比如: 实

地考察旅行、学业竞赛，或经批准的体育活动等)，可准许不上学，并视为出席，但应负责完成在离校时间错过的

作业/工作。 

因故缺席 

以下原因的缺席、迟到和早退，为有理由： 

 

1. 学生的疾病可能危害学生的健康或其他人的健康。 

 

2. 学生直系亲属病重或死亡，而校长或其指派人认定缺席是必需的。  

 

3.  预定的内科、牙齿或眼睛检查。 

 

4. 学生的宗教信仰所庆祝的特殊和被认可的宗教节日。 

 

5. 政府机关的命令，比如法院命令或应召入伍前的体检。  

 

6. 因为天气或其他不可能出席或过分危险的状况，以致不能上学。 

 

7. 参加具有重大教育价值的旅行或活动，但应事先通知校长，且校长认为该旅行或活动具有重大教育价

值。 

 

8. 因特别或紧急状况，需要学生家长整夜离开亨利郡，而家长认为学生跟随他们对其最有利。如果不能提

出事先通知，最迟应在学生缺席后，回到学校的第一天提供书面说明。 

 

9. “带您的孩子上班日”’ (Take Your Child to Work Day)。参加此活动的学生可以不必上学，但视为缺席。  

 

10. 和在美国军队或国民警卫队服役的家长相聚。如该家长曾被召集执行职务，或现在从战斗区或战斗支持

派驻地的海外部署返回休假，应准许学生因故缺席，每学年最多五(5)个上课日，以便和家长相聚。  

在学年期间，担任州议会青年助理的学生，应视为到校出席，如同参加教育实地考察旅行。 

洁西法律(Jessie’s Law): HB 0314 规定，被收养照护的学生(由 DFCS 服务)出席与学生有关的法院程序时，学校
应将未到校的任何一日，一日的部份或数日视为到校出席，不视为因故或无故缺席。  

无故缺席 

无故缺席将受到出勤调查，并可能导致乔治亚州强制就学法规定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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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课干预会议 

在移送学生或家长到少年法庭，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前，亨利郡学校的”学生出席规程” 依法律要求，为旷课学

生提供渐进式的纪律处分、家长通知，和家长参与程序。过度无故迟到/早退可能通过同样的程序处理。  
 
”学生出席规程”的指导方针包括但不限于在第五(5)次和第八(8)次无故缺席时，以信件或电话连系家长。无故迟到

及早退的学生，可能收到学校的书面通知，告知可能的后果。在第十(10)次无故缺席，或第二十(20)次无故迟到/

早退时，家长可能需要到亨利郡学校行政办公室，参加”旷课干预会议”(TIM)。  

 
虽然以上指导方针是渐进式的，亨利郡学校保留随时移送学生或家长到 TIM，或向法院起诉的权利，特别是当学

生和/或家长的行为恶劣，和/或扰乱学习环境时。  

 
参加课外活动 

如果学生被注记在上课日无故缺席，该学生不得参加或出席安排在缺席当天的课外活动。  

补交作业或补考 

学生和家长，而不是老师，应负责安排补交作业。学生回校第一天，应向老师要求错过的作业。允许补齐作业的

日数，由校长或其指派人决定，但不超过缺席的天数。不遵守此程序，将使缺席期间错过的作业成绩为零(0)分。   

因停学而缺席视为无故缺席。指定校外停学(OSS)的学生，可在回校后补齐作业。补齐作业的天数，相当于 OSS

的天数(也就是校外停学 3 天 = 3 天补齐作业)。  

指定校内停学的学生，如果选择在家停学，不被允许补做错过的学校作业。如果学生在学期考试期间被停学，校

长将安排让学生完成考试。 

学习，教学和评估 

课程 

小学生必须在学年期间，学习以下科目： 

1. 阅读                        5. 社会科                               9.体育 

2.   语文科              6. 书面表达                            10.科技 

3. 数学                                 7. 美术           

4.   科学/健康              8. 音乐                       

 

教学材料 

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是学校的财产，在学年期间借给学生使用。学生应该小心处理这些材料，并让它们维持良

好状况。教科书被视为课堂资源，因此可能不分发教科书给学生。分发教科书 

时，学生务必要将名字写在每一本教科书上。除非学校收到学生遗失或损坏的教科书费，不会补发教科书。 
 

媒体中心 

学生可以从媒体中心借书带回家，也可以使用媒体中心的媒体和其他物品。媒体中心在每个上课日全天开放。学

生负责保管从媒体中心借出的物品，如果遗失或损坏，必须赔偿。 

家庭作业 

亨利郡学区相信根据以下最佳作法指定家庭作业给幼儿园 – 5 年级学生 的理念。家庭作业应该： 

 

A. 提供时间给学生练习在课堂所学的。 

B. 准备新资料，或详细说明已经介绍的资料。  

 

学习和掌握任何种类知识必须练习，这是很明白的。为达此目的，虽然有些例外，学区提供根据您孩子的年级，

可能花大约多少时间在家庭作业的指导方针。 

 

幼儿园  - 作业应该不太需要家长帮忙。 

一年级 – 大约 0-20 分钟 (合计) 

二年级 – 大约 0-30 分钟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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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 大约 0-40 分钟 (合计) 

四年级 – 大约 0-50 分钟 (合计) 

五年级 – 大约 0-60 分钟 (合计) 

以下具体建议家长，应如何支持孩子成功地完成家庭作业。  

 帮助设置固定的、有条理的地方做家庭作业。 

 帮助孩子建立完成家庭作业的前后一致的时间表，或帮他/她在每星期天晚上，创作一个时间

表，反映那个星期的活动。 

 鼓励、激发和鼓舞您的孩子独立完成作业。家庭作业的目的，是让孩子练习和运用他/她学习过

的。如果您的孩子一直不能自己做家庭作业，请联系老师。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练习一项技能，要他/她告诉您，哪些步骤对他/她而言是简单的，哪些是困难

的，他/她要如何改进。如果您的孩子在做一个研究项目，问问他用那些知识在项目里。如果您

的孩子一直不能告诉您，关于他/她所练习或使用的知识，请打电话给老师。  

 家庭作业是为了练习具体技能或观念而设计，应该检查是否正确(例如：加法事实： 6 + 5= 11; 2 

+ 4 = 6)。 不正确地练习一项技能，可能助长习惯性的错误或误解。 “练习不能达到完美，但能

持久。”  

 

最后，老师不应根据是否完全正确，来为家庭作业打分数。家庭作业和练习应用作教学工具，帮助培养和掌握概

要的技能和观念，并提供学生改善和扩大全学年所教授的内容知识。 

 

评估和报告系统 

亨利郡的目标，是务必使每一个孩子，对所有领域都能熟练掌握。在每一报告期间，学生有许多机会展现对标准

的掌握。 学生成就将根据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的精确程度、总结性评量，和特别研究项目来评估。学生熟练程度

的进展将受到监测。学生和家长将通过每一评分期间的成绩报告卡，收到回馈意见。进展报告每 41/2 周取得。具

体的成绩报告日期，可在亨利郡学校年度行事历找到。成绩报告卡格式按照年级而有所不同。我们强烈鼓励家长

进入家长入口网站以电子方式获知学生的进展情形。 

  

幼儿园 

通过使用乔治亚幼儿园发展技能清单(GKIDs) ，学生的进展将受到监测，以达到对州确认标准的掌握。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通过使用以标准为基础的成绩报告卡(SBRC)，学生的进展将受到监测，
以达到对标准的掌握。在学年过程，学生可能表现的进展等级定义如下：  

0 = 迫切需要改善；学生没有朝达到标准进展。 

1 = 浮现问题；学生需要额外支持和干预，以达到标准。 

2 = 进步中；学生朝标准进步，但尚未达到标准。 

3 = 达到标准；学生达到评分期间的预期目标。 

4 = 超越标准；关于标准，在该时间点，学生已超过预期水平。 

由于有些标准的性质，不可能达到超越。   

五年级：学生收到所有学科 (阅读、语文科、数学、科学/健康，和社会科)的数字成绩。这些班级上一年的课程，

在课程结束时会提供最后的数字成绩。美术、音乐和体育的成绩报告方式为：0 – 迫切需要改进，1. 浮现问题，2. 

进步， 3. 合格或 4. 优越。字母成绩和数字成绩定义如下： 

90–100 = A     80–89 = B    74–79 = C    70–73 = D    不满 70 = F 

如果学校作业是从正常课堂作业变更或修改，成绩旁会出现星号(*)。  

五年级的课程期间为一整年，特殊课程比如美术、音乐和体育的期间较短，但为期一整学年。一旦学生展现年级

标准的熟练程度，视为在学年结束时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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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考试 

标准化考试依法律规定提供给学生。3到5年级的学生在每学年春季，参加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提供幼儿园学生

的是GKID(乔治亚幼儿园发展技能清单)。每项考试结果用来确认学生的学业长处和弱点，并评估教育方案的效

益。考试成绩送回学校时，会通知家长。关于考试成绩的问题，应向校长询问。  

考试和评估行事历可在亨利郡学校网站查阅：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domain/47 

 

升级， 安置和留级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学生的安置或晋升至一个年级、班级或方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业成就评量，和学生在哪种

教育环境，最可能获得成功和更高学业成就所需的教学，和其他服务的认定。 

  

亨利郡学校使用"学生学业总结报告"(SASR)，决定幼儿园、一、二、三、四和五年级学生，在下一学年的年级安

排。每一评分指标大致说明学校用作升级、安置，和留级标准的具体数据点。关于学业表现的具体问题，应该向

您孩子学校的老师和/或行政单位提出。关于年级安排和留级决定，学校校长有最后的决定权。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会收到最后决定的通知。   

三年级学生的阅读，必须在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上，展现出”达到年级水平”的表现，才能被推荐晋升到下一年

级。五年级学生的阅读和数学，必须在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上，展现出"达到年级水平"的表现，才能被推荐晋升

到下一年级。 

 

如果学生在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未达到年级水平，将建议留级，并在学年期间，有机会接受学业欠佳部分所需

的额外协助。一旦学生接受适当协助，将以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或适合学生年级的替代评估工具，重新测试。

如果学生展现出年级水平以上表现，将晋升至下一年级，并获得提供支持学业继续成功的学业计划。如果学生不

能展现年级水平表现，下一学年将被留在同一年级，并获得提供为学业欠佳部分所设计的学业计划。  

 

如果学生家长/监护人对学生之留级决定提出上诉，校长将成立一个由校长(或校长指派人)、学生家长/监护人，和

学生表现未达年级水平的学科教师所组成的安置委员会。如果家长/监护人或老师决定对 3-5 年级的特殊教育学生

之留级决定提起上诉，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考虑该上诉。 

安置委员会将审查学生的整体学业成绩、学生在州批准的标准化评估的表现，和亨利郡教育董事会采纳的升级标

准。学生升级必须由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并必须确定如果学生升级并接受加速的、特殊化的，或额外的教学，学

生表现可能达到年级水平期望。 一旦安置委员会报告其决定，该决定将受到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确认。  

计划/方案和服务 

课后充实方案 

如果有足够登记参加人数，课后充实方案提供给幼儿园至5年级所有小学生。家长必须为参加此方案的孩子，支

付每周一次的费用。参加此方案的登记，是在课后充实方案时间，在学校完成。此方案在下课后立即开始，一直

到下午6:00 。该方案是为可以独立参加适合年龄活动的学生而设计，师生比在1:17以内。活动包括社交、身体和

智力活动，以及和其他孩子互动。 

 

发现孩子(Child Find) 

“发现孩子"的目的是确认、寻找和评估出生到 21 岁，疑似或患有残疾或发育迟缓的儿童或青少年，以提供免费和

适当的特殊教育服务。亨利郡学校服务 3 岁到 21 岁，确认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  

 

如果学生家长怀疑他们的孩子有残疾，应该联系他们的老师、校长或学校的学生支持小组的主席。 

早期干预计划 

早期干预计划提供服务给幼儿园至五(5)年级，阅读和/或数学表现不如年级水平的学生。此计划是为了帮助学生

在最短期间内获得达到年级水平期望的学业技能而设计。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校长或领导服务部门。  

资优教育计划 

资优教育计划，也就是"资赋优异"(TAG)项目，依照乔治亚州教育厅制定的规则，提供给所有学校有资格参加该计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domain/47


Elementary Student & Parent Handbook, 2016-2017 - Chinese 
 

[8] 
 

划的学生。学生可由老师、辅导员、行政主管、家长或学生自己，推荐参加资格考试。如需有关各校使用的具体

模式的进一步信息，家长应联系学校的 TAG 老师、校长，或教学服务部门。  

小学 

学校经学区批准可灵活实施已核准的模式。目前已有二项主要的服务模式：   

 资源 – 此模式每周一天，将学生从正常教学抽离，接受充实和研究活动。   

 TAG – TAG 代表资赋优异，是一种结合使用 ELA 和数学的加速内容、科学和社会科的群集(cluster)服务，以

及探索性项目的合作推入服务(Collaborative push in service for Exploratory) 的复合方式。 加速内容要求学

生接触并达到对学术课程 125%的掌握。群集服务要求经认证的资优课堂教师提供有文件证明的指定课程之

分化和充实。 探索课是为了让学生有机会从事精心安排的自选题目而设计。 

   

o 学生集合教室(Homerooms)应该由”擅长学习者评分指标”(Able Learner Rubric)利用个别学校的分界

分数(cut scores)所确定的资优和有能力的学习者组成。 

 

住院/居家服务 

当符合法律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乔治亚州规则 160-4-2.31(Ga. Rules and Regulations 160-4-2.31)，并获得教育

局长指定的学校主管人员批准时，亨利郡学校将为学生提供住院/居家服务。任何想要请求住院/居家服务的学生

或家长，应填妥亨利郡学区提供的所有转介表格，并提供亨利郡学区要求的医疗转介和公开记录。某些学生可能

不符合接受住院/居家服务的资格，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危及教师、或教师可能接触之其他学生的健康和安全的学

生， 滥用化学物质而不需住院的学生，和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资格标准的学生。   

一旦收到转介表格并经批准，得制作提供住院居家服务的教育服务计划(“ESP”)，服务将依 ESP 提供。在此项目

接受服务的学生视为出席，如同上学。希望孩子接受此项服务的家长，应在孩子的疾病诊断后，立即连系学校转

介。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校长、领导服务部门，或特殊学生教育部门(特殊教育学生)。  

在线学习选择 

在 2012 年 7 月, 乔治亚州国会议员通过参议院法案 289 号，并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新的法律确定学区如何提供

并通知学生和家长，有关在线学习选择的指导方针和期望。此法律不要求修习在线课程才能毕业，但如果您或您

的孩子选择，有在线学习可供选择。  

 

以下信息的提供，是为了帮助引导您，有关在线学习的教育决定： 

 即使当地学区提供课程，学生仍然能修习在线课程。 

 如果修习在线课程以替代任何正常上课日，不对学生或家长收费。如果在学校日以外选择在线课程，学

生应支付课程费用。是否在上课日提供在线课程，视是否有人员监督上网学生，和学校配合在线学习者

的电脑容量而定。请向您的学校辅导员查问是否提供的详细情形。 

 3-5 年级选择在线课程的学生，必须是全日制(full-time)的登记者。我们不提供课程给部分时间制(part-

time)的登记者。 

 

所有部份时间制(少于全部时间)登记的第一个步骤，是联系学校辅导员。法律规定学区应告知家长和学生，有关

在线学习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的选择。亨利郡学校目前提供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的学习选择，给 6-12 年级的学

生。Impact 学院是亨利郡学校的一个方案，让学生通过在线管理系统在家工作，并确保混合学习机会，具有高度

合格和效率的老师。 以下为全日制和部分时间制在线学习选择项目：   

 
 

  3-5 年级 6-8 年级 9-12 年级 

全日制-选择 1 乔治亚网络学院 – 外部

提供者   

Impact 学院-HCS Impact 学院- HCS 

全日制-选择 2 Connections 学院 – 外

部提供者 

乔治亚网络学院 – 外部

提供者 

乔治亚网络学院 – 外部提供者 

部份时间制-选择 1 无 Impact 学院 Impact 学院 

部份时间制-选择 2 无 乔治亚虚拟学校- 外部

提供者 

乔治亚虚拟学校- 外部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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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乔治亚网络学院和 Connections 学院不隶属亨利郡学校。这两家在线课程提供者是州的虚拟特许学校‧如

果家长选择全日制登记在乔治亚网络学院或 Connections 学院，该学生不再是亨利郡学校的学生，而是虚拟特许

学校的学生。  

 

Impact 学院是独特的方案，允许 6-12 年级的全日制在线学生保留学校注册，并参加课外和联课活动，而在网上

接受教育。 

 

计划/方案联系信息 

Impact 学院 

www.henry.k12.ga.us/ia 
 

乔治亚网络学院 

http://www.k12.com/gca 

Connections 学院
http://www.connectionsacade

my.com/georgia-school 

乔治亚虚拟学校 

http://www.gavirtualschool.org 

 

学校辅导员 

学校辅导员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供给学生成为有效率的学习者，和达到学业、职业，和个人目标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学校辅导员和整个学校团体合作，致力于所有学生的教育和情感发展。辅导员提供的服务处理学业、社会/情

感, 和职业及中学后发展。  

学生会见辅导员或参加课堂辅导活动，不需家长允许。通常辅导活动重点为解决问题、作决定，和制订目标。学

生和辅导员合作，准备好上大学和就业。  

学校辅导员并不取代私人治疗师，而且不能为学生提供长期治疗。转介至学校辅导员可由家长、老师和学生提

出。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学生服务部门。   

 

学校护士和保健室助理 

学校护士和保健室助理担任护理提供人，并提倡促进和保护学生的健康状况。学校护士和保健室助理和家长、老

师，和小区健康资源合作，以提供适当的信息和/或服务，因应学生的需要。。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校长或学

生服务部门。 

 

学校营养方案 

热食每天提供，所有膳食都营养均衡。免/减费餐食方案的申请书在每学年开始时送回家，并随时可从学校办公室

取得。小学的餐费如下： 

  

早餐:              $1.15                                                额外牛奶:       $ 0.30  

午餐: K-5       $2.30                                                   成人访客:       $1.75 (早餐) / $3.25 (午餐) 

   

小学赊欠餐费余额不可超过$17.25。在达到此限额后，学生不得再赊欠。如果学生没钱买正常餐食，会提供学生

由一份三明治和饮料组成的替代餐食。  

学校心理学家 

学校心理学家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在学业、社交、行为和情感上获得成功。他们和老师、家长和学生支持小组(SST)

商讨学业和行为干预。他们在干预反应(RTI) (现在称为多层次支持系统)的每一层级提供建议，从最基本的方法到

高度专业的项目干预。 

学校心理学家可藉提供咨询和学生合作。他们通过加强交流和社交技巧，和提高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了解和接纳，

促进健康和适应力。学校心理学家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受过高度训练。他们将这些技能用在以数据为基础的决

策，以及对学生和方案的评估。  

学校心理学家越来越多被用来防止问题，而不是等到发生学业失败，或严重的适应不良行为。 

学校社工人员服务  

学校社工人员在学生、家长、学校人员和小区机构之间建立有效的关系。当长期问题，诸如过度缺席或个人和行

为问题，干扰学生的教育时，社工人员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建立交流。问题不能在校内解决时，会转介到社工人

员。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学生服务部门。 

 

http://www.henry.k12.ga.us/ia
http://www.k12.com/gca
http://www.connectionsacademy.com/georgia-school
http://www.connectionsacademy.com/georgia-school
http://www.gavirtual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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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生教育 

特殊教育服务提供给残障学生，以满足其需要。方案提供给乔治亚州认可的各方面的残障的学生。方案根据每一

学生经确认的需求而提供。如果您的孩子有学习或行为问题，或您怀疑您的孩子有残疾，您应该联系您孩子学校

的校长，或学生支持小组(SST)的主席，或连系特殊学生教育部门。 

 

依”乔治亚州特殊需求奖学金”(Georgia Special Needs Scholarship)规定，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家长，可选择

将他们的孩子转到乔治亚州其他公立或私立学校。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访乔治亚州教育厅网站

http://public.doe.k12.ga.us，或连系亨利郡学校特殊学生教育部门，电话是770-957-8086. 

 

多层级服务系统 (MTSS) 

MTSS是以证据为基础、全系统的学业和行为练习的连续体，支持对学业和行为需求的快速反应，经常以数据为

基础，为教学决策实施监测，使每一学生能够达到高标准。通过多层级干预系统提供的支持，包括以下成分： 

 

层级 1: 以标准为基础的课堂学习  

通过经过研究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练习，实施”共同核心乔治亚表现标准” (CCGPS)。 

利用灵活的团体作教学分化。  

           通过形成性评估和学生作业分析，监测学习进展。 

 

层级 2: 以需要为基础的学习  

层级 1，加上 

为锁定为目标的学生进行干预。 

提供以需要为基础的教学机会。 

通过形成性评估和学生作业分析，更频繁地监测进展。 

 

层级 3: 学生支持小组 (SST) 推动的学习 

层级 1, 加上 

提供个人化评估。 

实施正式的进展监测和文件处理。 

提供专为个人需要制定的干预。 

如有需要，转介作进一步评估。  

邀请家长或监护人参加孩子的SST会议，并鼓励参加对孩子干预的进展。 

 

层级 4: 特别设计的学习  

以专业化教学实施CCGPS。 

提供改编的内容、方法或教学提供。 

 

隔离和约束(Seclusion and Restraint) 

亨利郡学校和乔治亚州教育厅支持用积极方法处理行为，用主动的策略创造安全的学校气氛，提升尊严，创造真

正的学生参与，增加教学时间和改进学生成就。  

 

有时候，学生的行为对自己和其他人有立即危险。为了保护学生和职员的安全，乔治亚州教育董事会采取Rule 

160-5-1-.35: “对所有学生的隔离和约束”，规定在学生对自己和其他人有立即危险，并且对较不强烈的干预(包括

口头指示或其他缓和的措施)没有反应时，禁止使用隔离(定义如该条文所示)，并限制使用约束。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也采用亨利郡学校-董事会政策JGF(2)：”学生的隔离和约束”，以确保亨利郡学校学生的安全。 

 

亨利郡董事会政策，JGF(2)：”学生的隔离和约束”包括以下要求等： 

 

 对相关雇员和教师提供使用约束的训练。 

 书面通知家长曾对他们的孩子使用约束，此通知应该在使用约束后，不超过一(1)个上课日的合理

时间内提出。 

 对每一学生使用约束的每个情况，记录参与和监督约束的雇员或教师对身体约束的使用。 

 定期审查约束的使用。 

 

http://public.doe.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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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获得关于对学生使用约束的规则，可在www.henry.k12.ga.us浏览有关隔离和约束的亨利郡董事会政

策。 

 

1973年康复法案第504节  

第504节是联邦法，是设计来保护参加联邦补助项目及活动的残疾人士的权利。第504节要求学区提供”免费适当 

的公立教育” (FAPE)给学区内毎个符合资格的残疾学生，不论残疾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何。  

 

亨利郡学校遵守1973年康复法案第504节、1990年有残疾的美国人法案，和2009年1月1日生效的1990年有残疾

的美国人法案2008年修正案(修正法案)的规定。怀疑孩子有适用第504节的残疾的家长，应该联系校长和学校层

级的第504节联络人。如需有关第504节的进一步信息，请参访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Page/259  或

连系学区的第504节协调人，电话是 (770) 957-8086。 

 

第504节程序保护 

1. 概要: 任何学生或家长或监护人("申诉人")，得因为学校系统对您孩子根据第504节的确认、评估和教育安

置采取或不采取行动，要求公正听证会。要求公正听证会必须是书面的，并向学校系统的第504节协调人

提出；不过，如果申诉人不以书面提出请求，而是通过学校系统的第504节协调人，以口头方式请求公正

听证会，并不减轻学校系统提供公正听证会的责任。学校系统的第504节协调人将帮助申诉人完成听证会

的书面请求。 

 

2. 听证会请求: 听证会请求必须包括以下事项： 

a. 学生姓名。 

b. 学生住址。 

c. 学生就读的学校名称。 

d. 听证会针对的决定。 

e. 请求审查的理由。 

f.  申诉人提议的补救。 

g. 申诉人的姓名和联系信息。 

 

在收到申诉人的听证会请求后的十(10)个营业日内，第504节协调人将以书面确认收到听证会请求，并安排听证会

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听证会请求没有提供以上所列信息，第504节协调人将通知申诉人所需的具体信息，以完成

请求。所有时间安排和程序将暂时停止，到听证会请求提供以上所列的必要信息为止。 

 

3. 调解: 学校系统可能提供调解，以解决申诉人在其听证会请求说明的问题。调解是自愿的，申诉人和学校

系统双方都必须同意参加。申诉人得随时终止调解。如果终止调解而未达成任何协议，学校将遵照办理

公正听证会的程序，不需再提出额外的听证会请求。 

 

4. 听证会程序: 

a. 第504节协调人将获得一位公正审查官，在收到申诉人的听证会请求后四十五(45)个历日内，举行听证

会，除非申诉人同意其他安排，或公正审查官允许延期审理。 

 

b. 在申诉人或学校系统表明正当理由后，公正审查官得自行决定准许延期审理，并另订听证日期。延期

审理的请求必须是书面的，并提供副本给对方。 

 

c. 在听证会之前，申诉人有机会检查孩子的教育记录。 

 

d.  申诉人有机会自行付费聘任法律顾问在听证会代表申诉人，并参加听证会、在听证会发言、询问证

人，和提出信息。 

 

e.  如果申诉人在听证会由法律顾问代表，必须在听证会至少10个历日前，以书面将该事实通知第504节

协调人，未以书面将法律顾问之代表通知第504节协调人构成延期审理的正当理由。 

 

f.  申诉人对其主张的诉求，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依情势或法律，认为有正当理由，公正听证官得要求接

受者就申诉人的诉求，为其立场/决定辩护(即接受者应将残疾学生安置在接受者营运的正常教育环

境，除非接受者证明该学生在正常环境并利用补充支持及服务，不能顺利完成教育。34 C.F.R. 

http://www.henry.k12.ga.us/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Page/259%20%20或连系学区的第504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Page/259%20%20或连系学区的第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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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4)。学校系统的一位或数位代表，可能是律师，将出席听证会并提出证据和证人，回答申诉人

的证词，并答复审查官的问题。 

 

g.   公正审查官无权传唤证人，且严格的证据规则不适用于听证会。公正审查官有权发出听证前指示， 

包括要求当事人交换文件和出席的证人姓名。 

 

h.  公正审查官将依证据的可信度和证据价值，决定证据的份量。 

 

i.  听证会不对公众开放。 

 

j.  听证会的争议限于听证会的书面或口头请求所提出的。 

 

k.  证人由召唤他的当事人直接询问。诘问证人是被允许的。公正审查官得自行决定，允许进一步询问证

人，或问证人问题。 

 

l. 证词应由法院书记官记录或录音，由学校系统负担费用。 
 

m. 所有与听证会有关的文件，由学校系统保留。 

 

      5.     裁决: 公正审查官应在听证会结束之日期起的20个历日内，发出书面决定。公正审查官的决定，不包 括

任何金钱损害赔偿或律师费之判定。 

 

           6 .   复审: 如果不服公正审查官的裁决，任一当事人得根据法律或现有州或联邦规则，寻求其可获得的复审、

上诉、诉 讼事由或请求的权利。  

 

州政府补助之教学延长方案  

州政府补助之教学延长方案(SIEP) ，在正常上课日之外，提供额外学业辅机会给表现欠佳的学生。SIEP通过各

种模式，提供额外教学给符合资格的学生。在小学，SIEP教学可在课前、课后，或周六提供。如需进一步信息，

请联系校长或领导服务部门。  

 

学生支持小组 

学生支持小组 (SST)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师、辅导员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提供建议供老师和学业和/或行为有

问题的学生共同实施。学校人员和家长均可转介学生到SST。 

 

Title I 方案 

由联邦补助的 Title I 方案，提供阅读和数学的教学辅导，以补充学生正常课堂的教学。此方案的目的，是对不能

达到年级或年龄预期成就水平的学生，加速他们的学习。接受Title I服务的资格，根据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定。不是

所有学校都能获得Title I 的补助。如需进一步信息, 请联系校长或领导部门。“专业发展活动必须由长期策略引

导，以提供和内容标准紧密相关，并为教导和学习所需的持续的、高质量的专业发展。”  
 

 

行为准则 
 

行为准则的目的，是提供学生积极、有效而安全的学习环境。本节包含禁止的行为，和这些行为的后果。亨利郡

教育董事会的行为准则是为了遵守 O.C.G.A §20-2-735 规定之累进式纪律程序而设计和制定。 

期望 

我们期望每个学生： 

1. 在学校、校车上、校车站，和所有校内校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举止行为要负责。  

2. 对别人表现礼貌和尊敬。  

3. 正常、准时出席所有课程。  

4. 为每堂课准备，携带适当用具上课和完成作业。  

5. 遵守所有学区规则，与学校职员合作，并自愿维持安全、秩序和纪律。 

6. 和您的家长/监护人交流关于学校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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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ADOE 纪律差异规定” (GADOE Discipline Discrepancy Requirement) - 除非"行为干预计划" (BIP)另有规

定，或发现纪律处分显示孩子的残疾，有残疾和没有残疾的孩子，适用相同方式和期间的纪律程序。 

 

额外行为要求 

除了学生手册所载外，学区可能实施校园、教室或社团／组织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列在学生和校园手册，在教室

张贴或分发，或公布在课外活动手册、州或全国组织规章，和／或章程。课外活动主办人和教练，可能对学生参

加课外活动规定或实施额外的行为标准。  

课外活动的组织标准和学生行为准则，是各自独立的规则。如果对这些行为标准的违反，也构成对学生行为准则

的违反，可能导致对学生采取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禁止学生参加课外活动、从学校荣誉榜除名、因为违反学

生行为准则而被停学或开除。  

行为准则管理学生在以下场合的行为：在学校场地；在学校场地之外的学校活动；在学校场地之外非学校活动，

但不良行为造成扰乱学校或违反其他学生行为准则；和在往返学校或任何学校主办的活动途中的校车上，和校车

站。 

行为准则组成五(5) 类禁止行为：第 1 节违规，第 2 节违规，第 3 节违规，第 4 节违规和第 5 节违规。接着是关

于禁止行为，和纪律处分的更多信息。  

家长和学生应该仔细审阅包含在行为准则的所有信息。学生从事或试图做出行为准则所列禁止行为，将受到纪律

处分。  

恃强凌弱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认为，所有学生在安全的学校环境，会学习得更好。侵害学生、雇员或志愿者的安全的行为，

是不能容忍的。乔治亚州法律(O.C.G.A §20-2-751.4)所定义的恃强凌弱，是严格禁止的。在学校系统内所有学校

的学生行为准则明确禁止恃强凌弱。如果您或您的孩子认为有学生被欺凌，请立即向学校雇员或行政主管报告。  

恃强凌弱定义为有以下情形的行为：  

 

(1) 任何故意尝试或威胁伤害另一人，并显然有能力如此做；  

 

(2) 故意展示武力，使受害者害怕或预期立即的身体伤害；  

 

(3) 任何故意的书面、口头或身体行为，任何有理性的人会认为是故意威胁、骚扰或恐吓，并且： 
 

(a)  造成另一人重大身体伤害或明显的身体伤害;  

(b)  严重干扰学生的教育； 

 

 (c)  伤害严重、持久或普遍，造成恐吓或威胁的教育环境；或 

 

(d)  严重干扰学校有秩序的运转。  

“恃强凌弱”一词适用于以下行为：发生在学校产业、学校车辆、指定校车站，或与学校有关的集会或活动的行

为，或利用通过电脑、电脑系统、电脑网络，或当地学校系统的电子科技存取的数据或软件所从事的行为。“恃

强凌弱”一词也 适用于通过使用电子通讯所发生的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行为，不论此电子行为是否起源于学

校产业或利用学校器材，如果该电子通讯有以下情形，： 

(1) 专门针对学生或学校人员； 

(2) 目的为恶意威胁具体指定之人的安全，或严重扰乱学校有秩序的运转； 

(3) 制造对学生或学校人员的人身或财产伤害的合理恐惧，或有达成此目的之高度可能性。 

电子通讯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或部分以电线、无线电、电磁、光电子或光学系统传输的任何性质的记号、信号、文

字、影像、声音、数据或情报之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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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适当地回应恃强凌弱行为、恃强凌弱的受害人，和报告恃强凌弱行为的旁观者，学校雇员应获得提供专

业发展和训练机会。各校可制定程序鼓励老师或其他学校雇员、学生、家长、监护人，或其他控制或照管学生的

人，以具名或不具名方式，报告或提供恃强凌弱行为的信息。任何老师或学校雇员，依自己的判断认为有可靠信

息，足以让有理性的人怀疑有人是欺凌的目标时，应立即向校长报告。行政单位将及时依申诉的性质，妥当调查

所有报告，以确定是否发生恃强凌弱，是否需要实施有关非法骚扰或歧视的程序，或需要实行那些其他步骤。根

据本政策和学校程序，任何关于通报恃强凌弱而遭受报复的报告，也要调查和处理。 

恃强凌弱行为依行为准则规定，应通过渐进式的纪律程序，受到各种后果的处罚。这些后果至少包括但不限于适

合情况的纪律处分或咨询。不过，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 6-12 年级学生，在一学年内犯第三(3)次恃强凌弱，该学

生应分配至另类学校 (卓越学院)。视恃强凌弱指控的严重性而定，学校行政主管有权决定，在学生第一(1)次或第

二(2)次犯恃强凌弱行为时，移送学生到纪律听证会，如果被认定有罪，将依学生和家长手册，受到纪律处分，包

括但不限于停学或开除。  

学校主管人员认定学生犯恃强凌弱行为，或者是恃强凌弱的受害人时，该主管人员或其指派人，应以电话或书面

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监管或照管该学生的其他人，也可以用电子方式通知。 

学生和家长将收到禁止恃强凌弱和违反禁止应受处罚的通知。该信息将张贴在每所学校，或包含在学生/家长手

册。如需进一步信息，请查看当地董事会政策 JCDAG。  

纪律定义 

适用于学生违反行为准则的某些纪律处分，包括以下各项： 

警告/斥责： 学生将被警告如果继续发生不端行为将受到处罚。 

留堂:  留堂可用来处理迟到、有害学习的行为，和被认为不恰当的学生之间的身体接触。在指定留堂的每一天，

学生将必须花一段时间完成指定课堂作业，但不超过有人监督的一小时。 在留堂期间不能参加其他活动。     

校内停学：此项目将触犯某些校规的学生，从正常指定课堂和学校活动隔离，但给学生机会跟上课堂作业进度。

校内停学时，学生不能参加或出席任何课外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其他学校活动。如果学生触犯校内停学项目的

规定，在学生被指定校内停学的剩余天数里，将停止此项目和停止上学。被指定校内停学(ISS)的学生如果选择在

家停学，或因任何违反行为准则的行为而被解除校内停学，不得补作错过的学校作业。 

停学或开除有具体期限，并包括停止或排除所有正常学校活动、课外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其他学校活动。 

短期停学：被短期停学的学生停止上学最多连续五(5)天。 

长期停学：被长期停学的学生停止上学超过连续(5)天，但不超过本学期结束时。 

开除：  被开除的学生将停止上学到本学期结束之后。 

永久开除：被永久开除的学生，从永久开除生效日起，永远停学到本学期之后，且不得就读任何亨利郡学校。 

停学或从学校开除 

校内停学、校外停学或开除均包括停止所有正常学校活动、课外活动、参加体育运动，和其他学校活动。 

 

第1节违规 

1.  有害学习的行为: 此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上学或上课无故迟到，和干扰学习环境的行为。 

2.  恃强凌弱：参加符合O.C.G.A.§ 20-2-751.4所规定的恃强凌弱定义的口头、书面或身体行为 (第1次违

规)。 

3.  校车行为：违反校车行为政策(参阅第20页，校车行为政策)。 

4.  无礼的行为：对学生、学校人员或其他人无礼。 

5.  服装规范：违反服装规范政策(参阅第21页，服装规范政策)。 

6.  电子资源：违反使用电子资源的政策(参阅第22页，电子资源 – 可容许的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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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鼓励禁止行为：煽动、鼓励、劝告或建议别人从事违反”中学学生和家长手册”的禁止行为。学生以口头

或身体动作鼓励其他人从事禁止行为者，构成违反本规则，包括口头指示或以身体动作显示如何进行禁

止行为。 

8.  不实信息：故意提供不实或误导之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伪造和变更纪录。 

9.  赌博：包括但不限于以金钱或其他物品下赌注于纸牌游戏、掷骰游戏，或运动竞赛或其他活动结果，和/

或持有赌博用具或配件。 

10. 危险物品：在学校场地、校车、校车站或学校活动持有危险物品但无使用意图(参阅第25页，危险物品

政策)。如果学生展示、使用或以非危险之其他方式表现使用该物品之意图，请参阅第2节规则11。 

11. 不当物品和活动：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或交换对学校不恰当的材料、物质、食品或

个人财物。 

12. 学生之间不恰当的身体接触：此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不当展示关爱，不等同于性骚扰之不当触摸、推

挤、推撞或未造成明显身体伤害之斗殴。 

13. 不服从：不服从学校人员或学校志愿工作者。 

14. 杂项违规：违反任何其他教育董事会或学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未对留堂处罚报到，和/或违反校内停

学项目的规则。 

15. 滥用电子通讯装置：未经校长或其指派人同意，在上课日展示或使用手机、传呼机，或其他电子通讯

装置。 

16. 非处方药物：未经校长或其指派人书面同意，在学校使用或持有非处方药物(参阅第29页药物政策)。 

17. 亵渎：使用亵渎、粗俗、淫秽、侮辱或威胁语言、手势、图像或材料，不论是亲自或通过电子装置

说、写、打手势或交流。 

18. 不上学：未经许可离校、不上学或不上课。 

19. 烟草产品和用具：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或交换烟草产品或吸烟用具，包括电子香烟

和吸烟装置(参阅第25页，烟草政策)。 

20. 未经许可之区域：未经许可进入不得进入之区域 

 

在一个学年期间从事或试图触犯第1节违规可能导致纪律处分。校长有权决定学生因任何第1节违规得受到最多五

(5)天的校外停学处分。 

 

第2节违规 

1. 恃强凌弱：参加符合O.C.G.A.§ 20-2-751.4所规定的恃强凌弱定义的口头、书面或身体行为(第2次违

规)。 

2. 干扰学校：造成或促成学校运转的干扰和妨碍。禁止行为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造成、参加或鼓励打架

(参阅第21页，扰乱公立学校政策)。 

3. 进入指定给异性的地区：进入，指示或引诱别的学生进入只指定给异性的地区。 

4. 不通报：知道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的事件、装置、物品或物质，但不向老师或行政主管通报。 

5. 对物质的不实陈述:  伪称某物质为学生未持有有效处方的药物，或伪称该物质为乔治亚州法律所定义的非

法毒品。 

6. 斗殴：对本项违规而言，斗殴包括但不限于打、踢、拧、掴，或其他造成受害人明显身体伤害的身体接

触。 

7. 帮派关系：显示帮派关系，有共同的辨识记号、符号、刺青、图画文字、服装，或其他可区别的特征为

证(参阅第23页，帮派相关活动政策)。 

8. 提供不实信息：关于指称老师、行政人员或其他学校雇员对学生的不恰当行为的案例中，伪造、虚伪陈

述、遗漏或误报信息。 

9. 含有酒精的医疗物质：持有任何通常供医疗使用但尚未依药物政策(第29页)向有关学校职员通报的含酒精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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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轻罪行为：任何发生在行为准则管辖范围内的不端行为，虽然没有在行为准则具体详细规定，但符合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的轻罪条件。(参阅第21页，刑事犯罪政策)。 

11. 危险物品的非危险性使用: 展示、使用，或显示使用危险物品的意图，但其方式对该学生、其他学

生、人员或任何其他人不构成危险或威胁。如危险物品之展示或使用，或该学生显示使用该物品之意图

的方式令人认为该物品是危险武器，请参阅第5节规则1。 

12. 持有猥亵物品：持有猥亵或粗俗物品，但该行为未牵涉别的学生。 

13. 持有处方药物：持有医生开给自己的处方药物，但尚未依医疗政策向有关学校职员通报(参阅第29

页)。 

14. 恐怖威胁：恐怖威胁指一个人口头、书面、或以电子传输方式，威胁对任何人实施暴力行为，而该人

有理由相信可能会遭受立即伤害。 

15. 偷窃：偷窃包括但不限于意图偷窃、敲诈、贿赂、骗取，和/或持有偷窃之财物。 

16. 非故意的与学校人员身体接触：非故意但不恰当的和学校人员的身体接触或行为。 

17. 破坏行为：损毁或蓄意破坏学校或个人财产，不论是否有金钱损失。 

18. 言语虐待：对他人实施言语虐待，包括但不限于威胁或恐吓，包括但不限于亲自、在网络上，或以其

他电子通讯方式骚扰或嘲笑。 

19. 观看猥亵材料：使用或观看猥亵或粗俗材料，但该行为未牵涉他人。 

20. 违反电子和科技政策：滥用电子或科技资源或装置，包括但不限于未经许可进入系统网络，设立或使

用虚假用户姓名、密码、或代理(proxies)，传送未经许可或恶意的程序或病毒。 

 

在一个学年期间从事或试图触犯第2节违规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校长有权决定学生因任何第2节违规得受到最多连续五(5)天的校外停学处分。 
 

如果学生在同一学年第二次或之后再从事或试图触犯第2节违规，将导致该学生受到校外停学处分，该情节并将

提送至纪律听证官。 
 

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学生在一个学年期间第二次或之后再从事或试图触犯第 2 节违规，听证官有权决定宣布适当

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长期停学或从学校开除。 

第3节违规 

1. 酒精饮料：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交换、接受酒精饮料或在酒精饮料的影响之下，不

论是在学校或上学前与学校有关的活动，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参阅 第20页，酒精和毒品政策”)。 

2. 假钞：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接受或交换假钞。 

3. 恃强凌弱，第三次违规：第三次违规参加符合O.C.G.A.§ 20-2-751.4所规定的恃强凌弱定义的口头、书面

或身体行为。 

4. 损坏或触发火警警报器：故意损坏或毁损火警警报器以致危害人命，或拉响学校火警警报器，但并没有

学校场地发生火警的合理信念。 

5. 毒品：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交换、接受以下毒品/物质/化学物，或在其影响之下：乔

治亚州官方法典(Official Code of the State of Georgia)所定义的表格I, II, III或IV(Schedule I, II, III or IV)毒

品，或服用后会改变情绪之物质或化学物，但该等物质或化学物的处方并非开给服用之学生。 

6. 属重罪之不端行为：任何发生在行为准则管辖范围内的不端行为，虽然没有在行为准则具体详细规定，

但符合乔治亚州法律规定的重罪条件。 

7. 帮派相关活动：参与鼓励、诱惑、促进、纵容、引起、帮助或教唆任何非法或扰乱行为的帮派相关活动

(参阅第23页，帮派相关活动)。 

8. 身体虐待：故意和学生或本件第4节所指的学校人员以外之人过度身体接触，导致学生或接触之人产生记

号、抓痕、肿胀、瘀青、割伤或其他明显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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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处方药物：持有、销售、购买、赠送、换取、交换、分发，或接受处方药，但处方不是开给该持有药物

之学生，或不正当地持有、销售、购买、赠送、换取、交换、分发，或接受开给该学生的处方药，或在

上学前后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使用声称是处方药但不是开给该学生的任何物质(参阅第29页，药物政策)。 

10. 触犯第1节违规七次或更多次：被指控第七(7)次以上触犯第1节违规。 

11. 性方面的不端行为：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性骚扰、猥亵露体、展示或散播猥亵或下流之图像

或录像带、使用电子或其他装置拍摄或传送学生、未成年人或学校雇员的不适当、下流、粗俗、性欲或

淫秽照片；触摸女性的乳房、臀部、生殖器或生殖区，或触摸男性的臀部、生殖器或生殖区。 

12. 偷窃，超过$500：偷窃包括但不限于意图偷窃、敲诈、贿赂、骗取，和/或持有偷窃之财物，而据学校职

员估计，财物价值超过$500.00。 

13. 破坏行为，损失超过$500：损毁或蓄意破坏学校或个人财产，而据学校职员估计，损失费用超过

$500.00。 

如果学生在一个学年期间从事或试图触犯第 3 节违规，可能受到校外停学处分，并提送该情节至纪律听证官。 

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学生在一个学年期间曾从事或试图触犯第 3 节违规，纪律听证官有权宣布适当的处罚，包括

但不限于长期停学或从学校开除。 

第4节违规 

 

1. 意图和学校人员发生不适当的身体接触或行为。 

2.   故意和学校人员发生侮辱或挑衅性质的身体接触或行为。 

  

第4节违规之处分 

在一个学年期间如果学生从事或试图触犯第4节违规，将受到校外停学处分，该情节并可能提送纪律听证官。如

果召开纪律听证会，且纪律听证官认定学生在一个学年期间曾从事或试图触犯第4节违规，听证官有权决定宣布

适当的处罚，包括但不限于长期停学或从学校开除。  

 

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学生在一个学年期间第2次触犯第4节违规，纪律听证官有权决定宣布适当的处罚，包括但不

限于从学区所有学校永久开除。 
 

受到长期停学、开除或永久开除的学生，得向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提出上诉，教育董事会得向学生提供就读卓越学

院的机会。 

 

第5节违规 

 

1. 持有枪枝、危险武器或爆炸性化合物：持有、使用、销售、购买、赠送、换取、或交换枪枝、危险武

器、爆炸性化合物，或可合理认为是武器和/或用作武器的物品(参阅第25页，持有枪枝、危险武器或爆
炸性化合物政策)。 

2. 造成学校雇员身体伤害的故意身体接触或行为：任何造成学校雇员身体伤害的故意行为。 

 

3. 重罪(“七大罪(Seven Deadly)”)之判决或定罪：已注册入学或寻求注册入学的学生，被宣判犯了以

下一项或多项暴力犯罪： 

a. 谋杀罪(O.C.G.A. § 16-5-1); 

b. 故意杀人罪 (O.C.G.A. § 16-5-2); 

c. 强奸罪 (O.C.G.A. § 16-6-1); 

d. 加重鸡奸罪 (O.C.G.A. § 16-6-2); 

e. 加重猥亵儿童罪 (O.C.G.A. § 16-6-4); 

f. 加重殴打罪 (O.C.G.A. § 16-5-24); 和 

g. 加重武装抢劫罪(O.C.G.A. § 16-8-41) (参阅第18页， 重罪指控或触犯重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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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罪(所有其他)之判决或定罪：已注册入学或寻求注册入学的学生，被宣判触犯乔治亚州法律或美国

法律规定的重罪。 

 

第5节违规之纪律处分 

因第5节违规和额外违规之已注册入学学生纪律听证会 

如果学生从事或试图触犯第5节违规，将受到校外停学处分，该情节并提送至纪律听证官。被指控触犯第5节违规

的已注册入学学生不得签署纪律听证会弃权书。 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因其他违规指控而提送纪律听证会的已注册

入学学生触犯了任何第5节违规，该学生将受到永久开除之处罚。 
 

如果纪律听证官认定因其他违规指控而提送纪律听证会的已注册入学学生已被宣判触犯指定的重罪(七大罪)，或

乔治亚州或美国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重罪，该学生将受到从学区所有学校永久开除之处罚。 

 

仅因第5节违规之已注册入学学生纪律听证会 

如果教育局长认定已注册入学学生从事或试图触犯任何第5节违规，该学生将受到校外停学之处分。从事或试图

触犯第5节违规的学生不得签署听证会弃权书。关于被指控触犯第5节违规，将召开纪律听证会。如果听证官认定

已注册入学学生触犯了任何第5节违规，该学生将受到永久开除之处分。 

 

寻求注册入学之学生 

如果教育局长认定寻求在亨利郡学区注册入学的学生触犯第5节违规，教育局长不得允许该学生在学校系统注册

学。 

 

教育局长在注册入学程序期间、或纪律听证官在纪律听证会期间认定已违反第5节违规的学生，只有亨利郡教育

董事会有权允许其注册入学。 

 

在一个学年期间因触犯第 5 节违规事项而被纪律听证官裁决永久开除的已注册入学学生，不得在卓越学院登记注

册，除非依照向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提出的上诉，该学生获得教育董事会准许在亨利郡学区重新注册入学。教育董

事会得给予重新注册入学学生在卓越学院登记注册的机会。 

采取纪律处分的管辖权 

授权学校行政主管，对发生在以下处所的不端行为，采取纪律处分：  

1.  在学校场地；  

2.  在学校场地外的学校活动、集会或重要场合；  

3.  在学校场地外的非学校活动、集会或重要场合，但是在这些地方的不端行为，造成对学校的干扰，或违反任何

其他学生行为准则；和 

4.  往返学校或与学校有关的活动途中、在校车上，或在校车站。 

 

行政主管采取纪律处分的权限，也延伸至学生在学年中的任何时候在校外的非学校相关的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直

接或立即影响学校纪律、学校的教育运转或功能，或学生或雇员的福祉。此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重罪、如果成人触

犯即被视为重罪的犯罪行为、攻击其他学生、违反禁止管制物质的法律，或和性有关的不端行为。如果学生出现

在学校场所，可能危害其他学生或雇员的福祉，或可能导致学校重大干扰，也须受到纪律处分。 

重罪指控或触犯重罪通知 

如果学生被指控犯重罪，或依法构成重罪的行为，学生和学生家长应立即向学生的校长和教育局长，提出有关该

指控的通知，并提供校长和教育局长，学生收到有关该指控的所有文件副本。 

 

a. 如果学生被判决犯重罪，学生和学生家长应立即将判决通知学生的校长和教育局长。 

b. 如果学生经少年法庭宣判触犯依法构成重罪的行为，学生和学生家长应立即将该判决通知学生的校长和

教育局长。 

c. 如果学生经少年法庭宣判犯罪，并被监禁在少年审判机构任何一段期间，学生和学生家长应立即通知学

生的校长和教育局长，并提供所有相关文件的副本。 

d. 如果学生在当地政府维持之刑事拘留场所，或任何州的矫正部门被监禁任何期间，该学生和其家长应通

知学生的校长和教育局，并向其提供所有相关文件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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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于以上规定标准范围内的学生被允许重新进入亨利郡学区前，教育局长应作出适当安置学生的决定；如果学

生或学生家长不满意教育局长的安置决定，有权在五(5)天内向教育局长提出书面通知对该决定上诉，此时教育董

事会将尽早做出对学生适当安置的裁决。如果学生被认定犯谋杀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加重鸡奸罪、加重儿

童猥亵罪、加重殴打罪或加重武装抢劫罪，该学生未经教育董事会批准和安置，不得被重新许可进入学校系统。  

 老师和行政主管的纪律处分权 

1. 老师 

       老师维持课堂纪律和秩序，并经授权提出口头警告、书面谴责、指定学生留堂、移送学生至办公室，和运用

其他纪律和行为管理方法，除了短期停学或长期停学或开除学生、或法律禁止的纪律处分，或学生手册或亨

利郡政策规定只由行政主管、或学生纪律听证官执行的纪律处分外。 

  

在指定留堂的任何一天，学生必须花费一段时间完成指定的学校作业，但不超过有人监督的一(1)小时。留堂

期间不允许从事其他活动。指定留堂学生的交通由学生或其家长负责。在指定留堂前一(1)天会提出通知，让

学生能安排替代交通。  

2. 学校行政主管 

不论本手册有任何相反规定，学校行政主管(校长和副校长)有权行使允许老师使用的任何纪律或行为管理方

法，得指定学生受校内停学处分、短期停学处分，和校外停学处分至纪律听证会时为止(即使比短期停学期间

还长)，并将任何纪律事件移送纪律听证官以举行纪律听证会。任何被停学等候纪律听证会的学生，可准许补

齐因为停学等候纪律听证会而错过的学校作业，并允许到学校办公室领取课堂作业，除非行政主管认为允许

学生到学校办公室领取课堂作业会对其他学生或雇员构成危险。不过，被停学等候纪律听证会的学生，不得

到学校场地参加正常学校活动、课外活动、体育运动，和其他学校活动。虽然纪律处分的性质一般而言是渐

进的，但应适合学生的不端行为和年龄。因此，行政主管有指定与不端行为有关的纪律处分的自由。例如，

学生如果发生更严重的不端行为，比如打架，在采取其他纪律处分前，没有资格获得警告。  

校长是指定的学校领导人，并和雇员合作负责学校有秩序的运转。如果发生学生手册没有涵盖的扰乱性、目

无法纪或危险行为时，校长或其指派人得采取其认为对学生和学校最有利的矫正措施，但该措施不得违反学

校董事会政策或程序或州法或联邦法。              

纪律听证会 

纪律听证官是教育董事会指派审理纪律事件的独立决策人。不论本手册有任何相反规定，纪律听证官对任何被认

定违反行为准则的学生，有权发布短期停学、长期停学 或开除。如果召开听证会，学生将停学至听证会举行时为

止。听证会将从停学开始后十(10)个上课日内举行，除非家长和学校互相同意延期，或学生或家长行为造成耽搁

至上述十(10)天期间之外。 

 

听证会之前，学生和家长将收到包括以下内容的通知： 

 

1. 学生被指称违反的规则。 

2. 学生行为的描述。 

3. 可能对学生作不利证明的证人姓名(可在听证会之前或当中增加证人)。 

4. 学生可能受到的最大处罚。 

5. 听证会时间和地点。 

6. 学生有权要求证人出席听证会，学生有权提出证据、诘问被提出的任何证人，和自付费用聘请律师代表

学生。如果教育局长发出传票，应在听证会前，通知学校行政主管。 

 

如果家长/监护人希望通知和其他与听证会有关的文件以英文以外语言作成，应联系学校。在请求学生纪律听证会

时，亦可获得语言口译人员服务。    

 

在听证会，学生和家长有权提出证人和证据，诘问任何被提出的证人，并可由家长付费，聘用律师代表学生。纪

律听证官的决定可以上诉，应在决定日期后二十(20)个历日内，向教育局长提交上诉的书面通知。 

纪律听证会应从学生被指称违规而停学后十(10)个上课日内举行，除非家长和学校互相同意延期，或学生或家长

行为造成耽搁至上述十(10)天期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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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纪律听证会是正式的，但适用在法庭的严格证据法则不适用于纪律听证会。纪律听证官将决定被指控违反学

生行为准则的学生无罪或有罪。虽然学校对证实有罪须负举证责任，学生应准备提出证据和证人证明自己无罪。 

纪律听证官应将在听证会提出的口头信息，逐字逐句的作成书面记录。除非有向教育董事会提出的上诉，不准备

听证会的文字记录。教育局长或其指派人应将纪录及书面证据存档，至纪律听证官的决定日期后二十(20)天。如

果纪律听证官的决定日期后二十(20)天内没有上诉，记录和书面证据可以销毁。如果提出上诉，记录和书面证据

应保留至上诉确定后三十一(31)天为止，此时，文件和书面记录可以销毁。 

所有当事人应获得机会提出证据和对证据作出答辩，并诘问和反诘问证人在逻辑上和指控学生有关的事项。纪律

听证官得限制冗长无效或不相干的提问。  

学生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及受害人可在听证会作证，并向纪律听证官陈述关于他们对该案适当处置的想法并回答

问题。学生可自费聘请律师在听证会代表学生。如果家长打算请律师在听证会代表他们，家长必须在听证会开始

前二十四(24)小时前通知学校，让学区能选择聘任法律顾问代表其权益。  

所有当事人有权传唤证人到听证会。学生或家长/监护人应在纪律听证会前至少四十八(48)小时，向学生的校长提

出传唤请求。  

由纪律听证官或教育董事会举行的所有学生纪律听证会都是保密的，不适用公开会议法。只有以下人员获准参加

由纪律听证官进行的学校纪律听证会：被指控的学生，被指控学生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法律顾问，口译服务提

供者，学校雇员，和证人。举行学生纪律听证会所收集或使用的任何书面记录、誊本、证据或其他文件都不是公

开记录，不提供大众查阅。 

 

听证会被上诉时，亨利郡教育董事会将审查听证会誊本，只根据该记录作出决定，并以书面将董事会决定通知学

生和家长。在董事会前举行的听证会，学生有权由家长付费聘请律师代表学生。不过，律师不得在纪律听证会上

诉案发言。学生和家长可在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决定日期后三十(30)天内，向教育局长提出书面通知，对董事会

的决定向州教育董事会上诉。 

 

学业诚实 

学生提交的课程作业必须是学生自己的、原作的作业。学生的任何作业不得通过提供或接受不被许可的协助而有

欺骗的情形，或有抄袭的行为。有此等行为的学生，该作业不能获得学分，并受纪律处分。 

 

酒精和毒品 

学生不得持有、出售、使用、运送，或处于以下物质的影响状态：酒精、改变精神的物质、麻醉剂、迷幻剂、安

非他明、巴比妥酸盐、古柯碱、大麻、管制物质、伪药、酒精饮料、合成代谢类固醇，或任何种类麻醉品。学生

不得持有、出售或使用任何毒品或酒精用具，或任何性质的相关物品。使用由注册药剂师调配的处方药是可以准

许的，但其使用必须依照规定持有和使用处方药的学校规则。所有处方药应保存在原来的容器里，不得发给其他

学生。学生看见或知道任何酒精和/或其他毒品，或与毒品有关物品，不得碰触该物质，或停留在持有该物质的个

人或团体处。学生必须立即将酒精、毒品、或毒品相关物品通知学校职员，否则受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开

除。 

校车行为 

校车司机完全掌管搭乘校车的学生，并向学校行政单位报告不端行为。学校行政主管或其指派人负责处罚在校车

上有不端行为的学生。为帮助维持校车秩序，司机有权指定特别座给任何学生。录像/录音机安置在校车上以协助

监督，并可用作发生不端行为的证据。  

为了搭乘校车学生的安全，学生应遵守以下规则：  

1. 随时和道路保持安全距离(至少 12 呎)。 

2. 除了校长或其指派人批准外，学生不得在惯常的校车站或学校以外地方进出校车。 

3. 除了向司机提出经校长或副校长批准的家长便条外，学生不得搭乘不同的校车。 

4. 如果学生必须跨越马路搭校车，须等到校车完全停妥，适当的警告信号展示出来，和司机示意可以过马

路。 

5. 在任何学校必须换校车的学生，必须遵守该校的规则。  

6. 学生不得保留座位，校车行进中必须留在他们的座位上。 

7. 学生必须随时保持校车中央通道净空。  

8. 学生必须遵守司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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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生不得在校车上饮食。 

10. 学生不得在校车运送气球、花、玻璃容器，或动物(死的或活的，包括昆虫)。 

11. 学生不得在校车上乱扔垃圾，或将任何东西丢出窗外，或对校车造成损坏。 

12. 学生必须遵守校车安全规则，和列在行为守则上的所有规则。此外，乔治亚州法律禁止在校车上的下述行

为: 

13. 身体暴力行为。 

14.   恃强凌弱。 

15. 在校车上对人实施身体攻击或殴打。 

16. 在校车上对人口头攻击。 

17. 对校车司机和其他人有无礼的行为。 

18. 失控的行为。 

19. 上下车时，禁止学生使用任何电子装置，不论有无耳机或耳塞型耳机。学生在准备上车或下车时，应将电

子设备收藏起来。  在校车上戴耳机或耳塞型耳机使用电子装置是准许的，但不得干扰司机操作校车。   

20.  以可能干扰司机操作校车的方式使用镜子、激光器、闪光照相机，或任何其他光器或反射性装置。 

21. 学生应在所有平交道保持安静，直到司机通过，并表示解除警报。    

 

如果学生违反校车行为规则，学校行政主管得采取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停止搭乘校车长达十(10)天，和/或停

学长达五(5)天。如果校车不端行为严重，可召开纪律听证会。 

除了本手册另有规定外，校车上不端行为的一般渐进式纪律处分计划如下：  

第 1 次违规:   司机的书面警告。  

第 2 次违规:   学校行政主管连系家长。 

第 3 次违规:   停止搭乘校车一(1)天。 

第 4 次违规:   停止搭乘校车二(2)天。 

第 5 次违规:   停止搭乘校车三(3)天。 

第 6 次违规:   停止搭乘校车五(5)天。  

第 7 次违规:   停止搭乘校车十(10)天，或纪律听证会。 

 

在校车上打架是学生所犯最严重的违规之一，因为会转移司机的注意力，而危及搭车的每一人。如在校车上打

架，学生可能不经警告，立即停止搭校车和/或停学，或受纪律处分。   

在停止搭校车期间，家长/监护人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停止搭校车不是因故缺席或迟到。如果学生损坏校车，家

长/监护人必须偿还损坏校车的费用。在校长的决定下，可能请家长/监护人和学校主管人员开会，为学生订出校

车行为合同。  

刑事犯罪  

违反行为准则规定的学生，受到亨利郡学校的纪律处分。学生犯违反地方、州或联邦法律的罪，受执法机关的指

控。 

 

破坏或触动火灾警报器 

故意破坏或毁坏学校火灾警报器，以致危害人命，或无合理理由认为学校场地发生火警，而触动学校火灾警报

器，均构成犯罪。   

扰乱公立学校  

包括家长在内的任何人扰乱或干扰公立学校的运转是违法的。乔治亚州法律禁止在学校场地，当着学生的面和在

学生听力所及距离，责骂、侮辱或辱骂任何老师、行政主管，或校车司机。  

 

服装规范  

教育董事会认为应该制定并执行帮助防止扰乱教育环境、防止危害健康和安全，以及防止干扰其他学生学习的头

发和服装规范。以下关于服装规范的规则，适用于学生在学校场所时、参加学校运动比赛时、学校课外活动时，

或在董事会所有或使用的交通工具上的时候。  

 

 1. 校长或校长的设计师认为会干扰学习、扰乱教育环境，或危害健康或安全的极端发型，和不自然的颜

色，不得允许。头发应该干净、整齐并好好梳理，且不得盖住眼睛。用发卷卷着的头发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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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长或校长的设计师认为会干扰学习、扰乱教育环境，或危害健康或安全的极端式样的衣着，不得允

许。衣着应该干净、整齐，并适当穿着 (裤子和裙子应穿在腰部)。衣着不得太紧、太松、太短，或太

长，并不得有不恰当的文字或图片，包括但不限于宣传酒精、烟草、毒品、任何禁止产品、性、描述或

暗示暴力，或含有煽动性的、粗俗的或歧视的暗示性文字、图片或图案的衣着。  

 3. 除了校长或其指派人批准外，帽子、围巾和其他帽类不得在学校建筑物内穿戴。 

        4. 校长或校长的设计师认为会扰乱教育环境、危害健康，或干扰其他学生学习的有明显裂缝或破洞的裤子

或牛仔裤，应予禁止。 

        5. 短裤、裙子、裤裙、裙裤，或连衣裙必须有合理长度，并适合在学校穿着。  

  6. 禁止有伤风化的衣着。禁止紧身衣着，比如弹性人造纤维，或自行车式样的衣着，和/或复制品。 

  7. 珠宝、服装或其他物品含有校长认为粗俗、淫秽、无礼、性暗示或扰乱性的，或反映性欲或猥亵的含

意，或宣传酒精、烟草，或管制物质的图片、标志、字母、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不予允许。有尖刺的珠

宝或链条，不与允许。  

  8. 禁止穿戴象征帮派关系的服装、珠宝或其他物品。 

  9. 为了安全和卫生，必须穿鞋，可穿袜子或不穿袜子。 

10. 校长或其设计师认为耳环、或其他珠宝的长度或样式会干扰学习、扰乱教育环境，或危害健康或安全

的，应予禁止。除了耳朵以外，看得见的身体部位的穿体装饰珠宝(或复制品)，应予禁止。  

违反服装规范政策将提交行政主管解决。 

电子资源 – 可容许的使用政策  

亨利郡学校提供学校系统职员和学生(用户)使用互联网/全球信息网。此服务的目的是提供老师和学生使用电子资

源，以支持职责及教学和学习程序。用户使用互联网和其他电脑资源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因此，违反使用电子

资源规则的用户，应被撤销这些特权，并可能受纪律和/或法律处分。  

互联网安全政策和学校系统措施的设计，是为了因应使用直接电子通讯时的安全问题。电子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互

联网、全球信息网(WWW)、聊天室、电子邮件、数据、网络资源、网络服务、可携式媒体、网络信息、授权软

件、电信资源、HCS 内部网络，和所有其他学校系统电子信息传送系统，以及数据系统。 雇员和学生使用学区

电脑网络时，没有隐私权。学校主管可以并且要搜寻储存在所有学校系统拥有的电脑和网络的数据，不论是否提

出通知。  

所有用户使用电子资源时，应遵守教育董事会政策 IFBGA“电子通讯”，并遵循学校系统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各项：    

1. 电子邮件帐户是为了专业和学术目的而提供。电子邮件帐户不应使用于个人利益、个人营业活动，或用

以招揽非学校系统业务；播放未经请求的信息是禁止的。学区员工应使用电子资源传递机密的雇员或学

生信息，给只获得批准接受该信息或需要知道该信息的人。此包括学生的评估数据。  

2. 用户必须遵照学校系统有关使用电子资源的规则(即：不损坏电脑、不违反用户档案隐私权、要遵守雇员

或监督者的指示、不浪费资源)。 

3. 遵守关于学生和雇员登录的网络政策，包括但不限于规避桌面保护应用程序，或互联网过滤装置。  

4. 为适当的教育资源使用互联网。 

5. 只在获得行政主管或指定人员许可时，使用电子资源。    

6. 遵守著作权法律(引注合法作者，不分发受保护的材料或软件)，不下载或传送机密或有著作权的信息。 

7. 立即向适当的学校和/或学区雇员报告安全问题或对政策的违反。 

8. 不以猥亵、侮辱、故意不正确、恐吓或故意冒犯他人的方式使用电子资源。 

9. 不使用不适当、猥亵或粗俗的材料，或教他人如何使用。 

10. 不传播电脑病毒或其他恶意软件。 

11. 不故意损坏或干扰互联网/WWW服务或传送电子资源的网络/硬件/软件。 

12. 不在任何电脑或服务器安装或移除软件。 

13. 不泄漏用户标识符或密码。 

14. 不使用未经许可的用户标识符或密码。 

15. 不刊登讯息或信息而归责于另一使用者。 

 

学校系统雇员将行使相同的监督和注意，以认定和监视互联网的适当使用。不遵守董事会规定的使用学校系统电

子资源的政策，可能导致停止或撤销系统的使用，并引起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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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郡学校已采取预防措施，限制使用不当电子材料；不过，在全球网络上，不可能控制所有可获取的内容。使

用者可能有意、无意发现不当信息。使用从网络资源取得的信息，使用者须负担风险。亨利郡学校对其提供的服

务，不作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亨利郡学校不负责使用者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害，包括数据遗失或商业服务所生的费

用。亨利郡学校不负责任何通过电信或电子资源取得的信息的正确性或质量。 

亨利郡学校的政策是：(a) 防止使用者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或其他通讯方式，从其电脑网络使用或传送不当

数据；(b) 防止未经许可的使用，和其他违法网络活动；(c) 防止未经许可在网络公开、使用，或散播未成年人的

个人识别信息；和(d) 遵守儿童互联网保护法[Pub. L No. 106-554 and 47 USC 254(h)]。 

卓越学院 (EXCEL Academy) 

卓越学院是提供积极学习环境的非传统项目。 该学校是高度组织化的，一般而言，其班级比学区内的其他学校

小。雇员和每一学生合作，制定个人化的学习计划，让学生有根据自己的速度前进的自由。 课程的设计是为了符

合个别学生的需要，混合正常教育课程和修正的教学策略，以及综合的社区服务活动。学生穿着制服，将分散注

意力的事降到最少，学校有不许失败(no-fail)的政策，要求学生展现80%或更高的能力，才能完成课程。 学生有

资格从卓越学院获得毕业文凭，该学院有各式各样的特殊教育服务，提供给合格的学生。  

 

对多数学生而言，卓越学院提供长期停学/开除的替代方案给违反某些校规的学生，并提供一个选择给在正常学校

项目有重大困难的学生或退学的学生。选择进入卓越学院的学生，将在此学校至少度过一(1)学期。由于卓越 

学院是长期停学/开除的替代方案，任何在就读卓越学院时，被认定触犯第2节、第3节，或第4节违规的学生，可

能被停学或逐出学校系统，没有就读任何亨利郡学校的选择权。除非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务，通常不提供交通给

卓越学院。   

 

帮派相关活动 

展示帮派关系和/或参加与帮派有关的活动是不被允许的。对本手册而言，帮派的定义是三(3)人以上的正式或非

正式团体或社团，有共同的名称或共同的辨识记号、符号、刺青、涂鸦、服装，或其他可辨别的特征，并鼓励、

教唆、鼓吹、纵容、引起、帮助，或怂恿任何违法或扰乱性活动。  

 

学生不得使用任何语言，或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促进与帮派活动有关的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1. 招揽其他人加入帮派； 

2. 要求任何人付保护费、欺凌，或恐吓或威胁或伤害任何人的身体； 

3. 鼓动其他学生参加帮派活动； 

4. 以任何帮派涂鸦涂污校产。 

 

激光指示器 

学生不得持有或使用激光指示器。犯此行为的学生触犯第1节违规。 

 

校外行为 

如任何学生被逮捕、起诉，或被少年法庭控诉触犯重罪，或成人触犯即构成重罪的违法行为，且该学生继续出现

在学校可能干扰学校，或危害在学校的人员或财物，该学生应立即停止上学和所有学校活动，而且该事件应提交

纪律听证官。 

 

如果听证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学生犯重罪，或成人触犯即构成重罪的违法行为，且该学生继续出现在学校可

能干扰学校，或危害在学校的人员或财物，听证官应宣布短期或长期停学，或从学校开除，或将学生安置在纪律

听证官认为适当的另类教育项目。  

 

个人财物 

个人财物如玩具、音乐装置、电子游戏、纸牌，和照相机，不得带到学校或班级实地考察旅行，除非被批准为课

堂作业的一部份。如果带这些物品到学校，可能被没收并保存在学校办公室，至家长前来索取为止。同时，学生

未经学校行政单位同意而携带不当物品，将受纪律处分。学区对遗失、被窃或损坏的个人财物不负责任。  

报告犯罪行为 

如果学生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违反法律，或行政主管或老师认为可能违法时，该作为或不作为可能会报告给学校

资源官或其他法律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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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资源官 

学校资源官(SROs)受雇于亨利郡治安部门。 SRO以各高中为基地，服务汇入高中的中学和小学。SRO单位的督

察员视需要提供额外协助给学校和SROs。  

 

学校资源单位的主要目标，是为学生和老师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SRO出现在校园和学校主办的活动，帮助吓阻

不端行为。SRO寻求和学校小区建立积极的关系，在安全、保安和刑法方面的事项，是学生、家长和老师的珍贵

资源。每当发生犯罪事件或安全威胁时，SRO能迅速反应，并具有执法官员的充分权力。  

 

学校安全区 

学校安全区的定义为亨利郡学校租赁、拥有或占有的不动产之上或之中或1000呎以内。任何人在学校安全区内、

学校建筑物或学校集会、或学校土地和建筑物或学校提供的车辆上，携带、持有或控制任何武器或爆炸性化合物

是违法的。违反此法律是重罪。不过，超过21岁之人(除学生外)持有武器，和/或有锁在汽车格层内的武器，并有

合法枪枝执照或许可者，可经过学校安全区运载或接学生。此外，任何人没有合法理由或需要而停留在学校安全

区内，是违法的。经请求而不离开学校场地，是指控高度或加重行为不端的理由。扰乱或干扰公立学校运转，将

被认为是高度和加重行为不端。  

 

性骚扰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董事会”)的政策是让学习环境免除各种歧视和骚扰，包括但不限于性骚扰。如果学区的任何

学生、雇员，或第三人通过含有性意味的行为或交流骚扰他人，构成违反本政策。  

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曾遭受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应该立即将该行为向此政策在以下指定的适当雇员报

告。 

亨利郡学校将调查所有正式或非正式、口头或书面的性骚扰申诉。学区人员应和调查单位合作，并如实、迅速和

充分响应。不如此做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关于如何处理性骚扰申诉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政策 JCAC “骚扰”。可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

JCAC 性 骚 扰 政 策 ： 

https://eboard.eboardsolutions.com/ePolicy/policy.aspx?PC=JCAC&Sch=4088&S=4088&RevNo=1.11&C=J&Z=

P。政策 JCAC 的申诉步骤和程序也可在本手册末第 37 页查到。  

学生对雇员不端行为的指控 

老师、行政人员或其他学校雇员对学生不端行为的指控，应向校长或行政服务部门助理监督人报告。 依乔治亚州

法律，如果认定学生故意捏造或歪曲指控雇员不端行为的信息，该学生将受纪律处分，包括停学或开除。  

 

官员对学生的询问 

学校行政主管：校长和助理校长有责任和权力询问学生，以维持安全、有秩序的学校环境。虽然通知家长有关问

题的争执点是重要的，但询问学生前不需要家长同意。    

 

家庭和儿童服务处 (DFCS):  准许调查疑似儿童虐待的DFCS官员对儿童作合理的面谈和检查。调查对象是家长

时，对家长通知是不必要也不可取的。如果调查涉及疑似儿童虐待的对象，是住在儿童家庭以外之人，将通知家

长正在请求该等面谈。 

 

诉讼监护人(Guardian Ad Litem):  诉讼监护人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由法院指定在法院案件代表未成年儿童的

最大利益。任何和学生面谈或查阅学生的学校记录的请求，应该连同证明诉讼监护人和学生关系的法院文件，以

书面提出。  

 

执法人员：准许学校资源官以及少年法庭的缓刑监督官在学校询问学生，不需家长事先同意。调查与学校无关事

项的其他单位执法官员，可在家长/监护人同意后询问学生。有拘留令或逮捕令的执法官员，或声明该状况涉及追

捕与重罪相关联的嫌疑犯的官员，可不经家长同意询问学生。  

 

学生搜查 

为维持学校秩序和纪律，并保护学生和学校人员的福祉，学校当局得随时搜查学生、学生的书桌，和学生置物

柜。此外，如果行政主管有理由认为学生持有违法的、校规禁止的，或危险的物品或物质，可以搜查学生。学生

https://eboard.eboardsolutions.com/ePolicy/policy.aspx?PC=JCAC&Sch=4088&S=4088&RevNo=1.11&C=J&Z=P
https://eboard.eboardsolutions.com/ePolicy/policy.aspx?PC=JCAC&Sch=4088&S=4088&RevNo=1.11&C=J&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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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获得机会交出搜查物品，或自动将口袋、钱包，或书包的东西都掏出来。学生可能被要求脱下外衣、背心、鞋

子或袜子。 如果有理由相信应该在以上所述范围外继续搜查，可召唤学校资源官。拒绝允许行政主管搜查的学

生，将受纪律处分，最重达到并包括停学。 

 

学生车辆搜查 

为维护学校秩序和纪律并保护学生和学校人员之安全和福祉，学校当局得随时搜查学生车辆。作为在亨利郡教育

董事会所拥有的场地上停车的条件，学生同意对他们的车辆进行搜查。如果学校当局合理认为停在学校场地的学

生车辆含有违法、被学校规则禁止，或危险之物品或物质，学校当局得对车辆进行搜查。如果学生不遵从学校当

局对他们车辆的搜查，该学生可能受到纪律处分。 

如果搜出非法或违禁物质，该违禁物质将推定为拥有、持有和/或驾驶被搜查车辆进入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拥有场所

的学生所有，该学生将因违反行为准则受到学校纪律处分。搜查学生车辆获得的非法或违禁物品将移交适当的法

律当局作最后处置。如果找到的物品不违法，但违反董事会政策，将由学校扣留，至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索取为

止。 

烟草 

学生不得持有、销售、购买、传送或使用烟草，或任何被声称或被认为是烟草或与烟草有关的用具，包括电子香

烟或吸烟装置。 

 

破坏或损坏学校财产 

涂污或毁坏学校财产的学生，将负担损坏的全部费用，并受行为准则概述的纪律处分。 

 

持有枪枝、危险武器、危险物品或爆炸性化合物 

任何人在学校安全区内、校车上或学区提供的其他交通工具上，携带或持有或控制任何危险武器、枪枝或爆炸性

化合物，是违法的。任何违反此规则的人，将提报有关当局追诉。  

 

危险武器：包括可能以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方式使用的武器或物品。比如但不限于尖锐物品、火箭发射器、火

箭炮、无后座力步枪、迫击炮、手榴弹的任何武器，和其他类似为爆炸而设计的武器。  

 

爆炸物： 包括任何炸弹、燃烧弹、汽油弹、爆竹、烟火、臭弹、子弹、炮弹、火药、榴弹、飞弹，或任何种类的

爆炸装置和/或物质。持有任何这些物品的学生，将受行为准则概述的纪律处分，该事件并提报至执法当局。   

 

枪枝： 包括但不限于手枪、步枪、猎枪，或其他可藉炸药或或电荷作用，将转换或可转换成喷出枪弹的武器。   

 

危险物品： 任何短剑、长刃猎刀、弹簧刀、任何其他有二吋以上刀身的刀、直尺刀片、剃须刀片、弹簧棒、指节

环，不论是金属、热塑性塑料、木头，或其他类似材料所制成，金属警棍、任何球棒、球杆、或其他棍棒型武

器，或任何由两个以上坚硬部分组成，其连接方式使其可自由挥舞的工具，可能称为双节棍、或战斗链，或任何

至少有两个突出点或尖锐刀片，设计来投掷或推动的盘状物，可能称为飞镖或东方镖，或任何类似工具，任何气

枪和震撼枪或电击枪。 

 

在学校或校内或校外的学校活动，在学校土地和建筑物，在校车或学校系统提供的交通工具上，持有或掌控枪枝

或危险武器的学生将立即停学。该事件将提交纪律听证官，并提报执法当局。依乔治亚州法律，纪律听证官认定

触犯此违规的学生，将逐出亨利郡学校至少一(1)历年。上诉时，亨利郡教育董事会得依个案修改此开除规定。  

 

诸如带塞子的玩具枪、Nerf 枪和此类玩具、水枪和塑料刀等玩具是不被允许的。请警告您的孩子关于类似武器

的玩具。持有这些东西可能导致停学或从学校开除。  

一般信息 

 

意外事件/医疗服务 

如果学生在学校受伤或生病，学校将尽力连系家长，并依家长指示采取行动。如果联系不上家长，学校职员将采

取合理措施，维护孩子的健康。如果发现紧急医疗状况，学区人员有权拨打911。如果拨打911而医疗人员建议运

送学生到医院，但家长拒绝运送学生到医院，该家长必须将学生带离亨利郡学校场所。如家长拒绝将孩子带离学

校场所，该学生将交给911的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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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方案 

亨利郡学校教育董事会有州批准的石棉方案。该方案副本可在校长办公室取得。如须关于石棉方案的进一步信

息，请联系设备/维修部部门。  

 

生日 

学校教职员很高兴表彰学生的生日。但是，因为学习十分重要，在上课日不为学生或老师举办生日派对。  

 

书包、运动袋和其他袋子 

学生可以但不需要使用书包携带教科书和学用品。不过，不鼓励学生使用有轮子的书包，因为此种书包常造成绊

倒危险。如果学生选择使用有轮子的书包，进出校车时必须提着书包。同时，笨重而学生不能安全地放在腿上的

行李式样书包，禁止带上校车。为了安全理由，书包不能放在校车中间通道。所有学生书包都会受到搜查。  

 

校车交通和安全 

校车上的摄影机 – 每一校车都设有摄影机。学生每次搭车都可能被录像。录像带提供学生在校车行为的记录。如

果发生纪律问题，家长可书面请求安排查看孩子的录像带。  

 

往返指定校车站的交通 – 学生在指定的校车站上车，并送回指定的校车站。学生只能搭乘指定校车。亨利郡学校

系统负责从校车站载送学生到校，和从学校载送到校车站。家长负责在指定校车站将学生送上校车。亨利郡学校

系统将学生送回校车站后，对学生不再有责任。  

家长务必让学生在校车到站前五分钟到达指定校车站。请联系交通服务部门关于校车接送时间和地点，或讨论有

关校车路线或司机的顾虑。家长不应打扰校车路线，或试图上车和司机讨论问题。  

学生在校车站应该遵守以下安全规则： 

1. 如果学生必须跨越马路搭校车，须等到校车完全停妥，适当的警告信号展示出来，和司机示意可以过马路，才

能跨越。 

2. 学生应该在校车前过马路，千万不可在校车后过马路。 

3. 学生应随时和道路保持安全距离(至少 12 呎)。 

4. 出校车后必须跨越马路的学生，每次都应距离校车前至少十二(12)呎，并向两边张望有无来车，并经司机示意

过马路后，才能跨越。          

5. 学生千万不可跑向或跑离校车。 

6. 学生应在校车到达前五(5)分钟到指定校车站。 

取消上课 

如果天气恶劣或其他紧急状况，关于停课的官方信息将在亚特兰大地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报。家长应该知道，

恶劣气候或其他紧急状况，可能造成上课日取消上课。家长应该有相应计划。 

虐待儿童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学校雇员向当地家庭和儿童服务处(DFSC)，报告疑似虐待或疏于照管儿童的案件。如不遵守此

规定，雇员可能被追诉。一旦提出报告，DFSC 官方代表有权到校和儿童面谈。DFSC 或学校不需取得家长同意

以进行儿童面谈。  

 

如果亨利郡学校雇员有合理理由，认为疑似虐待儿童案之发生牵涉以学校员工或志愿者身分照料任何儿童之人，

该雇员必须向家庭和儿童服务部门(Division of Family and Children Services)和学校校长或校长之指派人报告。

疑似虐待儿童案之报告必须立刻为之，但不得超过有合理理由认为发生疑似虐待儿童案后 24 小时。报告可以口

头、电话，或其他口头通讯为之，或者可以电子方式提交书面报告或传真至家庭和儿童服务处和学校校长或校长

之指派人。 

 

根据 Official Code of Georgia Annotated (O.C.G.A)的 Code Section 19-7-5，亨利郡学校必须通知学区的志愿

者，他们有义务作为疑似虐待儿童案件的法定报告者。  

 

虐待儿童包括但不限于下述： 

(A) 家长或照管者非因意外造成儿童身体受伤或死亡；如果未对儿童造成身体伤害，对身体的纪律处罚不算

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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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长或照管者对儿童疏于照顾或压榨。  

(C) 性虐待或 

(D) 对儿童性剥削。  

 

规定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所有志愿者： 

1. 立刻向校长、监督员、或提供志愿者服务场所的指定人报告，而不是调查，以上定义的疑似虐待儿童

案，不得迟于上课日结束或提供志愿者服务的学校活动结束时。  

2. 如果上述之人没空或找不到，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志愿者立即在 24 小时内，将疑似虐待儿童案向家庭和儿

童服务处、适当的警察机关，或地方检察官以口头报告或以电子方式提交或传真书面报告。  

3. 如果怀疑儿童有立即危险，应立刻拨打 911。 

指导 

 疑似虐待儿童案之口头报告应亲自或以电话提出，如果被要求，应随后提出书面报告。如果以电子方式

提交或传真报告给家庭和儿童服务处，应依该处指定的方式为之。 

 

 不要连系家长或监护人。  

 在向儿童福利机构提出报告，或参加因而发生的任何司法或其他程序时，如果志愿者出于善意，将可免

除可能遭受或被施加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亨利郡学校报告疑似虐待儿童/疏于照管儿童的程序副本，可在各校取得。此外，亨利郡学校系统网站提

供 录 像 节 目 ， 可 帮 助 您 了 解 虐 待 儿 童 / 疏 于 照 管 儿 童 的 迹 象 和 征 兆 。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site/default.aspx?PageID=1 

 如果您有问题，请联系校长、学校指派人，或学生服务主管，电话是 770-957-6601。 

 

通过您在本手册的确认表签名，您承认收到程序副本、您有机会审阅程序并提问、有机会审阅录像节目(如果愿

意)，和知道您有义务向有关当局提报疑似虐待儿童/疏于照管儿童案。 

监督指导方针：亨利郡学校经常接到孩子几岁可以不必监督的询问。虽然州法律没有关于监督孩子的规定，但家

庭和儿童服务处(DFCS)提供以下指导方针： 

 八岁或更小的孩子不应该独处。 

 九岁至十二岁的孩子根据成熟度可以独处短暂的时间(两小时以下)。 

 十三岁和更大的孩子如达到足够的成熟度可以独处，如获得家长同意并可担任临时保母最多十二小时。 

 如果家长有关于这些监督指导方针的问题，应连系当地的 DFCS 办公室。 

社团和组织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学校必须提供一份学生可以参加的所有社团和组织列表给家长。学校将在学年开始时，将此

信息送给家长。 此列表附有一份表格，如果家长想禁止孩子参 

加任何社团或组织，应利用此表格通知学校。如果您还没收到此列表和通知表，请联系您孩子的学校。如果在学

年中间成立新的社团和组织，学校将送信息给家长，包括让学生参加的家长同意书。  

任何学校活动团体的所有会议，将在一位成人专业顾问的监督下进行。参加此等活动的学生，必须遵守学校制定

的规则。社团将定期开会，避免和学术教学冲突。  

紧急状况处理计划/紧急状况演习 

乔治亚紧急状况处理局(GEMA)审查并批准学校系统的综合学校安全计划，和各校的紧急状况处理计划。这些机

密计划的副本，由校长或纪律和安全部门保持。学区各校的年度安全学校检查将由纪律和安全部门和 GEMA 协同

进行。 

http://schoolwires.henry.k12.ga.us/site/default.aspx?Pag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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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撤离演习按月举行。恶劣天气、学校活动限制和校车撤离的演习，至少每年举办一次。家长应提醒孩子，
紧急状况演习期间，必须安静迅速响应，且必须遵守老师和行政主管的指示。 

实地考察旅行 

课堂老师全学年安排到附近地点作实地考察旅行。这些旅行的设计，是补充课程的不同方面，并介绍学生给小区

的资源。 
 

在预定实地考察旅行很早之前，家长将收到旅行通知，并被要求在实地考察旅行同意书签名。有时会要求一小笔

捐助，帮助支付交通和工具/场所费用。 

 

如果不捐助，学生不会受处罚或被拒绝参加实地考察旅行。有些个人或机构经常提供学生在周末或学校休息日甚

至学校上课期间的旅行机会。除非这些机会得到亨利郡教育董事会批准，利害关系和顾虑问题应向赞助这些旅行

的个人提出。 

 

除非事先获得校长批准，因为参加该旅行而缺席非正当理由。 

 

嚼食口香糖 

禁止在学校和校车嚼食口香糖。学生应遵守此政策。  

 

头虱 

因为头虱很容易在学生间传播，有头虱(或虫卵，通常称为”虱子卵”)的学生不能留在学校。如果学生有头虱，将要

求他们的家长接回孩子。在提出有效治疗的证明，和检查显示学生不再有头虱或虱子卵之前，将不允许学生回学

校。如果一再发生头虱问题，在学生回学校前，可能必须有亨利郡健康局或医生的许可。 

 

高度合格教师 

“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规定，如果孩子被指定老师，或被老师连续教导四(4)周以上，而该老师依前述法案规

定，不被认为是”高度合格”，家长将收到通知。根据该法案条文，教师必须经乔治亚专业标准委员会完全认证，

并在他们经过认证的领域教学，才被认为是”高度合格”。家长可要求关于教师专业资格的信息，包括以下： 

 教师是否符合乔治亚专业标准委员会对教师提供教学的年级和科目领域的认证； 

 教师是否在紧急状况或依其他临时身分教学，因而免除乔治亚州资格或认证标准； 

 大学主修科目和教师持有的毕业证书或学位；和 

 学生是否由辅助性专业人员(paraprofessionals)提供服务，如果是，他们的资格为何。  

 

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 

麦金尼-肯特无家可归法案(The McKinney-Vento Homeless Act)对无家可归儿童和青少年的定义是缺乏固定、正

常和适当夜间住所的儿童和青少年。 如果您有关于您在此规定下的具体权利的问题，请联系学校社会工作者或学

生服务部门。 

 

疾病 

如果孩子并病得太厉害而不能留在班上，我们会连系家长，好让孩子在家接受照顾。孩子在呕吐、拉肚子，和/或

发烧停止24小时后才能回学校。关于发烧，发烧的孩子(口温99.5度或更高，伴随其他疾病症状，或 温度达到

100.4度不论有无其他症状) 应留在家里一直到不发烧24小时为止(在那24小时内没有使用退烧药)。如果学生有慢

性残疾或疾病，可能需要特别或紧急治疗，应通知校长。 所有药物(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必须保留在学校办公室，

由校长或其指派人给药。  家长应将最新电话号码告知管理部门，以方便联系。  

 

传染病:  如果学校接到医生/有执照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书面通知，说明学生有” 依法须申报的疾病/情况”，学校系

统将遵照疾病通报规程，包括亨利郡卫生局的建议。家长/监护人必须提供医生签名的免除书(release)给学校，表

明学生可以回学校的日期。  

 

保险 

家长负责为孩子提供意外或医疗保险。亨利郡学校不为学生提供保险。为了服务家长，每学年开始时，会将可用

最低费用买到的意外保险信息送回家。在任何体育运动活动登记前，学生必须提交保险证明。请向校长核实那些

课程或活动需要保险。如果活动需要学生有保险，但学生提不出该保险证明，学生没有资格参加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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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招领 

每所学校都有"失物招领"区，遗失物品被交到此处，并可要求领回。在学年结束，还没领回的东西将被丢弃。可

以脱下的衣物，比如大衣和毛衣，应该标示学生的姓名。  

 

和学生共进午餐 

欢迎家长在学校和孩子共进午餐。在此种场合，我们鼓励家长购买学校午餐，但可以带食物来学校，供自己和孩

子食用。商业食品未经校长事先批准不可送到学校。家长要来学校和孩子共进午餐时，应在上午 9:00 前通知学校

办公室，好增加午餐份数。如须关于学校营养方案的进一步信息，包括餐费，请参阅本手册方案和服务章节，或

连系学校营养部门。 

药物 

学生必须在学校服药时，家长必须带所有药物和相关器具给校长或其指派人，并完成”学生健康和药物授权表”。

非经家长书面同意和指示，不能施药。请勿让学生送药到学校。  

除非校长批准，所有处方和非处方药物必须在学校办公室保管。如果学生未经校长批准在学校持有药物、分发药

物给其他学生，或非以处方方式或标签指示(如为非处方药)用药，将受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停学、长期

停学，或开除。  

可自动注射的肾上腺素 

如家长提供以下各项信息/文件，可批准学生携带并自行施用处方的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  

 

(1) 有执照医生提供的，含有以下内容的书面声明： 

a. 详细说明药物名称、使用方法、数量，和学生服药的时间表的声明；和 

b. 确认学生可以自行施用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的声明。 

 

(2) 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书面声明，明白确认以下项目： 

a. 家长/监护人允许学生自行施用学生有执照医生提供的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 

b. 家长/监护人已提供签名的医疗公开同意书，同意学校人员咨询和学生的有执照医生商讨关于该

药物所发生的问题； 

c. 家长/监护人已提供学校一份签了名的同意书，如果自行施药学生因为自行施用可自动注射肾上

腺素而遭受不利反应，将免除学校系统、教育董事会，和其雇员或代理人的一切民事责任。 

 

(3) 家长应至少每年提供以上声明。不过，如果学生的药物、剂量、用药频率，或施药理由改变，家长应提

供最新的声明给学校。 

 

供气喘和呼吸窘迫使用之 Levalbuterol Sulfate 

亨利郡学校不供应 levalbuterol sulfate。不过，如果有 levalbuterol sulfate，在发生查觉到的呼吸窘迫时，有些学

校雇员或代理人获授权对学生施用 levalbuterol sulfate。任何已完成训练或接受董事会提供如何辨别呼吸窘迫症

状和正确施用 levalbuterol sulfate 方法的学校雇员或代理人，可以： 

 

1. 提供 levalbuterol sulfate 给任何学生立即自我施药，如该雇员或代理人真诚认为该学生正遭受觉察到

的呼吸窘迫；或 

2. 对任何学生施用 levalbuterol sulfate，如该雇员或代理人真诚认为该学生正遭受觉察到的呼吸窘迫，

不论该学生是否有 levalbuterol sulfate 之处方。 

 

需要携带气喘、糖尿病处方药药，或肾上腺自动注射器的学生，如果已提供给该学生的学校校长含有家长事先书

面同意，和学生的治疗医生签名以及学生签名的自我施用药物书面授权表，可以被允许持有这些物品。 

 

亨利郡学校董事会将遵守 O.C.G.A.§16-12-190 及以下(et seq)，O.C.G.A.§16-12-191 所述之规定，和乔治亚医

疗大麻制品委员会(Georgia Commission on Medical Cannabis)所述、管辖低四氢大麻醇油(low THC oil)之持有、

销售、分配，和分发的之规定。 

 

*允许自行施药表格可在各校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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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代理不能自行施用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的学生，接受并储存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处方药，如果家长/监护人

提供以下项目：  

 

(1) 有执照医生提供的，含有以下内容的书面声明： 

a. 详细说明药物名称、使用方法、数量，和学生用药的时间表的声明。 

(2) 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书面声明，明白确认以下项目: 

a. 家长/监护人已提供签名的医疗公开书，同意学校人员和学生的有执照医生商讨关于该药物所发

生的问题； 

b. 家长/监护人已提供学校一份签了名的同意书，免除学校系统、教育董事会，和其雇员或代理人

关于学校系统、教育董事会，和其雇员或代理人储存和施用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处方药的一切民

事责任。 

(3)  家长应至少每年提供以上声明。不过，如果学生的药物、剂量、用药频率，或施药理由改变，家长应提

供最新的声明给学校。 

   

学校系统和/或教育委员会的雇员和代理人，得自行决定对学生施用可自动注射肾上腺素(如果有该肾上腺素和必

须施用)，不论该学生有无肾上腺素处方。学校系统和/或教育委员会的雇员和代理人，如果出于善意而对学生施

用或不施用肾上腺素，应免除因而发生的民事责任。 

 

*个人化健康计划 (IHP)表格可在各校取得。  

 

处方药，包括吸入剂，必须在有原来标签的容器内。 标签必须含有学生姓名、药物名称、用药指示，和医生姓

名。药剂师可提供有复制标签的容器，只装在校施用的剂量。非处方药必须在原来容器内，标明学生的姓名。样

品药只有在伴随医生的短信说明该样品供学生使用时，才能施用。家长应该从校长或其指派人取回未用完的药

物。未取回的药物将在每学年结束时丢弃。药物不会让学生带回家。 

   

糖尿病医疗管理计划 

每所学校必须有雇员接受糖尿病管理训练。该雇员不必是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每一个糖尿病学生的家长或监护

人，如果寻求在校时的糖尿病照护，必须向学校提出糖尿病医疗管理计划。学校应审查并执行该计划。  糖尿病

医疗管理计划，是学生的医生或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制作的文件，陈述学生在校所需的健康服务，包括学生的血

糖值的目标范围，并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根据糖尿病医疗管理计划，学校护士和受过训的人员将可执行职务，包括但不限于因应在学生目标范围之外的血

糖值、施用胰高血糖激素(glucagon)、施用胰岛素、协助学生通过其使用的胰岛素输送系统施用胰岛素、提供口

服糖尿病药物、检查并记录血糖值和酮的含量，或协助学生做此种检查和记录，和遵循关于膳食、点心和身体活

动的指示。  

 

经过学生家长或监护人书面请求，而且如果学生的糖尿病医疗管理计划允许，糖尿病学生应被准许在教室、在学

校或学校场地的任何地区、和在任何与学校有关的活动，做血糖检查、通过学生使用的胰岛素输送系统施用胰岛

素、处理低血糖或高血糖，和处理其糖尿病的监测和治疗，学生并应被许可随时随身携带所有必需用品和用具，

以实施该监测和治疗。 

 

学区将提供有关认识糖尿病紧急状况的信息给所有负责糖尿病学生交通的校车司机。 

平等机会通知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维持平等的教育、体育运动和就业机会的政策。亨利郡学校不会根据种族、肤色、国籍、性

别、残疾、宗教、退伍军人身分、基因信息，或年龄，在其方案和活动有歧视的情形，并提供进入男童军和其他

指定青少年团体的平等机会。如果学生和/或家长有顾虑，应以书面将该顾虑提请校长注意。如果雇员有顾虑，应

以书面将该顾虑提请其直接主管注意。以下人员已被指定处理关于学区不歧视政策的问题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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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l Cole, Title VI 和 Title IX 协调员 

亨利郡学校 

行政服务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A 30253 
770-957-6601 
 

Wahdan Williams, Section 504/ADA 协调员 

亨利郡学校 

特殊学生教育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A 30253 
770-957-8086 
 

Debra Delaine, IDEA 协调员 

亨利郡学校 

特殊学生教育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A 30253 
770-957-8086 
 

Dr. Jolie Hardin, Title II 协调员 

亨利郡学校 

领导服务部门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eorgia 30253 
770-957-7189 
 

Dr. Curt Miller, 运动平等协调员 

亨利郡学校 

领导服务部门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A 30253 

770-957-7189 

 

所有雇员必须遵守我们的平等就业机会政策。行政主管和督察员应充分配合，以达成平等就业机会的目标，他们

对此政策的遵循将受到密切监督。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阅当地董事会政策 GAAA, GAE, GAE (1), JAA, JAA-

E(1), JCAC 和 JCE。   

学生照片通知  

除非家长/监护人另外要求，新闻媒体、个别学校，或学校系统得在上课日或学校活动，对学生拍照和/或录音。

该学生照片或录音，可能出现在学校和学校系统网站，或其他公共地方。  

如果家长/监护人希望禁止新闻媒体、个别学校，或学校系统拍摄孩子的照片或录制视听记录，必须在学年开始或

注册日期后30天内，提出书面通知。显示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教学的照片和/或录音，不会公开陈列。不论家长是否

同意或提出通知，学校系统有权为了安全和教学并在课外活动时，以摄影机为学生录音或录像。  

 

家长 – 老师会议 

如果家长想知道关于孩子在学校表现的更多信息，我们鼓励家长安排家长-老师会议。家长-老师会议可能是帮助

学生改进学校作业的有效方法。要安排会议，家长应联系老师或行政主管。在教学时间，老师没有空开会。 

 

家长-老师团体 

我们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学校的家长-老师会议(PTA)或家长-老师团体(PTO)。这些组织提供机会给家长和老师

合作，以改善学校，和为了孩子的利益。家长-老师团体在学校固定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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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对/外部食物政策 

因为派对占用上课时间，在一个学年期间，最多只允许二次派对。老师不可有惊喜或预先安排的派对。 

 

家长带食物到学生的教室时，必须有足够的份量供全班食用。家长也必须注意有些学生可能对食物过敏，可能对

学生造成医疗问题，和对家长造成责任。 

宠物 

未经学校同意，不能带任何宠物到学校。如果校长批准，老师可特许带宠物到学校，作为特别展示或活动。无论

如何，可能有危险的宠物绝不能带到学校。宠物或动物不能带到校车上。 

 

效忠宣誓 

在每个上课日，学生有机会朗诵对国旗和美国的效忠宣誓。如果家长不希望孩子参加朗诵宣誓，应该以书面通知

孩子的老师。不愿参加的学生可以在宣誓时站着或坐着。  

 

学校用品 

 家长应提供铅笔和墨水笔，让孩子在学校使用。每一小学都经营学用品商店，以合理价格销售用品。家长可让孩

子带钱到学校商店买用品，或到别处买。 

 

默想(Silent Reflection) 

在每个上课日的开始，学校将举行最多 60 秒的默想。此默想时刻不是作为宗教仪式或礼拜，而是对当天即将来

临的活动的默想。 

招揽学生或雇员 

禁止任何商业、工业、机构，或个人为了销售产品、服务或会员身分，而在学校场所招揽学生或雇员。除了经亨

利郡教育董事会批准的特殊活动外，在学校或通过学校销售任何物品或订阅读物，或为募捐或筹款而举办的活动

是禁止的。请不要让您的孩子带任何东西到学校卖给学生或雇员。 

 

学生记录 

亨利郡学校教育董事会已根据州和联邦规定，制定政策和程序以确保学生记录的机密性。家长有权检查学校保持

之其子女的学生记录。如果父母对他们孩子的学生记录信息有疑问，应该联系校长。 

 

名录信息(Directory Information)：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FERPA)是联邦法，规定学区除了某些例外情况

外，从学生的教育纪录揭露可识别的个人信息前，须取得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不过，亨利郡学校可不经家

长同意揭露名录信息。名录信息的主要目的是允许学区将学生的教育纪录列入某些学校刊物内。这些例子包括：

荣誉榜、毕业项目、运动参与/表扬、年鉴，和戏剧演出的海报。 

 

名录信息可认为是学生、家长和大众普遍感到兴趣的信息。以下学生信息归类为名录信息： 

 

学生姓名、地址和电话列表； 

出生日期和地点； 

出席日期； 

参加官方认可的活动和运动:； 

照片； 

录像和声音影像及录音； 

获得的毕业文凭、荣誉和奖励； 

主要学习领域；和 

学生最近就读的前一所教育机构或学校名称。 

 

除非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生另有要求外，名录信息可在请求时向大众公开。 依照1965年小学和中学教育

法(ESEA)，除非家长或监护人选择退出名录信息，学区必须提供学生名录信息给征兵单位。 

 

家长/监护人和符合资格的学生，有权拒绝将其学生信息指定为名录信息。为行使此权利，必须在注册日期后三十

(30)天内，向校长提出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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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信息：学业信息包括个别学生的出勤和纪律记录、成绩单和考试结果。该信息是机密的，并限制进入/使用。

学生记录可提供给学生家长/监护人。提供家长/监护人的权利可在学生满十八岁时，移转给学生。  

 

专业人员在执行学校正常职务和获得教育局长批准时，可进入/使用学生记录。 

 

法律规定限制进入/使用学生记录的例外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a.  如果依照司法命令或合法传票，可提供所有或部分的学生记录，应向家长和符合资格的学生提出事先通

知。 

b.  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且如果相关人员为了保护健康和安全，必须知道学生记录内的信息，该人员可进入/

使用学生记录。 

c.   如果学生搬到学校系统内的另一个就学区，或试图在系统外的学校注册入学，在收到新学校的正式请求

后，学生纪录将送到该校。 

关于记录不正确、误导的信息，或违反隐私权或学生权利的信息的问题，家长/监护人应联系校长，要求更正或删

除学生记录内的该等信息。  

 

学生在校之监督 

学生在正常上课日受学校雇员的监督。除了上课日和上课日后学校主办的活动外，学校不对在学校场地的学生负

责。每天早上7:15前，学校不负责监督学生。 

 

自杀防止方案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遵守乔治亚州教育董事会依乔治亚州杰森•佛莱特法案 (Jason Flatt Act- Georgia)所设政策而制

定的标准和政策。 现行政策可在学校系统网站查到。如需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学生服务部门。 

 

电话使用 

除了校长或其指派人定义的紧急状况外，学生不得使用办公室电话。如果学生生病，学校雇员会电话连系家长。

如果学生必须安排和其他人一起回家，必须要家长送字条到学校。学生不能到校后打电话回家做此种安排。 

教科书和教学订单和存货列表   

学校应使用采用作为学校系统课程材料的教科书/教学资源。教学服务部门将根据下学年预测的登记人数，订购教

科书。校长或其指派人负责维持正确的教科书存货清单，并将需要及时通知该部门。遗失、被窃或损坏的教科

书，必须由学生按实际重置成本支付。 

 

如果学生遗失或损坏教科书和/或媒体材料，将向家长收取完整的重置成本，学生可能受纪律处分。一直到赔偿

后，才能发替换教科书和媒体材料。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支付学生应负责的遗失或损坏教科书，或其他

教学材料费用， 可扣留成绩报告、毕业文凭，或进展证明。 

交通变更 

除非提出家长签名的字条，学生不得变更通常回家的方式。家长应该提出具体日期和指示，说明孩子应载送回家

的方式。校长或副校长必须批准该字条。  

 

最后一刻的交通变更请求可能使学生困惑和心烦意乱。为避免放学时对学校造成此种困惑和干扰，如果必须对孩

子回家的交通方式作意想不到的变更，请家长尽早通知。 

往返指定校车站交通 

学生在指定校车站接送。学生只能搭乘指定校车。亨利郡学校系统负责从校车站载送学生到校，并从学校送到校

车站。学生回到指定校车站后，亨利郡学校不再对学生负责。  

 

录象机/录音机 

学校各处都安装录象机/录音机。在校车上使用录象机/录音机帮助监督。为改进教学、发展处理学生行为的策

略，和作为发生不端行为的证据，教室里可能使用录像/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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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客 

我们鼓励家长到学校参加会议和学校活动。学生不能带亲友到校作”度过一天”的访客。任何到课堂观察的访客，

必须事先通知并得到校长或其指派人的批准。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学校访客到达时，必须向学校办公室报到签到。访客在校时必须配戴访客徽章。  

某些联邦法和指导方针  

亨利郡学区遵守 1964 年民权法案 Title VI 、1972 年教育修正案 Title IX 、1973 年康复法案、残疾美国人法案、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海区(Hatch)修正案、职业教育指导方针，和运动性别平等法案。请审阅以下和您的

孩子有关的联邦法律和规则的选择内容：  

 

A.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课程不得基于性别而分开教授，但在教材和讨论专门探讨人类性行为时，男生和女生可以分开上课。 

 

B.  运动性别平等 

依 O.C.G.A. § 20-2-315 规定，在此通知学生，亨利郡学区的运动平等协调员就是学生服务主管，电话：770-

957-6601。关于运动平等或指称的性别歧视问题或申诉，可提交运动平等协调员。如需进一步信息，请参阅当地

董事会 JAA-E(1)。 

C.  学生记录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FERPA) 提供家长和年满 18 岁的学生(“合格学生”)，关于学生教育记录的某些权利如

下：  

1. 在学区收到查阅的请求后 45 天内，查看和审视学生教育记录的权利。家长或合格学生应该向学校校长

(或相关学校职员)提出书面请求，指明希望查阅的记录。校长将安排查阅，并通知家长或合格学生可

以查看记录的时间和地点。  

2. 请求修正家长或合格学生认为不正确、误导的或违反学生隐私权的教育记录的权利。家长或监护人应

该写信给校长，明白指出记录有疑问的部份，并具体说明为什么不正确、或误导或违反学生的隐私

权。学区会将决定通知家长或合格学生，并告知关于请求更正的听证会的权利。有关听证会程序的进

一步信息，会在通知听证会权利时，提供家长或合格学生。  

3. 同意公开在学生教育记录中可辨识个人身分的信息的权利，但 FERPA 准许不需同意即可公开者，不

在此限。 以下为 FERPA 允许不需同意即可公开的有限的、非详尽的内容清单：  

a. FERPA 许可不需同意即可向具有合法教育利益的学校职员公开。 学校职员指学区雇用为行政

主管、监督人员、教员或雇员(包括卫生和医疗人员和执法单位人员)的人；在学校董事会任职

的人； 和学区订有合同执行特殊工作的人(比如律师、审计员、医疗顾问，或治疗师)；或任职

官方委员会(比如纪律或申诉委员会)，或帮助另一位学校职员执行工作的家长或学生。如果学

校职员必须审查教育记录，以执行专业责任，该职员具有合法教育利益。  

b. FERPA 也许可不需同意即可向卫生和安全紧急状况的相关职员公开可辨识个人身分的信息，

如果必须公开信息给收受的当事人，以因应紧急状况，并保护学生或其他人的健康或安全。  

c. FERPA 准许公开以响应合法开出的司法命令，或合法开出的传票。  

d. FERPA 准许不需同意而公开教育记录给学生企图或打算注册入学的另一所学校职员。  

e. FERPA 准许不需同意而公开教育记录给有权查阅学生个案计划的专门机构社会工作者，或其

他州或地方儿童福利机构的代理人。  

 

 

 

 



Elementary Student & Parent Handbook, 2016-2017 - Chinese 
 

[35] 
 

4. 向美国教育部提起关于指称学区未遵守 FERPA 规定的申诉的权利。管理 FERPA 的办公室名称和地址

如下：  

                 家庭政策遵循办公室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 SW, 

     Washington, DC 20202-4605 

  

                           如需有关亨利郡学区所指定的学生可辨识个人信息种类表列，请参阅本手册第 32 页名录信息一节。 

 

D. 研究和学生调查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PPRA)提供家长某些权利，是关于学校为了行销而办理的调查、收集和使用信息，和某些身

体检查。 

 

依州法，这些权利从家长移转到年满 18 岁的学生，或脱离家长管教而获得合法权利的未成年人。这些包括有

权：  

 

1. 在学生必须接受关于以下受保护部份(“受保护的信息调查”)的一项或多项调查时行使同意权，如果该调

查的全部或部分接受美国教育部方案提供资金：:  

a. 学生或学生家长的政治关系或信仰；  

b. 学生或学生家属的精神或心理问题；  

c. 性行为或态度； 

d. 违法、反社会、自己认罪，或有损人格的行为；  

e.与被告有密切家属关系的其他人的批判性评价；法律承认的特许保密关系，比如和律师、医生

或牧师的关系； 

f. 学生、学生家长的宗教活动、关系或信仰；或  

g. 收入，除了法律规定用来决定方案资格外。  

 2. 接受通知，并有机会让学生不参加：  

a. 任何其他受保护信息的调查，不论是否接受资金提供；  

b. 除了听力、视力、或脊椎侧弯筛检，或任何州法律允许或规定的身体检查或筛检外，规定作为

就学条件、由学校或其代理人提供的任何非紧急、侵入性身体检查或筛检，但并非保护学生的

立即的健康或安全所需；和  

c. 涉及收集、公开或使用从学生取得的个人信息的活动，以行销或出售或分发信息给他人。 

 3. 在施用或使用前，请求检查：  

a. 学生的受保护信息的调查；  

b.为了上述行销、出售或分销，用来从学生收集个人信息的工具；和  

c. 作为教育课程一部份的教学材料。  

在实施受保护信息的调查上，和为了行销、出售或其他分销目的之收集、公开或使用个人信息上，学区

已采纳保护学生隐私权的政策。学区将至少每年在学年开始时，或有任何重大改变时，直接将这些政策

通知家长。对于安排在学年开始后的调查和活动，将提供家长下列已规划的活动和调查的合理通知，并

提供机会让孩子退出这些活动和调查。以下是本规定所涵盖的具体活动和调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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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为了行销、出售或其他分销之收集、公开，和使用个人信息。  

 ii. 实施任何未接受美国教育部提供全部或部份资金的受保护信息的调查。  

iii. 以上所述任何非紧急、侵入性的身体检查或筛检。  

认为权利被违反的学生或家长，可提出申诉至：  

美国教育部，家庭政策遵循办公室(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5901.  
 

在此通知学生和家长，亨利郡学区的协调员是：  

 

Mr. Virgil Cole, 行政服务 (Titles VI and IX); Ms. Wanda Williams,特殊学生教育 (504); Ms. Debra Delaine, 特殊 

学生教育 (IDEA); 和 Dr. Curt Miller, 学生服务(运动平等)。协调员联系地址： Henry County Schools, 33 North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eorgia 30253, 770-957-6601.  
 

性骚扰政策(JCAC 政策)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政策是维持一个免于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和残障的各种歧视和骚扰的学习环境。 

 
学区的任何学生、雇员，或第三人通过以下定义之含有性意味的行为或交流骚扰他人者，构成违反 JCAC 政策。 

如果任何人认为自己曾遭受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应该立即将该行为向此政策指定的适当雇员报告。亨

利郡将调查所有指称的性骚扰申诉，不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口头或书面的。学区人员和学生应配合调查，并如

实、迅速和充分响应。不如此做可能导致纪律处分。 

性骚扰定义 

性骚扰的定义为学区雇员(或第三人)对学生，或学生对学生或雇员(或第三人)的不受欢迎的性追求、性交请求，或

其他不适当的、有性意味的口头、书面或身体行为。此不端行为构成性骚扰，当： 

1. 明示或暗示顺从该行为是个人教育的条件； 

2. 顺从或拒绝该行为被用作影响个人的学业决策基础；或 

3. 该行为的目的或作用是严重干扰个人的学业或专业表现，或制造令人畏惧、敌意，或令人不快的学术环

境。 

上述定义的性骚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 口头骚扰或虐待； 

2. 催逼发生性行为； 

3. 对人反复说带有性暗示或贬低意味的评论； 

4. 不受欢迎的触摸； 

5.  暗示或要求性关系，并伴有对个人教育状况的暗示的、明显的威胁、或清楚的威胁； 

6. 令人不快的或不受欢迎的性追求或挑逗； 

7. 对个人或其身体特征的绘声绘色或侮辱性的口头评论； 

8. 陈列性暗示的物品、图画、卡片或信件； 

9. 猥亵的或暗示的评论或手势； 

10. 雇员和学生约会和/或浪漫地和学生牵扯在一起；或 

11. 性暴力，即包含性行为或性目的的侵略性身体行为。 

牵涉学生的性骚扰可能发生在许多环境中，并可能涉及各种各样的人。这些情形可能包括以上所列各项，也可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 学生对学生的骚扰； 

2. 学生被亨利郡学校的雇员、代表人、志愿者，或第三人骚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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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亨利郡雇员或第三人被学生骚扰。 

被发现违反此政策的人将受适当的纪律处分。这些处分包括法律、董事会政策，和学生行为准则批准的处罚。如

果适当，经认证的雇员将提报给职业标准委员会裁定是否违反教师伦理道德规范。这些处分也包括指定用以终止

性骚扰和防止再发生骚扰的其他措施。 

 

故意捏造性骚扰指控的人应受纪律处分。隐瞒信息、故意提供不正确事实、违反隐私权和保密规定，或以其他方

式阻碍性骚扰调查之人，应受纪律处分。 

 

对指称的性骚扰提出申诉之人或协助调查该申诉之人进行报复是明确禁止的。报复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种类之恐

吓、报仇，或骚扰。对于证实之报复行为应实施适当的纪律处分。 

 

性骚扰申诉解决程序 

如果任何人认为自己是性骚扰的受害人，或知道其他人是学区雇员、第三人或学生性骚扰的受害人，我们鼓励他

们直接向他们的学校或工作场所的场所管理人、学校校长、学校助理校长、学校辅导员，或 Title IX 协调员提出

申诉。任何接到性骚扰申诉的学区雇员，也应将指称的性骚扰通报给场所管理人、学校校长、学校助理校长、学

校辅导员，或 Title IX 协调员，作进一步处理和调查。  如果申诉涉及场所管理人或学校层级的行政主管，该申述

应直接向管理人/行政主管的直属长官提出。该直属长官将进行适当的、可靠的，和公正的调查。 

 

如需协助提出申诉，包括关于应向谁提出申诉的信息，可联系学区的 Title IX 协调员。董事会已指定行政服务部

门的助理局长为 Title IX 协调员，以处理此种询问，联系地址是：  

 
Henry County School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eorgia 30253 
770-957-6601 
  

如果调查期间有正当理由采取过渡措施，学校/学区将决定适当的过渡措施，以确保指称的受害人和/或申诉人的

安全。过渡措施将根据个案和可获得的事实而决定，不会不成比例地影响指称的受害人和/或申诉人。     

任何人亦可依本政策概述的方式提出指控性骚扰的正式申诉。提出申诉或报告性骚扰不会有损个人的地位，也不

会影响未来的就业、成绩或工作分配。  

调查发现有歧视或骚扰之情形时，学区将采取措施防止歧视或骚扰再发生，如有必要，将提供适当补偿给申诉人

或其他人。 

依本政策的性骚扰申诉的调查和解决，分为以下三个层级： 

 第 1 级 – 行政审查(学校校长/督察员)   

 第 2 级 – 性骚扰正式申诉 (行政服务办公室)  

 第 3 级 – 教育局长(或指派人)审查 

 

处理性骚扰申诉的程序如下： 

 

第 1 级 – 行政审查 

董事会鼓励所有人在提出正式申诉前，先尝试在相关场所(当地学校或学区层级)解决不满之情形。如果该事情不

能在场所解决，申诉人可选择以书面请求依第 2 级进行调查。场所管理员 (或其长官，如果申诉针对场所管理员)

应立即进行关于指称的性骚扰的内部调查。作为调查的一部分，管理员得约谈指称的受害人和被控诉者。这些约

谈将分开进行。在调查程序中，申诉人和被指称的加害人有机会向调查人提出证人和证据供考虑 。管理员(或其

主管)将对被指称的受害人和/或其家长/监护人告知调查结果。 

如果申诉在行政审查的层级解决，将视为结案。如果申诉人要求进一步审议指控，申诉人必须依本政策第 2 级提

出正式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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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级 – 性骚扰正式申诉  

申诉人必须提起书面申诉，其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1. 被指称涉及不端行为的学区雇员、第三人，和/或学生的姓名； 

2. 具体指控的书面陈述； 

3. 指称的不端行为日期； 

4. 指称的不端行为的证人姓名和联系信息(如果知道)； 

5. 提供考虑的证据; 和 

6. 申诉人寻求补救的清楚陈述。 

书面申诉和额外的支持文件，必须在指称的不端行为后三十(30)个历日内，提出于行政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对本政策而言，历日指一个月所有天数，包括周末和假日。 

  

行政服务办公室将自收到申诉日期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指定一名人员进行调查，并提供书面决定给申诉人。

对本政策而言，”工作日”的定义为学区行政办公室开张营运的任何一天。 

如果申诉人希望对第 2 级的决定提起上诉，必须提出书面上诉至教育局长办公室，该上诉应包括但不限于： 

1. 上诉理由；和 

2. 申诉人寻求补救的清楚陈述。  

 

上诉必须在书面决定日期后十五(15)个历日内，向教育局长办公室提出。 

第 3 级 – 教育局长(或指派人)审查 

教育局长(或指派人)应在收到上诉后三十(30)个工作日内，审查性骚扰申诉、调查结果，并向申诉人提供书面决

定。 如果需要，教育局长(或指定人)得向申诉人和/或涉及申诉的其他人请求额外信息。   

  

教育局长的决定为确定的决定。  

申诉人和被指控者的机密权将受到尊重，以符合董事会的法定义务，和符合调查不端行为指控和对该行为采取纠

正处分的必要性。 

所有性骚扰的指控将被彻底调查，并展开立即、适当的矫正或纪律处分。所有性骚扰指控的相关文件，将予保

留。已证实的对雇员的指控，将使该人受纪律处分，包括解雇。 

已证实的对学生的指控，将使该学生受纪律处分，包括停学或开除。 

亨利郡学校教育董事会政策 

在此通知学生和家长，所有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政策可在 www.henry.k12.ga.us 网上找到。到了我们的网站后，

用您的光标滚动到名称为”教育董事会”(Board of Education)的标题，那是在图片下的黄条内。滚动到”教育董事

会”，点击“eBOARD”。在“eBOARD”网页上，滚动到名称为”政策” (Policies)的标题，那是在横跨网页上方的蓝条

内，然后选取您需要的政策。 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所有政策，都在”政策”一节内。您可联系您孩子学校的总办公

室索取政策的副本，或连系亨利郡教育董事会行政服务部门，地址是 33. N. Zack Hinton Parkway, McDonough, 

Georgia 30253，电话 (770) 957-6601。 

以下政策和学生、家长和小区有直接关系，并在此刊物出版时，获得亨利郡教育董事会的批准(所有 HCBOE 的完

整清单可在我们的网站取得)： 

A. 学区组织 

代码  说明 

AEA   学校行事历 

AF  上课日  

B. 学校董事会运转 

http://www.henry.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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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般学校行政 

D. 财政管理 

E. 业务管理 

代码  说明 

EBBC  紧急状况演习 

EDC  交通安全 

EDCB  校车行为 

EDD  校车时间安排和路线安排 

EEA  免费食物服务 

EED  贩卖机 

EEE  健康方案 

F. 设备扩张方案 

I. 教学方案 

代码  说明 

IBB  特许学校 

IBB-E(1) 特许学校 – 申诉程序 

IDAA  职业教育 

IDAG  价值/人格教育 

IDB  健康教育 

IDCA  暑期班 

IDCE  大学先修 

IDDA  不便项目(Disadvantage Programs) 

IDDB  补救项目 

IDDD  资优学生方案 

IDDF  特殊教育方案 

IDE  联课活动(Co-Curricular Activities) 

IDE(1)  竞争性校际活动，9-12 年级 

IDE(2)  竞争性校际活动，6-8 年级 

IDFA  运动性别平等 

IED  安排教学 

IEDA  松散的(Unstructured)休息时间 

IFA  教学材料 

IFAA  教科书的选择和采纳 

IFBGA  电子交流 

IFC  小区教学资源 

IFC-E(1) 小区教学资源 

IFCB  实地考察旅行和远足 

IHE  升级和留级 

IHF(5)  毕业要求 – 2002-03 至 2007-08 秋季进入 

IHF(6)  毕业要求 – 2008-09 秋季和之后进入 

II  考试项目 

IKD  学校典礼和庆典 

IKDB  毕业典礼 

J. 学生 

  代码  说明 

JAA  平等教育机会 

JAA-E(1) 平等教育机会 – 运动性别平等: 程序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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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A-R(1) 平等教育机会– 提供服务之动物(Service Animal) 程序 

JBA 强制就学年龄 

JBB 入学年龄 

JBC(1) 无家可归学生 

JBC(3) 社会安全号码 

JBCA 居民学生(Resident Students) 

JBCB 非居民学生(Nonresident Students) 

JBCBA 学费 

JBCCA 分发学生到学校 

JBCD 转学和退学 

JBD 缺席和理由 

JBF 放学时间 

JBFA 宗教节日 

JCAC 骚扰 

JCD 学生行为 

JCDAB 学生使用酒精 

JCDAC 学生使用毒品 

JCDAD 校车行为 

JCDAF 学生使用电子装置 

JCDAG 恃强凌弱 

JCE 学生抱怨和申诉 

JCEB 学生听证程序 

JD 学生纪律 

JDE 开除 

JDF 老师将学生逐出课堂的权力 

JE 辅导方案 

JGC 学生健康服务 

JGCB 学生预防接种 

JGCB-E(1) 学生预防接种  - 宗教冲突宣誓书 

JGCC 传染性疾病 

JGCD 药物 

JGF 学生安全 

JGF(2) 隔离或限制学生 

JGFA 紧急状况演习 

JGFGB 脑震荡处理 

JGHA 免费食物服务 

JGI 虐待儿童或疏于照管儿童 

JGIA 性犯罪者的登记 

JGJ 危机干预 

JHB 学生活动资金管理 

JL 礼物/赠与 

JQE 怀孕的学生 

JQK 交换学生 

JQK-E(1) 外国学生  - 申请表 

JQKA-E(1) 外国学生 – 必要文件 

JR 学生记录 

JS 学生费用、罚款，和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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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一般公共关系 

代码  说明 

 KB  公共信息项目 

 KEB  招揽 

 KEBA  学生招揽 

 KG  使用学校设施 

 KG-E(2) 使用学校设施 – 申请表 

 KN  申诉 

 KN-E(1) 申诉 – 申诉表 

L. 组织间的关系 

M. 和其他教育机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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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学生和家长 

确认表 

 

请在收到学生和家长手册后五(5)天内完成并交还。 

学生和家长手册 

学生和家长手册含有关于亨利郡学校政策、程序和方案的重要信息。学生和家长应该在学年开始时阅读本手册，

并保留本手册供未来参考。 

 

以下签名的每一人，确认已经阅读和收到所述年份的亨利郡学生和家长手册(“本手册”)。以下每一家长/监护人也

已收到、阅读，并和孩子讨论本手册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行为准则、纪律程序、服装规范，和违反乔治亚州强

制就学的规定和处罚，并且以下每一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同意完全遵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印刷体书写家长/监护人姓名                              以印刷体书写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         年级 

班级导师/顾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团和组织 

学校必须提供一份学生可以参加的所有社团和组织列表给家长。家长/监护人应该审阅此清单，如果他们希望禁止

孩子参加任何学校社团或组织，应该以书面通知学校。如果学年期间成立新的社团或组织，将会送给家长同意学

生参加的表格。 

 

确认通知: 我已收到 2016-17 学年，学生可以参加的学校社团和组织列表。我了解如果我希望禁止我的孩子参加

特定的社团或组织，我必须以书面通知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我不同意我的孩子参加以下学校社团和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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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Woods,Georgia’sSchoolSuperintendent 

                                                                           “EducatingGeorgia’sFuture” 

 

校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职业调查 

请完成此表格以确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接受Title I, Part C之额外服务 

 

最近三年您的家庭是否搬迁以便在另一城市、郡或州工作?        是      否 

如果是，您的家庭在什么日期抵达您居住的城市/城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去三(3)年间，您的任何直系亲属是否涉及以下职业之一，不论是全职或半职或临时性质? (请勾选所有适用的) 

 1) 农业；种植/采收蔬菜，比如西红柿、南瓜小果(squash)、葡萄、洋葱、草莓、蓝莓等。 

 2) 种植、栽培或砍树(纸浆用木材)/耙拢松叶 

 3) 加工/包装农产品 

 4) 乳品/家禽/家畜 

 5) 肉类工业/肉类加工/海鲜 

 6) 捕鱼或养鱼场 

 7) 其他(请具体说明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学校名称                                                  年级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或监护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 

请将此表格交回学校 

此调查的回答将帮助确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接受Title I, Part C项目的额外服务 

 

学校/学区请注意：如果回答"是"而且勾选1-7的一项或多项，请将此表格交给您学校/学区的移动性/季节性工人(migrant)联络员或连系人。请

将正本保存在学生纪录。未接受资金(non-funded)(财团(consortium))系统应传真家长职业调查至服务学区的地区MEP办公室。如有其他问

题，请拨电话给服务您学区的MEP。 

 

GaDOE Region 1 MEP, P.O. Box 780, 201 West Lee Street Brooklet, GA 30415 

Toll Free (800) 621-5217 Fax (912) 842-5440 

GaDOE Region 2 MEP, 221 N. Robinson Street, Lenox, GA 31637 

Toll Free (866) 505-3182 Fax (229) 546-3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