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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前景：GCPS將會

成為世界一流的教育系

統。在這裡，學生會學到

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使之

將來無論是到大學繼續求

學，還是進入社會的就業

市場，都將獲得成功。 
 
 
 
我們的使命：我們 GCPS的使命就是

培養每一個學生擁有卓越的學術知識，

扎實的生活技能和優秀的行為表現。無

論用地方，全國，或世界一流的標準來

衡量，我們都將是最好的。 
 

“世界一流”的定義 
對穀內郡公立學校教育局（GCPS）來說，“世界一流”的含義就是無論從數

量上還是品質上，我們的畢業生和在校生，我們的服務系統和組織結構等諸

方面都是教育界最好的。這一事實已經得到我們所服務的物件，與學校息息

相關的社會團體，教育界同仁，和同行競爭對手的認可，接受，稱許和效仿。

由此推論之，稱之為“世界一流“的學校應具備以下特點： 
• 高標準的學術要求； 
• 具備挑戰性且切合實際的綜合性課程； 
• 有成效的，具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 
• 準確而且目的明確的測試； 
• 常常參與培訓學習，致力於在本職工作中不斷提高和完善，高效率，激勵

他人的教職員工； 
• 安全穩妥的學習環境； 
• 致力於不斷提高服務品質的文化； 
• 健全的問責制； 
• 與社會團體及家長的富有成效的合作； 
• 融入教學和學習的先進技術及資訊系統； 
• 運用創新的方法進行合理的時間安排，人員配備，以及資源使用； 
• 有利於教學和學習的行為標準； 
• 在採納各方面意見和吸取他人長處的同時，有滿足社會需求的承諾。 
 

為完成我們的使命努力 
GCPS教育系統通過了我們將為之努力的七項終極目標。這些目標明確的將我們的前景規劃和肩負的使命緊緊連在了一起–

我們將為達到“世界一流”水準而不懈努力。 
 
為此，我們GCPS教育系統將做到如下幾點： 

• 保證所有學生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注重教學和學術知識和技能（AKS）的學習。 
• 確保一個安全，和諧，有次序的學習工作環境。 
• 為使所有學生取得最好成績，我們負責管理妥其財政資源和一切必要的資源，為滿足當前和未來的需求做好充分準備。 
• 招聘，雇用，訓練和保留我們的教職員工，共同完成我們的目標和使命。 
• 在這個資訊多變的時代，我們的技術系統和操作程式既要有成效，又要達到理想效果。 
• 以最佳管理方法，提供和管理本系統的全面設施和運作。 
• 像商業集團運作一樣，應用持續品質改進的方式和原則，打造一個世界一流的教育系統。 

穀內郡教育局的核心理念和承諾 
我們的核心任務是教學和學習。這是本系統的頭等大事，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所有學生都能達到或超過本年級所要求的知識水準。我們的工作就是讓本縣的每一個學生達到這一要求。 

所有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該發揮他們的最大潛能。通過我們和他們的共同努力，學生們將會做到這一點。 

學校對每一個學生的一生將產生極其深遠而重要的影響。GCPS會給每個學生留下一個積極正面的影響。 

高品質的教學計畫，需要有嚴謹的課程，有效的教學，和持續的測試評估。這是我們對本縣學校每一個課堂的嚴格要求。 

所有學生都應當享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學習環境。我們承諾為每個在本縣學習的學生提供這樣一個環境。 

 
It is the policy of Gwinnett County Public Schools not to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sex, religion, national origin,  

age, or disability in any employment practice, educational program, or any other program, activity, or service. 
 

穀內郡公立學校（GCPS）政策規定，工作中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因他人的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民族血統，年齡，或殘疾而產生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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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tt 教育局董事會成員 

 

 Louise Radloff Carole Boyce, Robert McClure博士 
 2012主席 2012副主席 第四區 
 第五區（District V） 第一區（District I） （District IV） 
 

 Mary Kay Murphy博士 Daniel D. Seckinger, J. Alvin Wilbanks, 
 第三區（District III） 第二區（District II） 總裁/教育局長 
    

Gwinnett教育局董事會依照喬治亞州法律和本董事會政策，授權此手冊的出版發行。該手冊包含了對
所有家長，學生，教職員工，來訪者和其他公民的重要資訊。 

 
本手冊的目的是為支援學校的教學工作並完善與學生和家長的互動。 

它是我們教育系統各個部門合作和共同努力的產物。所有資訊為以下部門所提供： 
CEO/Superintendent’s Office 

Division of School Leadership and Operational Support 
Divis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pport 

Division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Division of Facilities and Operations 

Division of Human Resources 
Divis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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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 
 
尊敬的學生家長及家人， 
歡迎大家進入2012-13學年！為了幫助您的孩子在新的一年取得良好的成績，

我們需要讓您和您的孩子對學校的政策和運作程式有一個全面的瞭解，並且領

悟我們在學業和行為表現上對學生們的期待。 

每一位在GCPS工作的教職員工，從您孩子的校車司機到班上教書的老師，從

您孩子學校的校長到教育局每一個董事會成員，都在積極努力，為我們的學生

提供一個安全，有次序，而且出成果的學習環境。我們致力於完成的七項目標

中有兩項是這樣闡述的： 

• 保證所有學生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注重教學以及學術知識和技能

（AKS）的學習 

• 確保一個安全，和諧，有次序的學習工作環境 

今年的學生/家長手冊為大家提供了豐富的教育局系統資訊，這將有助於您瞭

解我們系統整一學年的各科課程，以及對學生出勤率和行為規範的要求。請特

別注意學生紀律規範的章節和負責任的使用技術的細節，因為今年我們根據家

長和老師的意見對那一部分作了修改。您還將在本手冊裡找到更多的重要資訊，

如校曆，學校早中餐的營養方案，以及作為家長，您對孩子教育的責任和權力。

（如希望得到您孩子學校的具體資訊，請查看當地學校的手冊。） 

我們很幸運，GCPS擁有出色的學生。我們的學生絕大多數是有禮貌，認真學

習的年輕人，他們守紀律，從來沒有超出課堂上以外的紀律處罰。而且，他們

注重學習，關心老師和他人。這些學生沒有理由容忍那些選擇調皮搗蛋的少數

人來騷擾他們的正常學習。本教育系統的政策和對學生行為規範的實施向您提

供了保證，您孩子的教育和安全是我們學校的首選任務。 

我們鼓勵每一個學生和家長閱讀並審查本手冊的內容，與學校的教職員工一起

攜手努力來實現我們為學術和安全所制定的目標，使所有的學生可以享受到優

質的和有效的教育。 

祝願大家在新的2012-13學年裡，取得教學和學習上的最大成功！ 
 
誠摯的, 

 

     
J. Alvin Wilbanks, Louise Radloff, 
CEO/Superintendent 2012 Chairman 
總裁/教育局長 Gwinnett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2012年教育局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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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說 明  
 

1 學生節假日 

 因冰雪天停課補課日或學生假日 

 提前放學日（幼兒班-8年級） 

 高中生期末考試（9-12年級） 
提前放學日： 在中小學裡，一年有兩次提前放學

日，以召開家長會。 學校提前兩個半小時放學。 

本校曆包括了三天冰雪補課日。如果學校因惡劣天

氣而停課，以下為學生補課日： 
• 第一天停課 – 2月15日補 
• 第二天停課 – 2月18日補 
• 第三天停課 – 3月29日補 
未用完的補課日將為學生假日。 

如果因為惡劣天氣學校停課或提前放學, 穀內郡公

立學校（GCPS）電視臺，學校系統網站 
（www.gwinnett.k12.ga.us），Twitter 和
Facebook, 以及亞特蘭大地區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

會將該消息告知大家。 全天停課通知通常會在清

晨六點前發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瞭 解 更 多 。 。 。  
 觀看以下有線電視臺的GCPS TV，或上網通過

流播觀看現場節目，或觀看點播電視(on-
demand) (www.gwinnett.k12.ga.us/gcpstv/)：
  

 AT&T      列在當地政府下 

Charter       22台          

Comcast     24或26台 

 上網註冊eNews (GCPS電郵時事通訊月刊)，和

BeThere@GCPS以獲得家長資源。. 

 在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四參加學校董事會。 
 
 
437 Old Peachtree Rd., NW,  
Suwanee, GA  30024-2978 
678-301-6000  
www.gwinnett.k12.ga.us 

 

 
 

2 
0
1
2 
| 

2
0
1
3 
學 
生 
校 
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線 關 注 我 們  

在線掌握學校系統新聞和當前活動.，請在www.gwinnett.k12.ga.us主頁注意以下標誌：  

 在學校系統網站訂閱GCPS的

RSS news feeds 。 

 

 在GwinnettSchools的twitter上

關注我們。 
 在 Facebook上找到Gwinnett郡

公立學校。 

http://www.gwinnett.k12.ga.us/gcpstv/�
http://www.gwinnett.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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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知識和技能（AKS）課程大綱 
我們 GCPS的使命就是致力於培養每一個學生，使他

們擁有卓越的學術知識，扎實的生活技能和良好的

行為表現。用地方，全國，和世界一流的標準來衡

量，他們都將是最優秀的。通過貫徹實施AKS所制

定的課程及標準，我們將完成這一重任和使命。

AKS羅列了教育局董事會所採納的教學內容和標準，

其目的是讓所有學生在學術知識和技能上取得優異

成績。AKS還包括了所有州的課程目標, 包括州在數

學(K-9)、語言科(K-12)所採用的喬治亞共同核心成

績標準(CCGPS),  和初中及高中學生在科學、社會

科與技術教育的讀寫能力標準。州和地方評估測驗

衡量學生的課程學習。每一個年級及其各門課程的

AKS在我們系統的網站(www.gwinnett.k12.ga.us)都能

查到。在新學年開始之際，我們還為家長準備了具

有概括性的包括幼稚園至八年級的AKS小冊子，以

供參考。 

學校為提高教學所制定的改進完善計畫

(LSPI) 
 
問責制和靈活性是GCPS成功的標誌。根據本局的

以改變增進學生成就行動理論，通過滿足本學區以

結果為基礎的評估系統概述的一定問責措施，GCPS
學校增得了靈活性。此外,  學校必須滿足通過本學區

與喬治亞州教育局的IE2合作協定所訂定的目標。每

所學校負責發展一份本地學校改進完善計畫

（LSPI）。學校以資料為依據，確定在五年內需要

改善的領域。對於整學年的每一個目標，學校將確

定具體的，可衡量的計畫。然後，決定如何在RBES
和IE²所給予的問責制和靈活性制約下，最有效地實

現這些目標。學校LSPI計畫的發展包括了教師，家

長，和社區成員的參與，使之整個學校以及當地的

社會團體都有機會為學校教學的改進完善出謀劃策。

要瞭解有關LSPI的詳細信息，請與當地學校的校長

聯繫。 
 
 

學生成績劃分 
 
二年級到八年級學生的成績，其分數等級如下： 

 
90% 和90%以上 A 優秀 
80%-89% B 良好 
74%-79% C 一般 
70%-73% D 及格 

 70%以下 U 不及格 
 
 
高中生的成績，依據AKS為每門課程所制定的標準，

用A, B,C,D,和F來計分。 
 
A =  平均成績在90%或90%以上，優秀 
B = 平均成績在80%至89%之間，良好 
C = 平均成績在74%至79%之間，一般 
D = 平均成績在70%至73%之間，及格 
F = 平均成績在69%以下，不及格 
 

出勤政策及其程式 

聲明 
每天按時到校上學對一個學生來說至關重要。這是

學生得到良好的教育，學有所成的基本保障。由此

也幫助他們養成一個將終生受益的良好工作習慣。

良好的出勤率還與學習成績的不斷進步密切相關。

要想掌握AKS所規定的課程和達到其要求，學生必

須保持起碼的出勤率。按時到校上學是家長和學生

的共同責任。本教育局長為學生達到最低的出勤率

要求規定了與州際相一致的程式和標準。 

定義 
曠課—翹課，任何受義務教育的孩子在一年內的無

故曠課不得超過5天。 

強制就學—法律規定，從六歲的兒童到十六歲的青少

年都必須到校上學，他們可以選擇去公立學校，私立

學校，或家庭學堂。每位家長，法律監護人，或任何

居住在本州的居民，如家裡有六歲到十六歲的適學齡

孩子，必須負責將孩子註冊並送他們去公立學校，私

立學校，或家庭學堂上學。哪怕是小孩被當地教育董

事會處罰停學或開除，依照州法律，他/她都必須在

某公立學校，私立學校，或家庭學堂上學。Official 
Code of Georgia (O.C.G.A.) 20-2-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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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如果學生上課鈴聲響後才到校，則為遲到。

（每一所學校都將為本校就讀的學生提供有關作息

時間的詳細資訊，告知具體到校時間，並在不同時

間應按時到達的具體位置）。 

早退 —家長，法律監護人，或被授權對學生負有責

任的成年人到校提領學生在放學前提早離開。每所

學校的全日時間表在學校手冊中可以找到。 

有理由的缺課—州教育總署條例160-5-1-.10對“有理

由缺課”有這樣的定義： 

1. 學生本人生病了，或者到校上課會危及自己和他

人的身體健康。 (i)當學生回到學校上課時，學校

可能會要求出示醫生或有關方面的證明，以確定

該生的曠課是出於正當理由。 

2. 學生家裡的直系親屬得了重病或死亡，該生不能

到校上課。(i)如果是因學生的直系親屬患重病而

缺課，那麼，在學生返校後，學校可能會要求學

生提交有關醫療方面的證明，以確定該生的曠課

是出於正當理由。 

3. 收到法庭傳票或其他政府機構的傳令，而不能到

校，這也包括在參軍前的身體檢查和其他事宜。 

4. 因慶祝宗教節日不能到校上課。 

5. 學校出現了危害學生健康和安全的狀況，使學生

不能上學。（在GPCS, 如出現了這種緊急情況，

教育局長將告知與大家，這時候不上學，是有正

當理由的。） 

6. 允許不超過一天的時間，為合法選舉權註冊在當

地有關部門登記，或在公共選舉中投票。 

7. 如果學生去喬治亞政府議會服務，學校應記錄該

生出勤，而不是曠課。 

8.  學生家長或法律監護人是美國軍隊或民警武裝的

一員，即將被派往前線打仗，或成為戰場後援軍，

該學生在一學年內可以有5天的有理由缺席，用以

與家人相聚。 

9.  學生擔任喬治亞州議會青年助理時，視為出勤。 

10.在收養家庭、或在人類服務局家庭和兒通服務處

下的收養照護系統的學生，在出席關於該學生的

收養照護法庭程式時，缺席的任何一日、一日的

部份或數日視為出勤。 

11.參加青少年學生選舉參與者(STEP)項目的學生視

為出勤，並在其於STEP專案服務的上課日，給與

全部學分。 

 

 

請假程式 
我們鼓勵家長或法律監護人在學生曠課的那天與學

校取得聯繫，告知該生不能來校的理由。而且，在

學生返校的那天，家長或法律監護人需讓該生交給

學校一份有簽名和日期的書面說明，解釋曠課的時

間和理由，並告知白天可以聯絡的電話號碼。為了

保證學生有機會補上所落下的作業，和讓學校將有

理由的缺勤記錄備案，我們希望在學生缺勤後返校

的當天能收到家長的書面說明或有關方面的證明。 
如果我們沒有收到家長的書面說明或有關方面的證

明，那麼學校將學生的缺勤記錄為無故曠課。當地

學校可以採用有效措施提高學生的出勤率，減少有

理由的或無故的缺勤。這包括，但不僅限於學校要

求家長/法律監護人提交相關的醫療檔（無論是有理

由的還是無故曠課）以證明學生多天未到校上課的

原因。如果學生連著五（5）天無故曠課，學校將與

家長，法律監護人，或該生的法人和制約者聯繫，

將曠課情形通知他們並告知其可能引起的後果。如

果學生連著五（5）天無故曠課，而學校又試著兩次

與學生家長/監護人聯繫，都無回應，那麼學校將用

掛號郵件把書面通知寄給家人，並要求收件後，寄

回收條，或用第一類郵件寄出。對那些14歲或14以
上的學生，如果他們有三（3）天無故曠課，我們會

通知學生及其家長，學校為此將向喬治亞州駕駛人

服務管理局備案，其後果可能是該生不能取得學車

執照或者他們的駕駛執照被吊銷。 
本州法律規定吊銷有以下行為學生的駕駛執照或駕

駛學習執照，時間為一年或者直到該生18歲為止： 
• 退學或連著10天沒有上學； 

• 本學年無故曠課10天或10天以上，或者上學年

無故曠課10天或10天以上； 

• 下列違法行為，無論是被聽證人員，紀律小組，

或特殊審判團所確定，還是因改變處所，或是

放棄出庭聽證之權利，選擇認罪等，都將受到

以上所提到的處罰：威脅他人，打架，造成對

學校老師或其他員工的身體傷害，在學校範圍

內或學校組織的活動地點藏有或販買酒精或毒

品，在學校範圍內或學校組織的活動地點擁有

或使用武器，做出了喬治亞州法律所禁止的性

侵犯行為(Chapter 6 of Title 16 of the Official 
Code of Georgia), 對他人造成身體上顯而易見的

大面積傷害，或對他人，包括同學的嚴重毀容

等。 

為了快速便利的促使學校與家庭的互動，如學生家

庭住址變動或電話號碼變動，務請家長，監護人，

法人和制約者迅速將新的住址和新的電話號碼通知

學校，以便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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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無故曠課，遲到，經常早退學生，其後果和

我們要採取的相應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列： 
- 清晨（上課前）禁閉  
- 放學後禁閉  
- 週六上學  
- 取消轉學 
- 社區服務（無償勞動）  
- 參加輔導組接受幫助 
- 失去停車位  
- 隔離午餐 
- 學生/家長會議 
- 停止上課，校內禁閉  
- 停學，不允許到校  
- 提交學校社會工作負責人  
- 轉交于少年法庭（無故曠課）  
- 轉交於社會服務機構 
- 轉交於紀律小組 
- 吊銷駕駛執照/駕駛學習執照 
 
在學校將學生無故曠課五天的情況通知了家長，法

律監護人，或該生的法人和制約者後，如果該生繼

續缺勤，那麼每一次的無故曠課，都將構成輕微的

犯罪行為。(O.C.G.A. 20-2-690.1) 在開始司法程序行

動，對違反本分項而處罰家長，法律監護人，或該

生的法人和制約者前，學校應用掛號郵件把通知寄

給該等家長，法律監護人，法人和制約者, 並要求收

件後，寄回收條。如果被定罪，學生家長，法律監

護人，或該生的法人和制約者將被罰款，金額在$25
至$100之間，或許該生將坐監，關押不超過30天，

或許該生被罰做體力勞動，或接受以上所列的多項

懲罰。這一切都取決於司法部門對此案的慎重裁決。

按法律規定必須入學，但卻選擇翹課，根據O.C.G.A. 
15-11-67，是“難於管教”的孩子。對於這些“難以

管教”的孩子，其後果可能是監外觀察，或進某看

管所，或拘留營，或少年司法部門為違法青少年所

設的其他勞教設施 
 
學生簽到和簽退的步驟和程式由當地學校規定。 

缺勤和學科成績 
 
如果以下條件符合，學生的學習成績不可因缺勤而

受影響： 
1. 缺勤是事出有因，屬於有理由的缺勤。 

2. 認真補齊了被落下的全部功課。 

（缺勤也許被認為是“無故曠課”但如果事前已被

批准並作了安排，補上未完成的作業應該是允許的。

具體步驟由當地學校所定。） 

如果學生被處罰在短時間不允許上課（1-10天），

那麼被落下的功課不會計算到他們的期末總成績裡。 
被罰不可上學的學生將補上老師指定的作業和測試，

這些內容可有助於説明學生掌握該門學科並影響其

期末總成績。不是老師要求需補上的作業，不會算

到期末總成績裡。學生的責任是在學校規定的具體

時間範圍內安排並完成要補上的功課。 
關於那些不屬法定入學年齡的在校生，如果他們連

著十天（10天）沒有到校上課，而且他們的家長/法
律監護人也沒有與學校聯絡，告知其原由，那麼就

是自動退學。在試著通知家長和監護人後，學校可

能會將這些學生在學生註冊名單中除名。即使是法

定入學年齡的學生，一旦被確定不再居住在本校系

統轄區內，學校將以退學處理。退學將從該生連續

曠課的第一天算起。 
對那些法定入學年齡的在校學生，每所學校都必須

盡力獲取有檔的證明，確定他們不再居住在本系統

所管轄範圍。 
有緊急狀況發生，學生必須馬上離校。如果這時全

天時間已過大半，那麼，這天可以不算缺勤。要想

算全日出勤，學生在校時間必須最少超過半天，時

間可以是不連續的，但一定是大半天時間。 
如果學生因某種原因需要離校，學校只能把他們交

給家長，或者家長在事先授權並已在學校備案的人

員，也可以用書信或電話告知學校，這時只要此人

向學校負責人出示相關證件，被確認其身份後即可

將學生走。 

Title I，家長參與之政策 
本董事會認為孩子的教育職責需由家庭和學校共同

承擔。為更有效的教育好孩子，學校和家長必須聯

手達成共識。父母和家庭對孩子教育的參與是一個

持久而不間斷的過程。這種參與不但能幫助父母和

家庭履行其最基本的義務，即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師。還能促進學校和家庭的無障礙雙向交流 
本董事會和GCPS所有學校必須遵守並支持以下法

律及相關的所有規定。這些法律包括：Title I，“提

高遭有不幸學生的學習成績”法案，2001年的“不

讓任何一個學生掉隊”法案， “公共法107-110”,  和
2012年2月9日核准的 “喬治亞州ESEA Flexibility 
Waiver”。家長和學校工作人員將聯合起草一份依據

Title I的關於家長改進完善的書面計畫，該計畫會制

定一些具體專案和實踐計畫加強家長的參與並反映

出學生和家長的需求。每所學校的計畫雖不雷同，

卻包括了家庭/學校契約。它將支持，發展，實施，

和定期評估家長參與計畫。 
教育局長或其指定負責人將親自指導監督本縣學校

Title I的家長參與政策的發展和年度審查，確切該計

畫包含並符合20 U.S.C.A. § 6312之內容。Title I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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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參與政策必須是與家長的共同制定，得到家長的

認可，並將此政策發到家長手中。Title I的家長參與

政策的制定，必須含有GCPS對家長參與的期待，並

且詳細說明我們GCPS將如何做到以下幾點： 
 

(1) 根據20 U.S.C.A. § 6312規定，家長必須參與該

計畫的起草，制定，審核，和改進的全過程。 

(2) 提供協調，技術援助和其他必要的支持，以協

助參與制定該計畫的學校在規劃和實施有效的

家長參與活動中，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和學校

業績。 

(3) 加強學校和家長之間的緊密聯繫，使得家長對

學生的教育有最大限度的參與。 

(4) 協調並彙集所有Title I和其他教學法（學前班至

12年級）的家長參與方法。 

(5) 在家長的參與下，Title I家長參與政策的內容和

有效性每年都會做定期評估，該評估會有助於

提高教學品質。其中包括：通過找出隔閡來提

高家長參與活動的積極性（特別關照的是那些

經濟狀況不好，殘疾，英語能力有限，讀寫能

力有障礙或是少數族裔的家長）；根據評估後

所得出的經驗和不足，設計更有效的家長參與

計畫，如有必要，會對Title I 家長參與政策進行

適當修改。並且， 

(6) 在學校進行這一評估活動時，請家長參與進來。 

學校營養方案之資訊 
作為在教育方面的一個重要環節，學校系統的營養

方案説明學生得到一個成功的學習經歷，並鼓勵他

們養成有益於一生健康的飲食習慣。由此，學校為

每個學生提供能享用負擔得起的膳食，所有餐食營

養豐富，美味可口，在令人愉快的環境中由富有愛

心的專業人士提供。 
初中和高中學生的早餐費和午餐費分別為$1.25和
$2.25。學生還可以申請免費或優惠餐。申請條件和

程式可在當地學校或本教育系統網站上查詢

(www.gwinnett.k12.ga.us)。您可以選擇在學校付伙食

費，或在www.mypaymentplus.com網站上直接用銀行

支票或信用卡往您孩子的帳戶上充值。 

教師的專業資格(NCLB) 
依照“不讓任何人掉隊”（NCLB）的章程規定，

家長有權要求查看自己孩子教師的專業資格之資訊。

下面所列是可能會被要求查看的資訊： 
1) 教師資格證書 

2) 教師所取得的包括專業的大學畢業證書或學位

文憑 

3) 如果有輔助專業人員提供服務，輔助人員的資

格證書 

如果您希望要求有關您孩子老師和/或輔助專業人

員資格資訊，請與學校校長聯繫。 

家庭變更 
如果學生在註冊後其法律監護人狀態有所改變，那

麼帶孩子來校註冊的家長/監護人或機構應通知當地

學校更新後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家長/監護人可

能會被要求取得並出示對孩子的保護或監護權的有

效證明，以免受到外界機構的干預甚至被取消其權

利。州際法律一般禁止在未經孩子的原註冊人允許

的情況下，通過將學生從學校除名來試圖更改未成

年人的監護狀況。即便是已經通過法庭判決，得到

給予孩子撫養權的人尋求改變，該禁令仍然適用。 
 

關於騷擾之聲明 
我們GCPS教育局的政策規定，無論是在本縣的教

育計畫和活動中，還是在GCPS操作管理的機構裡，

或是在本教育系統的日常工作中，都不可因性別，

年齡，種族，族群，膚色，殘疾，宗教信仰或民族

血統而遭到歧視。並且這一準則在進入Gwinnett教育

局運營的設施或在校方系統提供的雇傭慣例中同樣

適用。這是我們GCPS董事會的透明政策，它符合所

有現已生效的或以後頒佈的關於歧視的法律和法規。 
GCPS董事會現在不會並今後也不會容忍任何對學

生或教職員工的騷擾。“騷擾”一詞包括但不僅限

於：因某人的種族，族群，膚色，性別，宗教信仰，

原國籍，公民身份，年齡，或殘疾等，對其進行誣

衊，嘲笑，或用不遜的語言，圖案，或身體行為對

其挑釁。“騷擾”也包括性騷擾和性要求，不受歡迎或

有攻擊性的接觸，其他與性有關的語言，圖案，或

身體行為。 
如違反這一規定，教職員工將會受到紀律處分，甚

至包括立即解雇。違法這一規定的學生將會受到的

紀律處分，包括從學校開除。 

反歧視和申訴程式（Title IX） 

全體學生，家長和教職員工請注意： 
如果您認為您或您的孩子正因種族，膚色，宗教，

性別，年齡，民族血統，或殘疾等問題受到學校雇

員不公正對待，您有權申訴和要求賠償。請將那位

讓您或您的孩子感覺有不公正行為的員工以及來龍

http://www.gwinnett.k12.ga.us/�
http://www.mypayment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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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學生外，如有學生在場情況下侮辱或辱駡在

校員工，其可能將會被勒令離校 
 
 
除學生外，任何在學校或校車上可讓學生聽見

或有學生在場且被告知有未成年人在場的情況

下，還繼續對學校教師，管理人員或校車司機

進行侮辱和辱駡，並不聽從上述學校指定人員

的勸阻，執意不離開學校或校車的家長，監護

人或其他人員，一經定罪，都會被處以輕罪處

罰，並被處以不超過$500的罰款。（OCGA20-
2-1182）。 

去脈告訴任何值得您信任的學校職員。您也可以通

過書面或電話與教育系統的有關負責人（Equity 
Compliance Officer/Title IX Coordinator）取得聯繫，

以尋求幫助。 
 
 
人力資源/公平遵循/ Title IX協調員 
穀內縣公立學校 
437 Old Peachtree Road, NW 
Suwanee, GA 30024-2978 
電話: 678-301-6811 

學生抱怨及其申訴 
GCPS教育董事會致力於提供一個無性騷擾和無任

何其他形式騷擾和歧視的的環境，其中包括因膚色，

宗教，性別，年齡，原國籍，或殘疾產生的騷擾或

歧視。如果學生認為他/她因種族，膚色，宗教，性

別，原國籍，或殘疾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學生可運

用P.JCE程式（Procedure P.JCE）中所列舉的三個步

驟，爭取自己的權益。其總結如下： 
 
第一步：如果一名學生抱怨被歧視或遭遇不公平待

遇，他或她應向學校校長，本學校Title IX協調員，

老師，輔導員，或學校其他負責人投訴。而當投訴

提交給學校工作人員，卻沒有得到令學生滿意的解

決時，學生或其家長可要求與校長會面，校長會將

自己對該投訴所作的決定以書面形式告知學生家長。 
第二步：與校長會面後，如果學生對校長的決定仍

不滿意，在收到校長決定後的10個工作日內，學生

一方可提交書面上訴，交給該校所屬的區領導小組

成員。上訴必須說明申請覆議的具體原因，精確闡

明對校長決定表示不滿的理由，就事論事，勿扯題

太遠。 
第三步：在學生投訴和申訴過程中如需尋求幫助，

您可以聯繫本縣有關方面負責人，Equity Compliance 
Officer/Title IX Coordinator, 其地址是： Division of 
Human Resources, Gwinnett County Public Schools, 
437 Old Peachtree Road, NW, Suwanee, GA 30024-
2978，或您也可以與她電話聯繫：678-301-6811。 
 
*嚴格禁止以任何形式對投訴人打擊報復。 
 

 

 

 

 

 

因天氣惡劣停課 
如因惡劣天氣導致學校停課或提前放學，GCPS電

視臺，縣教育系統網站（www.gwinnett.k12.ga.us），

Twitter，Facebook，和亞特蘭大地區廣播電臺和電視

臺會將消息通知大家。學校停課是由教育局長來決定，

而非地方學校。基本前提是，如果沒有特別通知，學

校是開放並持續開放的。全天停課的通知通常是在早

上6點前發佈。 
 

 
 
 

請在Facebook上關注Gwinnett CountyPublic Schools 
 
 
 

 
請關注GwinnettSchools的Twitter 

 

對殘/障學生的服務 
GCPS期望滿足各位學生和家長的需要和要求。您

家庭裡的任何成員如需要幫助，或對因殘疾而行動不

便等有疑問，或希望瞭解有關對殘疾人服務的任何情

況，請您與當地學校校長聯繫。 

 
 
 

http://www.gwinnett.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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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康復法案第504節 
1973年康復法案第504節是針對所有獲取政府基金

的個人，企業，或政府機構所言，以消除對殘疾人

的歧視。504節具體聲明如下： 
對那些符合條件的殘疾人，任何計畫或活動，只要

獲取聯邦政府基金的資助，那麼將不允許因為殘疾

人的缺陷，而受到排擠不讓參加，或拒其受益，或

被歧視。 
根據504節所下的定義，一個有缺陷的人（殘疾人）

就是他/她在精神或身體上有了障礙，這種障礙嚴重

影響他/她的日常生活，或者說一個人每天的正常活

動受到了很多限制。例如：自理，動手，走路，視

力，聽力，講話，呼吸，學習和工作，吃飯，睡覺，

站立，提東西，彎腰，看書，集中注意力，思想，

與人互動，和一些主要身體功能（即免疫系統，細

胞的生長，消化系統，腸道或膀胱功能等）。“很

大限制性”這個詞的意思是無法像沒有缺陷的人那

樣，他或她已不能自理日常生活，或喪失了身體的

主要功能。或者，與沒有缺陷的人相比，在正常人

的日常生活中，此人有了更大的局限性。 
遵循1973年康復法案第504節的法律條款，GCPS的

政策是為符合法律定義的殘疾學生提供免費適宜的

公共教育。任何學生或符合法律定義的殘疾人，在

任何計畫和活動中，都不允許因為其殘疾人的殘缺，

而被受到排擠不讓參加，或拒受益，或被歧視。 
依據504節條例，GCPS有著具體的職責，包括我們

需要識別和鑒定有殘缺的學生，確認他們符合法律對

殘疾人的定義。任何學生或符合法律定義的殘疾人，

都將根據504節條例，在能享受到為他們提供的平等

的教育計畫，服務，和設施的同時，他們還會得到相

應和適當的調整和照顧。 
如果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成人學生對504條例關

於家長或學生之權利有疑問，請與本教育局504條例

指定負責人John Shaw 電話聯繫：678-301-7104. 

喬治亞州特殊需要獎學金 
參議院法案 10 

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家長對公立和私立學校可

以進行對比選擇。根據喬治亞州議會在2007年通過

的州際法律，符合條件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家

長可以要求他們的孩子轉學到另一所喬治亞州的公

立學校，或私立學校，只要提供自己孩子的“個人

教育計畫”即IEP，並已在喬治亞州某公立學校註冊，

而且符合O.C.G.A. § 20-2-2114..所制定的其它法律要

求。特殊需要獎學金不包適用於目前在學前班或第

一年幼兒班就讀的學生，但包括： 
• 私立學校， 

• 屬同縣教育系統的另一所公立學校， 

• 不屬同縣教育系統另一所公立學校， 

接受學生轉學要求的教育系統，有權批准或拒絕另

一所公立學校的轉學請求。並且，即使接受學生轉

學要求的教育系統有能力，也有符合轉學生IEP所要

求的特殊班教育計畫，該系統仍然可以拒絕其轉學

請求。如果轉學要求被批准，接受學生的教育系統

可以向家長/法律監護人收取該生轉學後第一年的教

育經費。 
關於私立學校的獎學金和申請獎學金步驟等詳細資

訊，請訪問喬治亞州教育總署（Georg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網站。 
如果希望瞭解更多有關公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轉學

及其有關方面的資訊，務必請與GCPS特殊教育部聯

繫（Special Education）電話是678-301-7110或678-
301-7107。 

殘障學生的發現和確認 

GCPS教育系統有責任，努力找到和確認被認為有

殘疾的孩子，包括剛出生到3歲的兒童（“嬰兒不能

等”這個機構為這個年齡段的兒童服務）； 3到5歲
還未接受特殊服務的學前班小孩；在Gwinnett縣私立

學校就讀的殘疾兒童，在家庭學堂接受教育的孩子，

在GCPS上學，需要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無家可歸

者或無定所民工的殘疾子女；以及任何其他居住在

Gwinnett縣的被認為有殘疾的孩子。當找到了這些孩

子後，我們將不會收取家長任何免費為這些被認為

有缺陷的孩子做評估，如果該孩子符合殘疾條件，

我們召集包括家長在內的會議，以此來確定該孩子

是否符合特殊教育的定位，並接受其服務。其法律

依據是；殘疾人教育法，1973年的康復法案第504節，

美國殘疾人法案，和喬治亞州特殊教育條例。如果

您有孩子，或者您知道哪個孩子，被認為是有殘疾，

無論是根據上述所列哪一個法律，很可能取得特殊

教育服務的資格，那麼請務必與特殊教育和心理服

務部辦公室主任Paula Everett-Truppi聯絡（Executive 
Director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電話是678-301-7110。 

車輛交通計畫 
每所GCPS學校都為自己的校園制定了車輛交通計畫。

我們希望您熟悉當地學校的車輛交通計畫，按照所建議行

車路線開車，遵守交通規則，以幫助確保學生，教職員，

和學校來訪者的安全。如果您還不太清楚學校的車輛交通

計畫，請與學校相關負責人聯繫，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請注意，在每個GCPS的學校大門口前有專門為消

防車所留的通道。為確保我們校園安全，我們請您在任

何時候不要在此處停留。在消防車通道停泊的車輛可被開

罰單或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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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   

（FERPA） 
根據“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FERPA），

家長持著尊重的態度，有一定的權利可以看到學生

的教育記錄之檔案。學生年滿18歲或高中畢業後繼

續求學，那麼他／她就成為了“成人學生”，這就

意味著家長查看學生檔案的權利不存在了，此權力

轉讓給了學生本人。現在將這種家長權力和/或“成

人學生”的權利等歸納如下： 
• 有權檢查和審核由學校記錄的關於學生的教育檔

案。家長或“成人學生”希望檢查和審核其教育

檔案，應向所註冊的學校或最後一次就讀的學校

校長提交書面請求。 

• 如果認為學生教育記錄有不準確性，或誤導性，

或其他涉嫌侵犯學生的隱私權，那麼家長或“成

人學生”有機會，請求改正其教育記錄。如果有

家長/法律監護人有意願挑戰學生的教育記錄，

他或她可以在本系統網站上瞭解JR政策。他們也

可以要求舉行聽證會或要求得到一份舉行聽證會

並瞭解其程式的影本。請與行政及政策的執行主

任聯繫，（Executive Director for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電話：678-301-6005。 

• 有權知道什麼資訊屬於通訊資訊。收到學校所發

的有關填寫通訊資訊的通知後，在一定時間內，

家長或“成人學生”有權通知學校如果未經事先

同意，學校不可透露該學生的通訊資訊。有關公

佈通訊資訊，請參閱以下部分。 

• 除通訊資訊以外，家長或“成人學生”還有權同

意披露該學生在教育記錄中的個人身份資訊。而

有些資訊是在FERPA的允許範圍內，未經同意也

可得以披露。無需家長或“成人學生”同意即可

將有關資訊披露給有關方面的工作人員： 

(A) 提供給那些有正當合法教育利益的教職員工。

學校的正式員工是指任何一名學校的雇員，

或任何一名合同工，顧問，義工，或其他有

關人員。（這些人是被本教育系統聘用或分

配，他們為本系統提供服務和主持活動。正

當合法的教育利益指的是我們學校教職員工

的角色是要承擔著一種責任，那就是對學生

提供教育服務，包括教學，評估，療傷等等，

這也包括了學校的行政人員，校領導，文秘

書，和其他各負其責的相關人員； 

(B) 提供給其他教育系統和學校。因為學生尋求

或打算在別校註冊，只要所披露的資訊是關

係到學生轉學的亦可； 

(C) 給執行審計或評估的指定官員；  

(D) 給那些與學生申請財援助有關的人員； 

(E) 給當地和州際的執法人員； 

(F) 給代表學校做學術研究的機構； 

(G) 給評審委員會 

(H) 給有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未成年”的定義

以1986年的國內稅收法典第152條之界定為准； 

(I)  給那些因突發事件，或某種緊急情況下，為

保護學生或他人的健康或安全，而需要瞭解

情況的相關人員； 

(J)  給那些執法人員，他們遵守司法命令或持有

合法傳票，這時教育機構會儘量努力，預先

將此通知與家長或成人學生。在少數情況下，

司法命令或傳票可能要求教育局披露所需資

訊，而不必通知家長或成人學生。 

• 根據FERPA法案，如果家長和成人學生認為他或

她的權利受到了侵犯，那麼可以將書信寄到“家

庭政策規化辦公室”投訴。其投訴必須包含具體

的指控，講事實，並提供具體的認為FERPA被違

反的原因和理由。請將投訴信寄到如下地址：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20202-5920 

公開通訊資訊 
允許教育局在沒有得到家長和“成人學生”同意的

情況下，指定的通訊資訊可以公開。通訊資訊指的

是那些在通常情況下不侵犯隱私，不會傷害他人的

資訊，在很多情況下，公佈通訊資訊能達到便利的

目的，比如說，體育團隊名單，參加課外活動人名

單，年鑒，優生榜和其他授獎人名單，和畢業生名

冊等。 
GCPS 指定以下為“通訊資訊”：名字，位址，電

話號碼，生日，電子信箱（e-mail）位址, 照片，錄

音，錄影，年級，在校就讀時間，所參加的被學校

認可的活動和體育項目，體育團體成員的身高，體

重，獲取的榮譽和獎勵等。除非家長和成人學生選

擇放棄，不讓公佈如上所提到的“通訊資訊”，這

些資訊仍可能會被披露給一些合法的組織和機構，

包括，但不限於，家長教師協會（PTA），大學招生

和軍隊的招募人員。您有權拒絕披露您的個人資訊。

若要從“通訊資訊”的名冊裡刪除您孩子的名字，

您必須在收到這本手冊的10天之內，以書信的形式，

通知您孩子註冊學校的校長。此書面通知必須：(1) 
包括學生的名字；（2）包括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成人

學生的聲明，陳述該生依據FERPA，退出“通訊資

訊”名單；（3）包括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成人學生”

本人的簽名和簽名日期。* 



MS-HS Student Parent Handbook – Chinese        12 
 
 

*請注意：您的書面通知只在本學年有效。如果希
望繼續此項要求，您必須每年提交新的書面聲明。 

媒體發佈 
經我們教育局批准鑒定，GCPS會使用和發佈在其

學校和活動中為教育，教學，或宣傳目的所拍攝或

記錄的照片，錄音，和/或錄影。這些資料會被用在

目前現有的或以後將創建的廣播和其他媒體裡。這

些照片和錄音/錄影通常包括對參與學校活動的學生

和/或家長的影像和文字描述。任何這樣的照片，錄

音，和/或錄影將成為GCPS的財產，經GCPS教育局

和/或其負責人同意後，它們可能被GCPS學校或其他

有關部門使用。作為學生家長或成人學生（年滿18
歲或以上），您可以對GPCS使用您或您孩子的照片，

錄音，和/或錄影選擇保留意見。為了保留您不使用

您和/或您的孩子的照片，錄音，和/或錄影等的意見，

學生家長或成人學生本人，必須在收到這本手冊的

10天之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您孩子就讀學校的校

長。此書面通知必須：(1) 包括學生的名字；（2）
包括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成人學生的聲明，陳述不願

公佈有關該生的照片，錄音，和/或錄影的意願：（3）
包括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成人學生本人的簽名和簽

名日期。請注意：您的書面通知只在本學年有效。

如果希望繼續此項要求，您必須每年提交新的書面

聲明。最後，請特別注意，對那些非GCPS雇員，與

GCPS無關的單位和個人所拍攝的照片，或製作的錄

音，和/或錄影，GCPS對此無法控制，也概不負責。

如果您對此有疑問，或希望有進一步的瞭解，請與

當地學校負責人或校技術小組聯繫。 

隱私權：家長和保護學生權利修正案

（PPRA） 
保護學生權力修正案（PPRA），在很多方面，諸

如用於教育計畫的教學材料，學生問卷調查，和一

些身體檢查等，賦予家長和成人學生一定的權利和

保護， PPRA所確立的權利和保護包括： 
•  教學教材：家長或成人學生有權檢查任何用於學

生教育課程的教學教材； 

•  問卷調查：家長或”成人學生”有權檢查由協力

廠商主導的調查問卷。他們有權在此調查還未發

生之前檢查其問卷，並有權選擇該學生不參與此

項問卷調查。另外，如果學生可能被要求填寫的

問卷調查裡，含有“受保護的資料”，那麼，在

實行此調查之前，我們必須征得家長或成人學生

本人的書面同意。最後，未成年學生不可以自願

提交含有“受保護資料”的調查，除非在問卷調

查發下來之前，已經向有關負責人呈交了該學生

家長的書面同意書。該學生也可以選擇不參與這

項調查。“受保護資料”是指在下列幾類資訊： 

1. 學生或學生家長的政治派別或信念； 

2. 學生或學生家庭裡的精神和心理問題； 

3. 性行為及性取向； 

4. 非法，反社會，自我認罪，詆毀他人的行為； 

5. 對與其關係密切的家庭關係或家庭成員持有批

評態度； 

6.與法律認可，具備保持隱私特權的人際保持社

會關係，如律師，醫生，和牧師等； 

7. 收入（除非因參與某計畫，需要收入證明，或

是接受某財政支助，法律規定要求出示收入資

料），或者 

8. 學生或家長的宗教信仰，習俗，或隸屬宗教機

構。 

•  身體檢查：家長有權知道所有非緊急的，接觸身

體的體檢或篩查。學校或者其代理人來提供這些

身體檢查，以應允並達到學生參加某活動或加入

某專案之目的，除了聽力，視力，脊柱側彎，或

根據州際法律要求的體檢或篩查之外，其他都不

能算是對學生的身體健康和安全必須採取的緊急

保護和措施。 

家長或成人學生可電話與“行政及政策的執行主任”

聯繫（Executive Director for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電話：678-301-6005，以獲取根據PPRA法

所制定的GCPS政策和程式的影本。 
根據FERPA，如果家長和成人學生相信他或她的

權利遭到侵犯，那麼可以將書信寄到“家庭政策規

化辦公室”投訴（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其投訴必須包含具體的指控，講事實，並提供認為

FERPA被違反的原因和理由。 

無家可歸的兒童和青少年 
“McKinney-Vento無家可歸的兒童和青少年教育法

案”是為確保無家可歸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權利

和保障而制定的。該法案認為如一個孩子的夜晚在

非固定地點度過，而且所待的時間無規律，不充足，

那麼該孩子屬無家可歸。該法案為這些無家可歸的

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法律保護，讓他們及時在學校以

及合格的公立學校學前班註冊，上學，並獲得成功。

對於如何保存和轉交學生的檔案材料，如何調動校

車，和如何解決爭端，該法案對這些無家可歸的學

生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GCPS提供給無家可歸的兒

童和青少年將是一視同仁的，與其他非無家可歸學

生相同的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類似的服務包括，

Title I，特殊教育，優生班（Gifted），英語學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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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職業/技術訓練，和公立學校學齡前教育

等。無家可歸的兒童和青少年將有機會獲得所需要

的服務，以説明支援他們，使他們學業上取得優異

成績，因為他們在學業上所面臨的挑戰與所有學生

一樣，努力達到所要求的高標準。如希望瞭解更多，

請與“健康和社會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Health and 
SocialServices) 電話聯繫: 678-301-7270 

學生行為守則 

有關紀律政策聲明 
GCPS或本縣教育局致力於為我們的學生，教職員

工，家長，與我們有著共同利益的機構團體，和社

區合作夥伴等創造一個安全而積極的環境。GCPS將
努力工作，以確保所有的學生和工作人員積極上進，

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潛力，並致力於追求卓越的學術

知識，技能和良好的行為表現。 GCPS相信，所有的

孩子都能在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中茁壯成長。本縣

通過採用一系列的活動來認可，慶祝，並獎勵在課

堂，學校，和教育局裡有積極表現的優秀學生或教

職員工。 
除了這個學生行為守則（“守則”）外，GCPS還

有其他政策，用以約束大家的行為表現。這些政策

檔可在www.gwinnett.k12.ga.us（可點擊董事會的快

速連結），或與“行政及政策執行主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Executive Director for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聯繫，電話：678-301-6005. 

制定學生守則之目的 
GCPS採用本“學生行為守則”，努力為大家在學

校及其社區創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本守則的目的

是明確闡述我們對學生行為表現的標準。說明哪些行

為是可以被接受的，哪些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並且，

本守則還進一步闡明，如果某些行為不符合這些標準，

將會得到什麼樣的處罰。本守則為危及學校安全和/
或破壞其他學生學習及教育的行為表現做了嚴格的規

定。 GCPS不允許體罰。 
本守則對那些違反紀律的學生建立了處置程式。本

守則不可被視作是縣教育局與學生之間的合同，因它

可能隨時被修改。我們GCPS只是以此來向學生解釋

針對學生的行為表現所制定的政策。 

守則生效範圍 

人人有權享受一個安全，可靠，秩序井然的學習工

作環境。本守則所建立的規則和紀律條例就是為實

現這一目標而設計的。它生效時間和地點如下： 

a. 在學校任何時間，屬學校範圍內的任何地方； 

b. 不在學校裡，但在學校的校車站，學校組織的

任何校外活動中； 

c. 當被指控的肇事者或指稱的受害人是去學校的

路途中和/或從學校返回路途中，或者是去學校

組織的活動路途中或返回途中； 

d. 不在校園內，當學生的行為（1）因重罪而要付

刑事責任，或可能導致因重罪追究刑事負責；

如果所犯罪的是成年學生，那麼（2）該生如果

繼續留在學校，對他人或學校及財產都構成了

一種潛在的危險，而且也將影響學校的教學和

學習的正常進行（OCGA 20-2-751.5（C））； 

e. 雖然不在學校內，但學生參加或參與學校組織

和主辦的與學校相關的活動，諸如校外參觀，

考察，會議或體育比賽等，或任何經由學校同

意，受學校管轄範圍內的項目和事宜； 

f. 不在學校內，但不當行為的發生與學校的學生

或雇員有直接關係，並且牽涉到受害人的學校

和事宜，或在校外的不軌行為直接影響了學校

及社區的安全和利益，也影響了學校正常有序

的運作和使命的完成； 

g. 不在學校內，但是學生是在未征得學校任何負

責人的許可之下，擅自離開了學校（AWOL）
或者在任何情況下，違反紀律第10條。 

本守則的這些規則不適用於: 

h. 當學生的講話發生在校外，而且是發生在非學

校主辦的活動中，或者該講話沒有導致或不太

可能導致對學校環境的破壞或學校活動的正常

進行。 

平等機會之聲明 
本縣教育局遵循所有聯邦，州際和地方之法律，對

學生一視同仁，向全體學生提供平等機會。 GCPS禁
止基於以下種類在註冊錄取，分數成績，紀律獎罰

和其他任何活動中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如：種族，

信仰，膚色，國籍，宗教，血統，年齡，婚姻狀況，

性取向（已知或預感到的），性別認同的表達（已

知或預感到的），性別，殘疾，國籍或公民身份等。

以上所列（或前一頁或在此頁中，視它寫在哪裡而

定）將永遠不會成為GCPS做決定時所要考慮的因素。 

學生不當行為之聲明 
本守則條例的建立基於我們要讓所有學生（幼兒班

至12年級）知道，哪些行為表現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無法將每種違紀現象全面的一

一列出。因此，學生應該知道如果有顯而易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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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行為，一定是會受到紀律處罰。我們不需要為每

一種隨時可能出現，並直接影響到學校正常秩序的

不當行為一一作出具體規定。 

“喬治亞州行為規範”之參考 
 “學生行為守則”參考了“喬治亞州行為規範” 

O.C.G.A.第16章，對於一些具體的罪犯行為，學校在

得到合理懷疑的證明之前，就可以加以懲罰。此外，

參考此規範，學校不需要對犯錯的意圖加以求證，

就可以對違反行為規範的學生採取處罰措施。 
當學校的規則被違反，也可能是違反了法律，學校

可通知學校保安人員（School Resource Officer，即

SRO），這位負責人將會審理這起可能要被追究刑

事責任的事件，或將此事件上報縣教育局律師。請

注意，要求SRO上報的行為表現，注有星號（*）。 

學生著裝規範 
學生上學必須著裝打扮適宜。每所學校都將制定和

發佈適用于本校學生著裝的要求及規定。除了當地

學校的規定外，被禁止的著裝還包括任何描繪，鼓

吹，或宣傳幫派團夥及隸屬關係，非法活動，非法

毒品，酒精，煙草，有關性的，進攻性文字或圖案，

和其他破壞學習環境的服裝。 

電子通訊裝置 
GCPS教育董事會（BOE）允許學生攜帶有限的通

信裝置。本董事會授權當地學校校長，他們會對學

生在本校攜帶和使用這些裝置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 

權力和責任學生的權力 
學生有以下權力： 

1. 追求在一個安全而持續的學習環境裡，接受良

好的教育； 

2. 在本教育系統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哪個環節，

都會受到公平和平等的待遇，不被歧視； 

3. 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得到尊重；並且 

4. 知道他們的權力，責任，和紀律政策。 
 

學生的責任 
每位學生與學校全體領導和老師共同擔負著一個重任，

那就是為致力於在學校建立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學

生應有的責任是： 
1. 正常出勤，按時到校，帶齊課本及其他學習用具； 

2. 尊重他人擁有的私有，共用，及財產之權利； 

3. 努力完成家庭和課堂作業； 

4. 整潔衛生，梳妝穿戴整齊； 

5. 熟悉並遵守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 

6. 不使用不雅，淫褻或粗言穢語； 

7. 報告可能會威脅或破壞學校環境的事件或活動。 

家長/法律監護人的權利 
家長有以下權力： 

1. 定期收到他們的孩子在學業方面的成績報告； 

2. 收到老師對學生成績的評分解釋； 

3. 要求與老師和/或校長會面； 

4. 及時收到他們的孩子是否按時上課和上學的出

勤報告； 

5. 自帶口譯員，或要求教育局提供口譯員，來參

加有關紀律方面的會議或聽證會，因為家長或

學生的英語熟練程度有限而該家長或學生要求

提供口譯員，或者學校注意到家長或學生的有

限英語程度會使他們喪失參與會議或聽證會的

機會；和 

6. 如對10天或10天以上的停課停學的紀律處分不

服，有權上訴。 

家長/法律監護人的責任 
家長/法律監護人負有以下責任： 

1. 遵從喬治亞州法律規定，確保他們6歲到16歲的

孩子註冊上學，按時到校，不要早退，保證全

天在校學習； 

2. 如果學生被GCPS開除，將該生在一所私立學校

註冊上學； 

3. 在與學校負責人交換意見，並有疑慮時，保持

平靜合理的態度； 

4. 與學校合作，一起為自己孩子的學業成績，行

為表現，或其他相關事宜共同努力； 

5. 規劃孩子溫習功課，完成家庭作業的時間和地

方，並提供必要的監督； 

6. 與孩子們交談，關心他們在學校裡的所有活動

並讓孩子們知道，家長對他們在行為表現上的

期待； 

7. 瞭解本守則所規定，常常提醒他們的孩子要遵

守紀律，不可違規； 

8. 保證遵從法律要求，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定期的

學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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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有關的犯罪行為：受害人的權利 
因GCPS學生違反“學生行為守則”而受害的任何

人，如舉行某學生紀律聽證會，他或她可能會被要

求在聽證會上作證，因為該事件與他或她相關。此

外，任何犯罪行為發生，如犯罪者與GCPS或相關的

機構有關，其受害人有權利通過正當管道追究其刑

事責任。 

紀律條款名詞之解釋 
擅自離校（AWOL）：是指學生在未經授權的情況

下，無故缺席，和離開班級，學校，活動或事件。 

行為矯正計畫：是指為經常犯紀律錯誤的學生所制

定的行為改正計畫。該計畫為防止和干預違紀行為

的發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OCGA § 20-2-765） 

行為干預計畫（BIP）：這是指一系列的防禦措施，

以幫助特殊教育學生在課堂上避免出現不當的行為。 

恃強淩弱：1）任何蓄意嘗試或威脅對另一人造成傷

害，而且，顯然有能力達到其目的； 2）任何故意炫

耀武力的舉止，其行為造成了受害者有理由的懼怕，

或擔心身體馬上會受到傷害；或者3）任何故意用書

面形式的，口頭上的，或身體上的行為，對一個有

正常理性的人來說，認為該行為對其產生了威脅，

騷擾，或恐嚇，並且 a) 導致大量的身體傷害；  b）
嚴重干擾他人的學習；  c）其傷害之嚴重，持久或

普遍，以導致產生了一個恐嚇/威脅的教育環境；或

者d）擾亂了學校有秩序的正常運轉。(O.C.G.A. 20-
2-751.4) 
暫停校車服務：由當地學校負責人決定該生在被指

定的一段時間裡不允許坐校車。學生必須上學，但

由家長負責提供交通工具，送該生上學，並接他/她
回家。 

禁閉（留堂）：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不允許學生離

開，可能是上課前，或放學後，或其他時間，如午

飯間等。 

殘疾：身體或精神上的殘缺，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影

響了一個人的正常生活。 

毒品/酒精教育課程計畫（CLFC計畫）：該藥物/酒
精教育計畫是針對那些首次犯法，但卻違反了“學

生紀律守則”第7條屬二級犯罪的學生而言。該學生

每次必須至少有一位家長的陪同，參加一共四次，

每次兩小時的課程。並非所有違反第7條守則的學生

都有機會參加這項教育計畫。 

法律程式：給予學生口頭或書面通知告知對他/她的

指控，並按照州際和聯邦法律，給予他們審查，聽

證會，或行使其他法律程式的權利。 

毒品罪指控：這是指任何人在教育區域1,000英尺以

內地方，包括所有的公立的，私立的小學，中學，

高中，或被租用的學校場地，或學校董事會所在地，

非法製造，分銷，發配或攜帶被禁物品或大麻，並

且有意圖分發這些物品。（OCGA代碼§ 16-13-32.4） 

騷擾：用重複的語言（口頭或書面），舉止，或行

動，造成他人煩惱，驚慌，或引起他人困擾而沒有

任何合理合法的目的。 

聽證官員：指一位元本系統負責人，在對所要審理

的案件沒有先入為主的情況下，負責組織紀律聆訊

的程式，然後對違反規則的行為作出裁決並給予相

應的處罰。 

個人教育計畫（IEP）：個人教育計畫（IEP）指的

是滿足殘疾學生的需要而特別設計的有關對該生教

育和提供相關服務的計畫。 

校內禁閉（ISS）: 指的是允許學生上學，但禁止他

或她像往日一樣正常上課，而且，在處罰“校內禁

閉”的當天，不得參加課外活動。 
臨時過渡計畫：指的是特殊教育的學生在受到停學

的處罰後，因為有IEP，他或她可以到一個專門為這

種情況設計的暫時處所，在那裡學習。 
長期停學：指的是一個學生不得入校長達10天以上，

因為他/她違反了本守則的紀律條例。。 
表現的鑒定：指的是根據特殊教育學生的個人計畫

和殘疾的審理，以確定其不當的行為表現與他/她的

殘疾是否有關。 
永久驅除：指的是一個學生從GCPS所屬地域，所有

活動中永遠除名。只有縣教育董事會才可做出這一

決定，補做作業於事無補，也不會拿到學分。 
學校地域：凡屬本縣教育局所擁有或使用的地方。 
黃色信息：發送和接收猥褻或色情的文字短信。 

短期停學：指的是處罰學生在10天或少於10天內不

得上課或上學，被罰的學生必須將老師指定的功課

全部補齊，因為這些內容有助於説明學生掌握該門

學科並影響其期末總成績。不是老師要求需補上的

作業，不會算到期末總成績裡。學生的責任是在學

校規定的具體時間範圍內安排並完成要補上的功課。 
學生紀律聽證會：指的是聽證官員或審理小組聽取

所提交的證據，決定該學生是否違反了學生行為準

則的任何規則。並且，如果他/她違反了紀律條例，

決定應該如何處罰。 
學生主動認錯：主動認錯的產生，是因為學生或他/
她的家長或法律監護人及時和主動的向學校工作人

員承認其違反了守則的第六條或第七條。學生和/或
家長承認錯誤，並知道要承擔其後果。而且，沒有

任何跡象表明，其主動認錯的行為的發生不是因為

學生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很快就會被發現。 
學生輔導工作組（SST）：指的是一個以本校為基礎

的團隊，包括由老師，校負責人，輔導員，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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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如違反了帶有星號*的條例，其結果可能是向

SRO報告，並可能將該案例轉交至地區檢察官。 
 

專家和/或社會問題工作者，家長/監護人等相關人員

所組成。他們召開會議，討論問題，並對學生的進

步提出建設性意見。 
擅自闖入：指的是在禁止入內的情況下，進入學校

地域。 
放棄出席學生紀律聽證會的權力：指的是，如果家

長不能參加或選擇不出席聽證會，他們可以簽署一

份棄權書。家長或學生即使不出席聽證會，此聽證

會也將如期進行。 
武器：指的是以下所有的，但不局限於此的，任何

刀，切割儀器，刀具，三節棍，槍支，短槍，步槍，

剪刀和其他任何工具，儀器或物體，用其或試圖用

來造成對學校範圍內的任何成員的嚴重身體傷害。

這一定義包括，但不僅限於，使用或打算使用胡椒

噴霧，梅斯或鐳射指標造成對學校範圍內的任何成

員的嚴重身體傷害。 

有關學生紀律的重要資訊 
以下是有關學生紀律的概括性資訊： 
1. 任何在短期停課/停學（1-10天），長期停課/停

學（10天或10天以上），或被開除學籍的學生不

准許參加本縣學校的任何校內或校外活動，集會，

賽事或事件。被罰停課且在校內禁閉（ISS）的

學生, 被罰不得參加當天課外活動。 

2. 由學校當局沒收的所有危險的武器，儀器，或嚴

禁物品會被送交給安全保安處。 

3. 如果在以下地方找到非法或禁止物品，那麼這個

學生就會被認為藏有非法/或禁止的物品或物件，

這些地方包括，學生身上，學生儲物櫃裡，停留

在校區內的學生車輛裡，不是學生的車，但是該

生開來的，而此車停留在校區內，或者，這些非

法禁品不是在校區內發現，而是在學校使用的地

區裡，或在學校所進行的活動中，都會認為該生

攜帶和藏有非法禁品。 

4. 在學校，學生禁止糾結幫派/仇恨組織或從事欺

侮他人的活動（學校安全政策）。 

5. 學校負責人和/或他們指定的代表擁有權力對學

生，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儲物櫃，和他們的停在

學校的車輛進行有理由的搜索。這也適用於雖不

屬於學校領地，但被學校使用的地區，或是遠離

學校，但是由學校組織的活動，如果有理由懷疑

學生有違反法律，或違反了“學生行為守則”或

當地學校的規章制度，而且對學生搜查能證明學

生的違規行為，那麼我們將會這麼做。 

6. 學生可能會被認為是違反了“學生行為守則”和

相關紀律條例的的一方，因為他/她指使了違紀

行為的發生，如果(1) 直接違反了“學生行為守

則”的紀律條例；(2) 故意造成他人違反“學生

行為守則”的紀律條例； (3)故意幫助或教唆他

人違反“學生行為守則”的紀律條例；或著(4)故
意建議，鼓勵，聘用，建議，或促使他人實施違

反“學生行為守則”的紀律條例。因此，即使是

在背後操作，而不是直接違紀的主體，該生也可

以被認為是違反了“學生行為守則”的紀律條例。 

7. 某些違反 “學生行為守則”的行為，也可能違反了

州際法律。青少年司法處或其他執法機構可以針

對學生的違法行為，除了依照學校系統的行政程

式和法規外，也可能按照州際法律來處理。 

8. 當學生向學校負責人或其他工作人員報告，發現

學校教學樓裡，或校園內，或校車上發現涉嫌違

法物品，危險物品，或其他禁品時，我們會建議

學生不要去碰，或拿起，或自行去處理這些非法

的，危險的，禁止的或未確認的物品。 

9. 在春季學期被處罰停學，或被開除的學生不得參

加任何學校主辦的活動，包括畢業舞會，畢業典

禮，或學位典禮儀式。 

10. 學生應該認識到自己有責任瞭解這本學生紀律手

冊的全部內容，並且如果有疑問，或對某些規則

瞭解不透徹，可要求當地的學校負責人或教職員

工加以解釋和澄清。所有學生，不論年齡大小，

都應受到GCPS學校規則和法規的約束。每所地

方學校都將與其學生一起學習本手冊內容。 

11. 本州法律規定，學生在學校區域內，或在學校主

辦的活動中犯下的某些刑事罪行，必須上報給當

地校長，教育局長，相應的執法機關，以及地區

檢察官。（OCGA § 20-2-1184）。 

12. 喬治亞州法律規定，任何人在教育區域1,000英尺

以內地方，包括所有的公立的，私立的小學，中

學，高中，或被學校租用的場地，或學校董事會

所在地，非法製造，分銷，發配或攜帶被禁物品

或大麻，並且有意圖分發這些物品，均是非法行

為。任何人違反或共謀違反本規則將以重罪追究

責任。（O.C.G.A.§ 16-13-32.4） 

13. 學生出勤率和駕駛執照法（O.C.G.A.§ 40-5-22）
涉及15至17歲的學生。該法律規定取消學生駕駛

執照或駕駛學習執照的使用，停期為一年或直到

學生年滿18歲，如果他或她： 

• 退學，並持續10天滯留在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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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學年無故曠課10天或10天以上，或在去年的

一學年裡無故曠課10天或10天以上； 

• 由聽證人員，紀律審理小組，特別法庭認證犯下

以下某種罪行，或已犯有下列罪行之一，得到處

罰並被改變安置去處。如：威脅，打架，或造成

老師或其他員工的身體傷害，在校區內，或在學

校主辦的活動中攜帶或販賣毒品或酒精，在校區

內，或在學校主辦的活動中攜帶或使用武器，任

何性犯罪，或對他人，包括另一名學生，造成大

面積或明顯的人體傷害或嚴重毀容。 

14. 來自於青少年司法處（DJJ）拘留所，公辦或私

立的戒毒改過設施，或監禁長於30天以上的學生，

在回到他們各自所屬學校之前，將到“GIVE”中
心學習，這是作為過渡的第一步。“學生紀律和

行為干預辦公室”將確定此過渡期的時間。 

15. 正常學年期間，那些被罰長期停學的學生，和目

前在“GIVE”中心登記的學生，在得到 “GIVE”
中心的行政負責人審批後，可以註冊網上課程。

不是在“GIVE”中心登記的學生將不允許參加

網上課程。屬“GIVE”學生如果是上暑期學校，

那麼網上課程需要收取一定費用。 

16. 在紀律聽證會聆訊完畢後，該生所擁有的屬於本

地學校的教科書，教學材料，或設備等，必須歸

還到當地學校，交到學校負責人手中。 

17. “不安全而選擇學校”為那些在當地學校歸類為

“持續危險”之地就讀的學生提供選擇，他們可

以轉學到另一所學校就讀。之所以不安全，主要

表現包括但不限於，有毒品和武器的犯罪行為。

如果有這類事情發生，根據州際教育總署規則第

160 - 4 - 8 - 0.16條，可導致這所學校得名為“持

續危險”或不安全學校。 
 

第1條–破壞和干擾學校的正常秩序 
任何學生都不得以任何手段，直接、間接、企圖破

壞或干擾學校教學的正常進行。這些行為包括但不

限於： 
*1A. 拉火災報警閘門； 

1B. 佔領或封鎖任何校區內地段，阻止或企圖阻

止學生來校上課或參加學校的活動； 

1C. 除非是校長親自有令，在學校校園內或與校

區相鄰處，堵塞或企圖堵塞正常人行道或車

輛行駛通道； 

*1DA. 干擾學校秩序：任何學生不得以任何方式，

使用暴力，噪音，武力，強迫，威脅，恐嚇，

恐懼，消極抵抗，侮辱，或其他行為，有意

或無意中斷學校的教學和學習，干擾學校的

正常運作，和破壞其功能；{24} 

1DB. 破壞課堂教學：學生的行為反復不斷地嚴重

地干擾了正常的課堂教學，導致老師無法教

學和/或學生無法學習； 

*1DC. 不檢行為：任何嚴重擾亂正常的學習環境及

秩序，或對學生，學校教職員工，或其他人

的健康，安全和/或其他利益構成了威脅的行

為； 

1E. 在老師，校長，教育局長，校車司機，或其

他學校工作人員的要求下，拒絕告知自己的

姓名； 

1F. 慫恿，鼓勵，或建議其他學生違反“學生行

為守則”的任何條例； 

1H. 在沒有教育局長，校長，或其他學校工作人

員的確切授權下，在校園滯留或進入學校地

域內； 

1I. 著裝不妥當（包括藥物，酒精或煙草廣告，

塗鴉等）（違禁物品清單可在當地學校索

取）； 

1J. 被告知必須離開某場所或處所，且故意滯留； 

1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反復不斷並嚴重干擾課堂教學秩序的行為必須

上報 

任何學生如果違反了“學生行為守則”中所陳述的

的反復不斷並嚴重干擾正常的課堂教學秩序，致使

老師無法與班上的學生進行有效的溝通和教學，學

生也無法正常學習。在這種情況下，GCPS學校的老

師有責任，向上級報告。任何出現的這種行為或此

類行為發生的當天，老師應向校長或指派的主要負

責人報告。此報告不要超過1頁，但對不當行為有詳

細說明。校長或校長指派的負責人在收到報告後，

應當將此報告的影本發送到學生家長或法律監護人

那裡，並且告知如何聯絡校長或校長指派負責人的

資訊 O.C.G.A. §20-2-737。 
 

取消學生上課資格 
 
如果學生的表現和行為反復不斷地嚴重地干擾了正

常的課堂教學，導致老師無法教學和/或學生無法學

習，那麼這位教師可以將該學生逐出教室，或將該

生交至校長或校長指派負責人處理。O.C.G.A.§20-2-
738（a-h）。 
如果老師先前因該學生反復不斷或嚴重干擾課堂的

行為已經上報並備案，或者該學生的行為對老師和

其他同學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根據O.C.G.A.課堂

§20-2-738，老師有權將該生從教室裡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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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學校都設有一個安置審查委員會。當校長決定

讓該學生回到課堂上課，而其老師不同意讓該生回

到自己的班上時，安置審查委員會負責為該學生安

排適當課堂。安置審查委員會應由三名成員組成，

包括兩名老師，（其中一名由全體教師推薦的候補

老師，和一名校長推薦的專業工作人員。

O.C.G.A. §20-2-738（D） 

第2條-學校財產或設備的損壞， 

破壞或濫用 
任何學生不得造成或企圖造成學校財產損壞或改變

/濫用學校的技術或任何其他設備，包括侵入未經授

權的電腦。任何學生不得偷竊或企圖偷竊學校財產。

任何學生不得持有，出售，使用，購買或傳播被盜

劫的學校財產或試圖持有，出售，使用，購買或傳

輸被盜竊學校財產。其違法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2A. 損壞或肆意破壞學校財產； 

*2B. 偷竊學校財產（價值低於$100）； 

*2C. 參與盜竊/偷竊學校財產（價值超過$100）； 

*2D. 持有，使用，出售，購買，或運送被盜學校

財產（價值不到$100）； 

*2DB. 持有，使用，出售，購買，或運送被盜學校

財產（價值超過$100）； 

*2I. 改變/濫用技術或任何其他設備的硬體或軟體

或學校網站/頁； 

*2J. 參與非法侵入電腦（訪問未經授權的電腦/軟
體地區）； 

*2JB. 訪問/改變學校/教師檔案記錄； 

*2K. 一級縱火犯罪 - 明知損害或明知會造成損害，

但卻幫助，建議，鼓勵，雇用，指導，或促

使他人用火災或爆炸之方法，損害樓房，車

輛，鐵路車箱，船舶，飛機或其他任何結構

的建築物：（a）有被投保，但未經保險人或

保險公司同意；或者（b）可以合理的有理由

預見，這種情況將可能危及到個人生命安全。 

*2L. 破門而入 – 盜竊； 

*2M. 縱火（用火災或爆炸性手段，故意破壞，或

明知會導致破壞，但卻幫助，教唆，勸告，

鼓勵，雇用，指導，或促致他人進行破壞）； 

*2N. 使用恐嚇威脅手段進行搶劫或企圖搶劫； 

*2O. 從事武裝搶劫（意圖進行盜竊，為獲取他人

財產，啟用任何進攻性武器或任何複製品，

物品，或儀器，或外觀看起來像武器的物品） 

2P. 危害國際，聯邦，州際或縣的標準化測試的

安全； 

*2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3條-損害，破壞，或濫用私人財產 
任何學生不得造成或企圖造成私有財產的破壞或竊

取或試圖竊取私有財產。任何學生不得持有，出售，

使用，購買，或運送在學校區域內被盜竊的私有財

產。此外，在學校區域外，學生不得造成或企圖造

成對學校工作人員私有財產的損害，因為該工作人

員正在執行公務。任何學生不得在學校管轄區域買

入或賣出，或試圖買入或賣出個人私有財產。禁止

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3A. 損壞或破壞他人的私有財產（價值低於

$100）； 

*3AB. 損壞或破壞私有財產（價值超過$100）； 

*3B. 盜竊他人的私有財產（價值低於$100）； 

*3C. 持有，使用，銷售，購買，或運送被盜財物

（價值低於$100）； 

*3CB.持有，使用，銷售，購買，或運送被盜財物

（價值超過$100）； 

*3H. 一級縱火犯罪 - 明知損害或明知會造成損害，

但卻幫助，建議，鼓勵，雇用，誘導，或促

使他人用火災或爆炸之方法，損害樓房，車

輛，鐵路車箱，船舶，飛機或其他任何結構

的建築物：（a）有被投保，但未經保險人或

保險公司同意；或者（b）可以合理的有理由

預見，這種情況將可能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

全。 

*3J. 買進或賣出的個人私有財產； 

*3K. 在學校教職員工執行公務和履行他們的職責

的時候，盜竊或破壞他們的私人財產；（價

值少於$100） 

*3KB. 在學校教職員工執行公務和履行他們的職責

的時候，盜竊或破壞他們的私人財產（價值

超過$100） 

*3L. 參與盜取/偷竊私人財產（價值超過$100）； 

*3M. 偷竊或試圖偷竊汽車； 

*3N. 使用恐嚇威脅進行搶劫或企圖搶劫； 

*3O. 從事武裝搶劫（意圖進行盜竊，為獲取他人

財產，啟用任何進攻性武器或任何複製品，

物品，或儀器，或外觀看起來像武器的物品） 

*3P. 縱火（用火災或爆炸性手段，故意破壞，或

明知而導致破壞，且仍然幫助，教唆，勸告，

鼓勵，雇用，誘導，或促使他人進行破壞）； 

*3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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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虐待，威脅，恐嚇，攻擊 

或毆打學校雇員 

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對於學校教職員工，無論是當

面還是背面，無論是有關與本員工，還是涉及到其

他員工，學生都不得用口頭或書面形式，建立文檔，

或者做出一個象徵性的動作和姿勢，或進行威脅，

挑釁的或令人不能忍受性質的身體接觸，這包括，

但不僅限於，不敬的行為，侮辱，說髒話，以民族，

種族，性別，殘疾，或宗教進行誹謗，或騷擾，還

包括建立“打擊人名單”，“殺人名單”，“槍殺

人名單”或揚言聲明將攜帶武器上學並會傷人。 
所要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第一節 

4AA. 口頭威脅/惡語攻擊； 

4AB. 書面威脅； 

4AC. 粗魯和/或不尊重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象徵

性的手勢和侮辱； 

4AF. 出言不遜，罵髒話； 

*4AG.對其民族，種族，性，宗教或殘疾進行侮辱； 

*4AL. 騷擾：重複的語言（口頭或書面），舉止，

或使人煩躁，驚慌，或造成困擾，但沒有任

何合法性目的行為； 

*4AM. 任何表達方式（口頭，書面或手勢的），用

以破壞學校教職工的威信，或分散教職工和/
學生的學習精力並破壞其環境，包括威脅或

挑釁性質的文章； 

*4AN. 恐怖主義的威脅（恐嚇進行任何暴力犯罪，

或要燒毀或損壞他人財產以達到恐嚇他人或

造成建築樓人員疏散之目的）； 

*4AO 做出造成人身傷害的姿勢：任何動作或姿勢

直接面對學校工作人員，而且讓該工作人員

有理由的感到馬上會受到身體傷害的恐懼； 

4A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何學生不得造成或企圖對他人造成人體傷害，或

其表現出來的行為，可以讓人有理由的認為將造成

人體傷害或對學校工作人員進行威脅，或挑釁性質

的身體接觸。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第二節 

4BA. 可能導致人體受傷的行為； 

4BB. 非故意行為，但造成了學校工作人員的身體

受傷； 

*4BC. 故意對學校工作人員進行威脅或挑釁性質的

身體接觸； 

*4BD. 嚴重毆鬥（惡意造成人體傷害，損傷他或她

的身體部位，或造成他或她的身體部位喪失

功能，或嚴重毀容，或對他或她的身體部位

造成損傷）； 

*4BE. 兇殺/謀殺； 

*4BF. 綁架（在本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對他/她進行

扣押，運送，和/或拘留）； 

*4BG. 故意殺人罪； 

*4BH. 未經允許，擅自進入學校職員的私人住宅，

並且/或汙損/損壞/破壞其私有財產； 

*4BI. 故意侮辱或挑釁，與學校職員有身體接觸，

造成對該職員的身體傷害，； 

*4B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4B條例也適用於學校屬地之外，被指控的肇事

者不當行為是因為學校職員履行其公務而引起。 

故意與教師，校車司機，或其他學校雇員的身

體接觸 

任何學生如果故意以威脅或挑釁性質行為造成與教

師，校車司機，學校負責人，或其他學校雇員有身

體接觸，該生將被停學，並送至紀律聽證會處理。 
對於違反規則4BC的學生，最低限度的處罰是不得

繼續在公立學校學習，直到學年結束。被任何聽證

會認證而違反規則4BC的學生，其處罰可能會更加嚴

重。如果與聯邦法律相抵觸，那麼這項最低限度的

處罰將不生效。 
任何被認證了的，違反規則4BI的學生，將被永遠

開除至公立學校門外。他或她不再有資格參加任何

公立學校系統的學習。以下情況例外： 
1. 本教育局董事會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讓學生

認證違反條例4BI後，去過渡學校註冊上學； 
2. 本教育局董事會有自主權，聽取採納紀律聽

證會的建議後，可以決定讓6-8年級的學生回

到9-12年級的公立高中就讀； 
3. 本教育董事會有自主權，允許幼兒班至五年

級的學生返回到公立學校系統就讀； 

4. 如果該生的處罰與聯邦法律規定的任何權利

有矛盾，永遠開除的處罰將不會被實施； 

5. 如果該生有O.C.G.A.§16-3-21（O.C.G.A.20-2-
751.6；20-2-751.4）提供的保護，永遠開除

的處罰將不會被實施。 
 

第5條-發生在學生與學生之間或學生與校

外他人之間的虐待，威脅，恐嚇，攻擊，

或毆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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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出於什麼目的，任何學生都不得故意對其他人

/另一個學生有任何威脅行為。無論是當面還是背面，

無論是有關該學生本人，還是涉及到其他人，都不

得用口頭或書面形式，建立文檔，或者做出一個象

徵性的動作和姿勢來威脅對方或他人，或以分散精

力，挑釁他人的方式與他人產生接觸，這包括，但

不僅限於恃強淩弱，不尊重對方，侮辱，說髒話，

以民族，種族，性別，殘疾，或宗教進行侮辱，或

騷擾，還包括建立“打擊人名單”，“殺人名單”，

“槍殺人名單”或揚言聲明將攜帶武器上學並會傷

人。所要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第一節 

5AA. 口頭威脅/恐嚇（人體傷害的恐懼），語言攻

擊； 

5AB. 書面威脅； 

5AC. 粗魯和/或不尊重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象徵

性的動作手勢和侮辱； 

5AD. 恃強淩弱（見下一頁有關“恃強淩弱”一節

以及州法律）； 

5AF. 出言不遜，罵髒話； 

5AG.對其民族，種族，性，宗教或殘疾進行侮辱； 

*5AL. 騷擾：重複的語言（口頭或書面），舉止，

或使人煩躁，驚慌，或造成困擾，但沒有任

何合法性目的行為； 

5AO. 做出毆鬥架勢； 

*5AR. 恐怖主義的威脅（恐嚇進行任何暴力犯罪，

或要燒毀或損壞他人財產以達到恐嚇他人或

造成建築樓人員疏散之目的） 

5A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家法律對“恃強淩弱”的定義是 1）任何蓄意嘗

試或威脅他人，揚言對其將造成傷害，而且很明顯

有能力這樣做；2）任何武力的故意炫耀，使受害者

有理由恐懼或以為立即會受到身體的傷害；或3）任

何故意的書面，口頭，或身體的行為，讓他人有理

由的認為，正受到威脅，騷擾，或恐嚇，以至於：a）
導致嚴重的身體傷害； b）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該生

的教育和學習； c）其狀況如此嚴重，持久，或普遍，

以至形成了一個恐嚇/威脅的教育環境；或d）擾亂了

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如果六至十二年級的學生，

在一學年裡，第三次被認定“恃強淩弱”，那麼該

生將分配到過渡學校（O.C.G.A.20-2-751.4）我們絕

不容忍因“恃強淩弱”的報告而發生報復行為。報

復行為將會受到單獨的紀律處分。 
 

任何學生不得造成或企圖造成對他人的身體傷害，

或其表現出來的行為極有可能造成對他人/學生的身

體傷害。任何學生不得從事任何行為威脅到其他人

的安全或損害他人的利益，或挑起可能發生的毆鬥。 

第二節 

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5BA. 推搡； 

5BB. 打架； 

*5BC.鬥毆（一個人用身體攻擊或毆打另一個人）； 

5BD. 可能導致人身傷害的行為； 

5BE. 對另一名學生造成人身傷害的行為； 

5BF. 以恐嚇或挑釁性質之手段，與另一名學生的

身體接觸； 

*5BG.嚴重毆鬥（惡意造成人身傷害，損傷他或她

的身體部位，或造成他或她的身體部位喪失

功能，或嚴重毀容，或對他或她的身體部位

造成傷害）； 

*5BH. 兇殺/謀殺； 

*5BI. 綁架（在本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對他/她進行

扣押，運送，和/或拘留）； 

*5BK. 欺侮他人； 

*5BM. 故意殺人罪； 

5B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6條-武器，危險儀器和炸藥/爆炸裝置 
任何學生不得招攬購買或出售，或買或賣或持有，

處理，傳輸，威脅或釋放/使用某物件，而此物體有

理由被認為或可轉換成或作為武器來使用，如以下

所列，但不僅限於：刀，槍，顆粒槍，指節銅環，

煙花，打火機，催淚瓦斯，梅斯，炸藥，胡椒噴霧，

棒球棍，高爾夫球杆，棍棒（除體育用具），或類

似大棒的襲擊物件，如中國星狀飛鏢，剃鬚刀，彈

丸之類。 
被禁止持有的武器包括，但不僅限於： 
*6A. 不超過2英寸吋長的刀（任何類型）； 

*6B. 2英吋或2英吋以上長的刀（任何類型） 

*6C. 手槍（任何槍支類型）； 

*6D. 步槍或獵槍（任何類型槍支）； 

*6EA. BB/顆粒槍（任何類型槍支）； 

*6EB. BB/顆粒步槍（任何類型槍支）； 

*6F. 玩具槍或任何與槍相象的物件； 

*6G. 破壞性裝置（炸彈，手榴彈，地雷，火箭，

導彈，管道炸彈或類似設備）； 

*6H. 指節銅環或金屬指節套； 

*6I. 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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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A. 促進劑（任何液體氣溶膠等，這些可用於引

發火災或讓火災延續延伸下去或其他危險情

況）； 

*6J. 打火機/火柴（任何類型，以用作武器或引發

火災）； 

*6K. 催淚瓦斯，梅斯或胡椒噴霧； 

*6L. 棒球棍，高爾夫球杆，棍棒（除體育用具

外），或任何用以打人或襲擊他人的棍棒； 

*6N. 剃刀或刀片； 

*6O. 彈簧棒/可伸展的棍棒； 

*6P. 警棍； 

*6Q. 各種雙節棍，飛鏢，戰鬥鏈，（任何可揮舞

的工具，以連接的方式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剛性部分組合在一起，使他們能夠自由擺

動）； 

*6R. 投擲星，東方鏢，或任何有兩個或兩個以上

的突出點或尖銳刀口葉片的投擲物； 

*6S 電擊物/眩暈槍； 

*6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學校內，或學校活動中攜帶武器 
任何學生如有下列行為，將被處罰停學一年（個別

案例除外，各個案例逐案審理），如果發現在學校

裡，或在學校組織的活動中攜帶槍支，其中包括賽

跑啟動槍，或藏有任何被設計或可能隨時轉換，只

要啟用，既能被驅逐拋射炸藥的武器，還包括有關

武器的任何裝置，如，槍支架，槍支套，或任何消

聲或無聲裝置。參見O.C.G.A. 20-2-750；20-2-751.1 

第7條-毒品，酒精和煙草 

學生不得參與任何毒品，藥物，酒精，或煙草交易，

包括但不限於購買，持有，出售，使用，運輸，推

銷；企圖購買，持有，出售，使用，或運輸任何毒

品，藥物，酒精，或煙草；或處於任何麻醉藥，抗

抑鬱，或興奮劑藥物的影響狀態，包括但不限於咖

啡因藥片，致幻藥物，合成代謝類固醇，安非他明，

巴比妥酸，大麻，吸入藥，酒精飲料，或任何形式

的麻醉劑等。任何學生不得持有，出售，購買，或

運輸，或試圖打著出售，購買，或運輸任何如本規

則所述違禁品，並以此為幌子進行違法活動。濫用

或未經授權持有處方藥，或非處方藥物，均應被視

為違反本條例；然而，這條規則不適用正常的擁有

和/或使用出自于註冊醫生的醫療處方授權的藥物。 
禁用物品及其有關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第一節 

*7AA. 酒精類飲料或任何形式的麻醉液體；  

*7AB. 安非他明/去氧麻黃堿藥物[附表二]； 

*7AC. 致幻藥物[附表一] {如：仙人掌迷幻劑，五氯

酚等} 

*7AD. 合成代謝類固醇[附表三]； 

*7AE. 被控制藥物或受控物品{Ritalin, Adderall, 
Phenobarbital, Percocet, OxyContin, Xanax等藥

物}； 

*7AF. 大麻(包括合成物)； 

*7AG. 迷幻劑[附表一]； 

*7AH. 可卡因[附表二]； 

*7AJ. 海洛因[附表一]； 

*7AK. 吸入劑（任何揮發性溶劑,氣霧劑，麻醉劑，

或揮發性亞硝酸鹽）[如：膠水，油漆稀釋劑，

髮膠，不粘膩噴霧劑等]； 

*7AL.非處方藥物（OTC）（例如，NoDoz，Vivarin，
哮喘藥，提神/減肥藥,阿斯匹林,藥草丸等）； 

*7AN. 看起來類似禁用物品（謊稱為禁用物品）； 

*7AO. 大麻（重罪-銷售-包括持有包裝好的，準備分

銷的或攜有一盎司多的大麻）； 

*7AP. 推銷或接受禁品； 

*7AQ. 補給/提供/銷售禁品； 

*7AR. 非控制的處方藥（如Prozac, Seroquel, 
Amoxicillin等）； 

*7AZ.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己管理和使用哮喘藥和有處方的自動注射腎上腺

素的藥品是被允許的，但必須有家長的書面同意書，

並提供給校長或其指派負責人所需要的檔。請向學

校負責人索取本縣所要求的有關表格，並完成其必

要程式。 

任何學生不得持有，出售，使用，運輸，購買或推

銷任何藥物相關的用具，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所

有煙斗，水煙筒，夾子，煙捲紙，或有關毒品的任

何其他物品，或任何用以描繪藥物或毒品的使用的

物品，除非這些東西是與認可的教學有關，而且被

批准使用。 

第二節 

被禁止的用具，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7BA. 煙斗，水煙筒，夾子，煙捲紙，或其他供藥

物使用的物件； 

*7BB. 照片，圖畫，以此描述藥物，藥物使用，或

供藥物使用的物件； 

*7B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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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學生不得持有，出售，使用，運輸，購買或推

銷煙草製品或煙草用具，例如，但不僅限於火柴，

打火機，煙斗，捲煙紙之類的東西。 
以下所列是被禁止的工具，它們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7CA. 煙草製品（例如：香煙，含嚼煙草，鼻煙，

雪茄等）； 

7CB. 煙草工具（如：火柴，打火機，捲煙紙和類

似物件）； 

7C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8條–不服從指揮或命令 
任何學生不得不遵從老師，實習老師，代課老師，

老師助手，學校負責人，校車司機，或其他授權的

學校工作人員的合理指示或命令。違反紀律的的行

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8A. 不服從學校工作人員的指示或命令； 

8B. 不遵守當地學校的書面章程及其規章制度； 

8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9條–不端/猥褻的性行為 
任何學生不得從事任何身體方面或口頭方面的性騷

擾行為。任何學生不允許表現出任何不雅的曝露，

猥褻裸露，不端姿態，或猥褻愛撫，或不雅的觸摸，

對自己身體的撫摸，或對他人身體的撫摸，或任何

性交行為。任何學生不得使用任何不恰當的手勢或

姿勢，模仿或暗示性行為或從事大家通常理解“裸奔”
或“裸臀部”的行為。這種行為不會被視為無足輕

重，或是開玩笑。 
任何學生不得攜帶，查看，複製，出售，購買，或

運送，印刷或非印刷的黃色淫穢印製材料；這些包

括不在課程教材範圍內，任何詳細描繪性方面的印

刷，或非印刷品。同時，任何學生不得攜帶，查看，

複製，出售，購買，或運送，印刷或非印刷的黃色

淫穢材料；這些包括但不限於：包括不在課程教材

範圍內，任何詳細描繪男性或女性生殖器，或沒有

完全覆蓋的，可以透視的裸露臀部，或沒有完全覆

蓋的，可以透視裸露女性乳房及任何部分的印刷，

或非印刷品。 
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9A. 性騷擾（身體或口頭），故意的，重複的，

主動的身體動作，手勢，或與性有關的口頭

或書面文字； 

*9B. 猥褻性的（有關性的）暴露（任何有關性暴

露行為）這包括“裸奔”和“裸臀部”）； 

*9C. 淫褻/不雅的手勢或姿勢，模仿或暗示性交； 

*9D. 猥褻性愛撫摸或不當的撫弄/對自己的身體撫

摸； 

*9E. 猥褻性愛撫摸或不當的撫弄/撫摸他人身體； 

*9F. 性交； 

*9G. 口交或任何肛交行為； 

*9H. 嚴重性犯罪（違反他人意願，故意用不明東

西插入其性器官，或其肛門）； 

*9I. 色情材料：持有或傳送用任何方式描述涉及

到人體的生殖器，陰部，臀部，或乳房等的

圖像，錄音，或其他材料。 

*9IB. 性侵犯/淫穢物：攜有或傳送有關以下所列的

文字描述，圖像，錄音，或任何類似的其他

材料，包括：（a）任何類型的性行為，（b）
暴露未成年人的生殖器，陰部，乳房或臀部，

或（c）其他有圖形的色情內容。 

*9J. 接吻或任何親密行為； 

*9K. 猥褻兒童重罪（兒童受到身體傷害或涉及雞

奸行為的猥褻兒童罪）； 

*9L. 雞奸重罪（執行或實施任何性交行為，其涉

及到一個人用其性器官在他人不願意的情況

下強迫與他人的口腔或肛門進行性交，或當

他/她與一個不到10歲的孩子進行肛交）； 

*9M. 強姦（一個人犯強姦罪時，他清楚的知道他

的行為違背了她的意願或其女孩還未滿10歲，

但強行滿足他的肉欲。姦淫婦女的強姦行為

是指有男性性器官插入了任何女性性器官）； 

*9N. 性侵犯（未經他人的同意，有意與其進行身

體隱私部位的親密接觸）； 

*9O. 允許他人/另一學生，對自己身體進行猥褻或

不端的行為； 

*9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色情短信（猥褻或色情文字短信的發送和接收）

這種行為將根據條例9I和9IB來處理，其處罰範圍是

從停學到送至紀律聽證會裁決。 

第10條–無故缺席 
無論是上課，上學，還是學校在正常上課時間組織

的所有活動，任何學生都不得無故缺席。以下情況

例外；生病或其他不由自己所能控制的原因，或持

有老師，校長，或其他學校負責人的書面許可。任

何學生一旦到校，在放學之前，如果沒有學校有關

方面負責人的許可，不得離開學校。 
禁止的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10A. 上課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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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上學遲到； 

10C. 未經許可擅自離開課堂； 

10D. 未經許可擅自離開學校； 

10E. 無故缺席（違反強制性義務教育法）； 

10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1條 - 其他破壞良好秩序的行為 
任何學生不得有任何破壞學校良好秩序和紀律規範

的其他行為。這包括，但不僅限於，違反當地學校

的規章制度，違反本州法律和聯邦法律，參與有關

團夥犯罪的行為和/或進行O.C.G.A.§16-15-3和§16-
15-4所定義的團夥犯罪，向學校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資

訊，擅自攜帶或使用不恰當的鐳射指標，和電子通

訊裝置（包括CD播放機，MP3播放機，視頻遊戲，

和電視機），閒蕩或者非法侵入不應該滯留或進入

的地方，向學校工作人員提供虛假資訊，或提供有

關學校工作人員，或社區服務人員不當行為的虛假

資訊，而這些虛假資訊構成了對學校社區的嚴重威

脅。 
除了下面列出的有關規則外，GCPS董事會允許學

生攜帶有限的的電子產品，例如傳呼機或通信裝置，

並授予當地學校校長之權力，為本校學生攜帶和使

用這些電子通訊裝置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 
以下所列為禁止行為，它們包括但不限於這些方面： 

11A. 違反當地學校的規章制度（具體規則）； 

*11C. 犯罪團夥的有關活動（由O.C.G.A.16-15-3和
16-15-4所定義的），其包括但不限於： 

*11C1. 參與或從事街頭幫派，由O.C.G.A.16-
15-3 所定義的犯罪團夥活動； 

*11C2. 直接或間接地獲取和保留那些通過非

法的團夥犯罪活動所得到的贓物，並且

因為自身利益，保留並控制因非法行為

所得到的任何不動產或個人財產，包括

現鈔等； 

*11C3. 直接或間接的從事，或串謀從事犯罪

團夥的活動，而且是一個街頭幫派的主

要負責分子。以其負責人頭銜的身份，

組織，領導，並參與非法活動； 

*11C4.引誘，鼓勵，慫恿，或脅迫他人參加

違法的街頭幫派； 

*11C5.在直接或間接的與他人溝通和交流中，

對其進行威脅，揚言要造成其身體傷害

和財產損失，或揚言要造成其他人的身

體傷害和財產損失，或揚言要造成與其

有關人員或親屬的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

這樣做的目的是阻止其説明幫派團夥成

員或與該幫派團夥有關係的人退出此非

法街頭幫派組織； 

*11C6.在直接或間接的與他人溝通和交流中，

對其進行威脅，揚言要造成其身體傷害

和財產損失，或揚言要造成其他人的身

體傷害和財產損失，或揚言要造成與其

有關人員或親屬的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

這樣做的目的是懲罰或報復其退出非法

街頭幫派組織； 

*11C7.在受聘於，或與非法街頭幫派有關聯

的同時，犯下了在O.C.G.A.16-15-3中所

列舉的罪行。而且，很清楚的知道其非

法街頭幫派的成員已犯下過一次或多次

類似罪行； 

*11C8.犯下在O.C.G.A.16-15-3中列舉的任何

罪行，其意圖是保持或提升自己在非法

街頭幫派組織裡的地位和頭銜； 

11E. 提供虛假資訊和/或偽造行為； 

11F. 作弊行為； 

11G 賭博； 

11H. 剽竊； 

11I. 在校區內或學校主辦的活動中，粗言穢語(哪
怕是間接的用褻瀆或粗俗的語言謾駡他人）； 

11K. 鐳射指針； 

11L. 在學校學習期間，未經允許，擅自使用電子

裝置包括但不限於：答錄機，收音機，CD播

放機，MP3播放機，視頻遊戲和電視機； 

11N. 閒遊； 

*11O. 非法侵入； 

*11P.校外發生的不當行為對學校的學習環境構成了

威脅:學生在校外的任何行為（1）可能導致該

生被追究刑事犯罪責任，如果犯罪者是成年

人，那麼將被追究重犯刑事責任；（2）如果

讓該學生繼續留在學校，對學校所有教職員

工和學生，以及財產都將造成潛在的危險，

或將擾亂學校正常的教育秩序； 

*11S. 其他重罪:(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 

11T. 做出姿態，明顯表現自己與違法的街頭幫派

為伍，而其違法的街頭幫派正是在Gwinnet縣
幫派團夥工作隊備了案的違法幫派組織。該

生用其服裝打扮，或與他人溝通時用手勢打

信號，或攜有幫會著作出版物/符號，或承認

其入幫的會員資格； 

11U. 對有關老師，學校負責人，或其他學校雇員

對某學生不當行為的指控，偽造，謊報，漏

報，或提供錯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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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如違反了帶有星號*號的條例，其結果可能是
向SRO報告，並可能將該案例轉交至地區檢察官。 
 

11Z. 其他非重罪:(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2條-反復違紀/行為不檢/屢教不改 
問題學生 

屢次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或長期，而經常性的擾

亂學校秩序的學生，將以“反復違反學校紀律和行

為不檢”來處罰。在此之前，我們會先嘗試其他補

救方法，以改正錯誤行為，如，“矯正學生行為表

現的實施計畫”。 
12A. 長期破壞，或屢次違反其他校規； 

12Z.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旦學生被認為屬於第12條的違紀範圍，該學生和

其家長必須事先得到通知，所有後續的違紀行為將

導致處罰的升級，並可能導致對此例案的單獨裁決，

和轉至紀律聽證會處理。 

第13條-違反校車規則 
任何學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導致或企圖導致（直接或

間接）中斷或干擾校車的正常運行。其違章行為包

括但不限於： 
*13A. 破壞校車服務：任何學生必須不得以暴力，

武力，恐嚇，威脅或其他任何方式，破壞或

干擾校車司機，以及司機的駕駛和操作，而

影響到他/她的安全行車； 

*13B. 向司機投擲東西； 

13C. 不聽從指揮，不遵守紀律和規則； 

13D. 不經過校車司機同意，在校車正在行駛過程

中，使用鏡子，鐳射，閃光燈相機或任何其

他燈具或反光裝置； 

13E. 做出毆鬥姿勢； 

*13F. 打架； 

13G. 分散校車司機的注意力； 

13H. 在校車上亂扔東西或向車窗外扔東西； 

13I.  過量的噪音； 

13J. 在校車的行駛過程中，使用任何電子裝置，

包括但不限於手機，尋呼機，聽得見的收音

機，不帶耳機的磁帶或光碟播放機； 

13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所有其他GCPS的規章制度，無論是在校車裡，

還是校車站，均有效。 

接送學生上學和放學，安全是我們校車服務的第一

優先。在校車上，校車司機/管理員是學校所指定的

監管學生的正式責任人。司機從始到終必須在任何

時候都專心駕駛。如果他們的注意力稍有分散，或

他們哪怕有一時的分心，都可能會導致嚴重事故，

造成人身傷害或死亡。每個學生的安全和健康都取

決於大家能否遵守紀律，並按照本守則所規定的行

為標準作為。安全是最重要，那也就是為什麼在處

理有的校車違規行為時會有不同程度的處罰結果，

或會作為單獨例案專門處置。 
任何學生，如果在校車上被發現恃強淩弱，欺負他

人，或違反本紀律守則的規定，如鬥毆，或對他人

進行人身攻擊，那麼我們會要求與學生家長或法律

監護人和分管校車方面的學校負責人一起開會，以

擬定一份校車與學生之間的行為表現合

同。 （O.C.G.A.20-2-751.5） 
注意：任何因為違反校車紀律受到停學一天處罰的

學生，可能會在被受處罰的當天，喪失他或她享受

校車服務的特權。 
 

 
穀內郡公立學校     

運動員行為準則 
 

參加校際運動比賽是教育委員會提供學生的特權。

參加喬治亞州高中協會 (GHSA) 課外體育/運動活動

的學生擔任穀內郡公立學校(Gwinnett County Public 
Schools) (GCPS)的代表。預期所有學生的舉止隨時

符合 GCPS 的最高標準。 
 
行為準則的設計，是為所有參加 GHSA 核准的運動活

動的學生，建立高的期許和標準。所有學生、家長和

教練都瞭解，最優先的事項是學業成就。 行為準則建

立關於行為的高期待和發生違規時前後一致的後果。  
 
行為準則在學生加入 GCPS 高中運動團隊的第一天生

效。該準則在整個暦年維持有效，包括學校不上課的

時候。  
 
以下所列違規和後果，是與學生行為不端有關的學校

或刑事後果之外另加的(非取代的)。 
 
所有列在行為準則的後果都是最低標準。教練有訂定

高於最低標準的後果的決定權。 
 

違反行為準則和後果 
 
違規事項 A：學生被長期(超過十天)停學 (有或沒有

GIVE 選擇 )。 
後果：  在停學期間沒有資格出席或參加任何運動或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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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事項 B：因為觸犯任何重罪或成人觸犯時即構成

重罪的行為而被逮捕或指控。(不論發生被控行為的

地點或時間；在校內或校外)  
後果：立即停止所有參與，直到下述時間： 
a. 學校職員確定學生沒有犯該行為或其他重罪行為；

或  
 b. 當地檢察官駁回或不起訴所有待決指控和請求； 
或 
 c. 學生對輕罪的指控認罪，在此情況下，參照本準則

所列違 規事項 D；或 
 d. 學生被宣告有罪並判重罪，或在少年法庭被宣告

觸犯成年人觸犯時可被指控為重罪之行為，並服刑期

的任何部分，包括緩刑期間。 
        

關於下述違規事項(C, D 和 E)，學校行政當局必須有

以下定義之有效的違規證據和/或證明： 
1. 學生自己承認涉案  
2. 主辦人、教練或任何職員目擊學生涉案 
3. 家長承認其學生涉及使用煙、酒或其他藥物 
4. 送往學校的正式員警報告之證實 
5. 通過學校職員調查之違規證據 
 
如果違規發生在學校或校產上(任何時間)、學校場所

旁、學校贊助的活動、集會、或比賽項目或前往或離

開學校途中，學生將受學生行為準則(政策 JCD )所述

之措施或以下課外活動之後果的處置。 
違規事項 C:    煙草(任何種類) 
後果： 
第 1 次違規  - 經核准之當地學校運動/課外活動政策

所決定之後果 
第 2 次違規 – 暫停剩餘季節至少 10%的體育課外活

動比賽 
第 3 次違規 – 從團隊開除，但允許在該運動/活動季

結束後，參加隨後的體育課外 活動選拔 
 
違規事項 D:   煙草/其他藥物 (持有和/或使用) /輕罪

或違反刑法 
後果： 教練/主辦人和行政人員將會見學生及家長或

監護人。 
第 1 次違規  - 經核准之當地學校運動競賽/課外活動

政策所決定之後果 
第 2 次違規 – 暫停剩餘季節至少 20%的運動課外活

動比賽 
第 3 次違規 – 暫停學期剩餘部分所有運動競賽課外

活動 
                    

違規事項 E:    違反校規導致校內停學(ISS) 或校外

停學( OSS)  
後果： 
校內停學 – 學生解除校內停學時，可恢復參加。學

生解除 ISS 當天不能參加。   

校外停學 – (短期  - 不超過 10 天) -  停學期滿可恢復

參加 – 政策 JDD 
    
違規事項 F:    欺淩 
後果：教練/主辦人及行政人員將會見學生及家長或

監護人。 
第 1 次違規 - 暫停剩餘季節至少 10%的運動課外活

動比賽。 
第 2 次違規 - 暫停學期剩餘部分所有運動競賽課外

活動。 

GIVE中心 

“穀內郡干預教育中心”（GIVE）的目的是： 
• 因為聽證人員，聽證會小組，或教育董事會的自

主裁決權，對一些違紀的學生將被提供一次再教

育的機會，因為這些學生違反了學校的規章制度，

對其的處罰是不得回到本校上學，並為期在10天
以上。由此，也只有這些被紀律聽證會，教育董

事會處罰停學（所屬學校）的學生，或交由過法

院處理的學生才可能被送至“GIVE”中心。 

• 減少將初中生或高中生完全排除在教育大門之外

的學生人數。 

• 為這些不得入校的學生提供過渡學習方案而避免

完全拒之於學校門外。同時為他們提供改過的機

會，使他們有一天能返回到他們所屬的學校。 

本學校日常課程 
• 在GIVE中心的學生必須參加全日課程安排，除

非他/她還參加了另一個與其聯合的教育計畫。 

• 學生必須自行做好安排，到校時間不得早於開課

時間前的15分鐘。而且，一旦抵達校區，必須馬

上到自己的教室報到。任何學生不得在學校開門

前或放學後，滯留在學校樓外，並且，學校一旦

放學，他們必須立即離開。 

GIVE中心的注意事項 
• GIVE中心有兩處分校，一個在東邊

(Lawrenceville)，一個在西頭(Norcross)。 

• 不提供校車服務，除非對特殊教育學生，按照法

律規定我們將提供交通服務。 

• 6-12年級的學生可參加GIVE中心。 

• 在GIVE中心註冊的學生允許參加線上課程。 

• 學生的著裝必須是被允許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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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不當行為：後果範圍 
對於違反“學生行為守則”的學生，由當地學校領

導人對該學生負責處置，並對其做出處罰決定。當
地學校管理層對不當行為的處罰範圍包括： 
一級犯紀（從輕處置） 
一級犯紀指的是，學生有不當的行為表現，雖然不

很嚴重，但也干擾了學校的良好秩序。教師經過使

用一些説明學生改正的方式方法後，如仍沒有改變，

可以將該生交至與學校負責人處理，學校領導層所

做的決定，輕則與校負責人開會，重則罰停學三（3）
天。 

二級犯紀（嚴重後果） 
二級犯紀指的是，學生的不當行為干擾了學校的良

好秩序其程度既不太嚴重，也不可忽略，在這種情

況下，學生應直接交到學校負責人那裡處理。其後

果將可能是既停課又停學，或兩者“結合”的處罰，

時間為四（4）到九（9）天不等。 
這種“組合”的處罰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對那些二級

犯紀的行為（違反行為條例第七條），卻是初犯的

學生。這些初次犯紀的學生可能會被罰九天停學，

但是該學生和家長如果選擇去參加CLFC計畫，那麼

九天的停學處罰可以減少到3天。 

三級犯紀（非常嚴重後果） 
三級犯紀指的是嚴重的違犯紀律的行為。學生應該

直接交給學校負責人處理。對這些不法行為的處置，

包括多達10天之久的停學處罰。然後等待紀律聽證

會的裁決，可能是長久性停學，或去過渡處所，或

被永久性開除。 

變向處罰 
任何面臨受到短期停課停學或長期停課停學處罰

的學生可能有機會減少停課或停學的期限，但他們

必須完成被替代的處罰。是否為學生提供減少停課

停學期限的機會，取決於學校負責人，聽證官員，

或聽證會小組，因為他們有自由裁量權，而且他們

要針對學生所違反紀律的嚴重程度來做決定。學生

也可以作出選擇，是要完成變向處罰，從而減少停

課或停學的期限，還是認同並服從停課停學的全期

處罰。以下是被通過的變向處罰項目：（1）參加

“建立持久的家庭維繫”（CLFC）輔導，或類似的

輔導計畫；（2）從事社區無償服務；或者（3）支

付賠款。 
 

長期停學及重新入學要求 
 
在學生得到停學處罰，而在停學期即將終止時，如

果該學生未能參加過渡學校的學習計畫，或根本沒

有給予參加過渡學校學習的選擇，或因為違紀行為

的嚴重性，而已被除名，那麼該學生是否能回到原

學校註冊，在當地學校重新審理其案例以後做決定。 
以下所列證據，該學生必須至少提供其中的三（3）

項，並將這些資訊通過傳真，發送至 “學生紀律和行

為干預辦公室”傳真號碼：770-513-6840。 
• 證明以完成了某課程的學習，其課程學習是通過

遠端教學或其他被認可的教育計畫，或家庭課堂

所完成； 

• 證明在停學期間，付出了30小時的志願服務，無

論是在某社區或某宗教機構； 

• 證明在停學期間，在某處兼職或工作； 

• 寫一篇作文（至少300字），書面檢討所發生的

事件，陳述為什麼會被帶到了學生紀律聽證會的

面前，討論學到哪些經驗教訓，並解釋為什麼希

望重返學校； 

• 至少有三封推薦信函（不可以來自該生的家人或

親戚朋友）證明該學生有良好的行為表現，和可

以重返學校並適應學校裡的學習生活； 

• 有檔證明，該學生曾經求助於某社區或私營健康

醫療機構，為有一個正常的身體和心理狀態努力，

和/或者 

• 任何其他書面證據，表明學生正在努力學習，不

再有從事任何犯罪的不當行為，以某種方式服務

于社區，作出了良好的貢獻。或者，任何其他證

據，證明學生有願望完成他或她的未完成的教育，

並會遵守教育局董事會所通過的所有規章制度。 

當學生提供了所要求的全部檔，學生紀律和行為干

預辦公室將通知當地學校負責人。這時當地學校即

可召開會議，對是否重新接納該生進行審理，然後

作出決定。 

學生紀律聽證會 
由Gwinnett教育局董事會（BOE）建立的學生紀律

聽證會聆訊，是用來處理本縣就讀學生違紀行為的

組織。在這個紀律聽證會上，紀律聽證人員或聽證

小組對學生的違紀行為取證，聆訊。其處罰可能是

長期停學或開除。紀律聽證程式是依據喬治亞州公

立學校紀律審裁法案來制定的。（O.C.G.A. 20-2-750） 

聽證會的組成 

• 如果違紀行為是涉及兩個或更少的學生，那麼一

名聽證官員將為此聽證聆訊。對於涉及兩個以上

學生的聽證會，聽證官員可能會在一位或多位聽

證助理官員的協助下一起聽證。 

• 聽證官員是經過專門聽證培訓的縣級領導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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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會的聽證官員聆訊有關違反規章制度的不當行

為以及證據，如果證據確鑿，其處罰可能是10天
以上的停學，以至到一學年的停學，或根據建議

將該生永久性的開除。 

•    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學生被指控違反校規，而這

些學生的違規行為是出於同一事件，或同一出處，

那麼他們都將會在同一聽證會上聆訊，因為他們

所有人都涉及同一事件。這樣，聽證人員不會對

事件的發生產生誤會或混亂，也不會在相當程度

上產生偏見。 

聽證會程式 
所有聽證會都有電子記錄。在聽證會召開之前，聽

證會的聽證官員都是保密的，不會對外公佈。在某

特定情況下，可能會傳喚作為證人的教職員和學生

到會作證。他們是代表學校系統的證人。凡是證人

的傳票均從“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那裡獲

得。學生或家長/法律監護人的責任是將自己證人的

傳票送到證人手中，並為他們安排交通工具，讓他

們順利到達聽證會。 
在紀律聽證會前所呈現的證據可能是真實物件（毒

品，武器，違紀記錄，書面陳述等），以及證人的

證詞。在聽證會上，學生或家長/法律監護人有權要

求由一名律師來代表自己的權利，其費用由學生或

家長/法律監護人自行負責。如果律師是代表學生，

“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必須在兩個完整的

學校日前得到通知，因為要安排律師在聽證會上代

表學校系統。如果家長需要翻譯服務，他們應該在

紀律聽證會要召開的至少兩整天之前，向當地學校

提出此項要求。 

如何作出決定 
紀律聆訊的聽證官員在聽證會後，將確定學生是否

違反了“學生行為守則”的紀律準則，並決定相應

的裁決。聽證會官員只可以根據與案情有關的證據

來作出相應的決定。並且，聽證會官員對聽證會上

所提出的證據，有權決定其輕重性，以確定其犯紀

行為是否應該受到長期停學或開除的處罰。 
如果學生被指控違反了“守則”條例，紀律聆訊聽證

官員將審查學生在學校的檔案紀錄。受理雙方都將

給予機會作出結束或總結之聲明。聽證會官員在聽

證會後私下會晤，然後做出相應的決定。聽證會結

束時，聽證官宣讀他或她的決定。並且在之後的五

（5）個工作日內，學生或家長/法律監護人將會收到

正式檔通知，告知聽證會對其案件的處理決定。 

 

上訴 
教育局董事會可能會隨時檢查任何一個學生紀律聽

證會的決定。然而，有意圖的審查將會事先通知所

涉及的學生和家長/法律監護人。而且，Gwinnett縣
教育董事會將會考慮審理學生對紀律聽證會決定的

上訴。在對董事會提出上訴後的等待時間，通常不

會阻止由學生紀律聽證會作的停學或開除決定的生

效。然而，教育局長也有權酌情處理，可能會決定

在這段等待上訴結果的時間裡，讓該學生重返學校

學習。這種情況的發生只有在教育局長認為，該學

生的上訴在很大程度上勝訴。給董事會的上訴，不

需要提交新的證據，或口頭辯論等，董事會對上訴

的決定，完全基於紀律聽證會的訴訟記錄，及受理

各方提交的書面上訴所陳述的論點，來作出最後決

定。 

上訴通知書須以書面形式，送至教育局長辦公室，

具體負責部門“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備案，

地址是：723 Hi-Hope Rd., Lawrenceville, GA 30043。
“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必須在聽證會裁決

後不遲於二十（20）天內收到上訴書或上訴法律論

據。此後董事會將採取行動，以確定聽證裁決是否

適當而公正，然後，董事會做出決定，而且是最後

決定。如有理由認為不公而對此決定不服，可上訴

本州教育總署。 

關於藥物和酒精的教育計畫 

創建維繫持久的家庭關係（CLFC） 
“創建維繫持久的家族關係”（CLFC）是一項有

關藥物/酒精的教育計畫。是為幫助首次二級犯紀的

學生所提出的計畫。這些學生違反了“學生紀律守

則”的第7條。不是所有初犯者都將有資格進入這項

幫助計畫。而進入這項計畫可以讓學生縮短其長期

停學處罰的期限。 
此計畫包括有四個課程，每堂課兩個小時。所有課

程都是在晚上，學生必須按順序完成全部課程。有

關此計畫的詳細資訊可從“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

公室”獲取，或電話： 
 Norcross Community Central Gwinnett  
 School Community School 
 Phone: 770-447-2643 Phone: 770-338-4877 
 
 Shiloh Community School 
 Phone: 770-736-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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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我們的無煙校區 

 
本縣教育局政策規定：任何學生，教職員工和來訪

客人在所有GCPS設施和校區內都禁止使用任何含

有煙草的物品。 

這一規定一天24小時，一周7天內都必須遵守。 

感謝大家的合作！ 

教育局政策擇選 
搜查和沒收 (JCAB政策) 

• 為了維護學校的良好秩序和嚴格紀律，也為了保

護學生和學校教職員工的安全和福利，學校負責

人可以在下列情況下搜查學生，或學生儲物櫃，

或學生汽車。如果在搜查過程中發現任何非法的，

未經批准的或違禁的物品，校方可以將其扣留。 

• 在這裡，“禁品”一詞是指：危害學生或學校教職

員工健康和安全的物品，或對學校合法事務的操

作，任務的完成和程式的正常運行產生破壞作用

的物品，或是在前面章程裡向學生提到並描述過

的非法物品。 

• 按照本政策規定，學生如果拒絕被搜查或者物品

被沒收，校方將考慮紀律處分。 

• 校方工作人員對學生的搜查應與搜索目標相關，

不能因為學生的年齡，性別，和違規行為的性質，

對其有過分侵犯。 

• 在搜查學生的人，他/她的個人財產，車輛，或

儲物櫃的事件中被發現違反了聯邦，州際或地方

法律，我們可以通知執法機關，使他們採取相應

的措施。 

 

審問 

為了調查學生的不當行為並採取必要的行政措施，

Gwinnett縣任何每一所公立學校的校長，或他/她的

授權代表，都擁有權力對學生採取和于情理的審問。 

無毒品工作學習場所（GAMA政策） 
本教育董事會致力於為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提供一

個無毒品的工作學習場所，因為我們認為使用違禁

藥物和非法攜帶並使用煙草和酒精是錯誤的，有害

的。任何教職員工不得在正常工作日，或在學校工

作時，或在學校組織的活動中，在學生面前使用或

展示任何藥物，酒精和煙草製品。 
 
 

 
喬治亞州法規選擇和GCPS程序 

喬治亞州槍支武器法 

在學校教學樓內，學校組織的活動中，學校所屬區

域裡，校車或學校的其他交通工具裡，任何人攜帶，

持有或掌控武器或爆炸性混合物都是非法的。持有煙

花則必須遵守第25章第10節的規定。任何違反本條款

的個人，一經定罪，會應予不超過$5,000的罰款，或

不少於一年，但不超過五年的監禁，也可能是罰款監

禁兩項並罰。 
在本項喬治亞州法規裡，“武器”一詞指的是以下

物件，它們包括任何手槍，左輪手槍，或任何旨在推

動任何形式的導彈的武器裝置，或任何匕首，獵刀，

彈簧刀，彈道刀，或任何其他有兩或兩英吋以上刀口

的刀，直邊剃鬚刀，刀片，彈簧棒，金屬棒，警棍，

或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剛性部件，連接起來且可被自

由揮舞的物品，如各種不同形式和樣式的雙節棍，飛

鏢，或戰鬥鏈，或任何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突出點或

尖銳刀口葉片的投擲物，或尖銳的物品，如投擲星，

東方鏢，或任何像這類的武器。 
基於第20頁第六條的本縣“學生行為守則”： 
任何學生如有下列行為，將被處罰停學一年（個別

案例除外，各個案例逐案審理），如果發現在學校
裡，或在學校組織的活動中攜帶槍支，其中包括賽
跑啟動槍，或藏有任何被設計或可能隨時轉換，只
要啟用，既能被驅逐拋射炸藥的武器，還包括有關
武器的任何裝置，如，槍支架，槍支套，或任何消
聲或無聲裝置。參見O.C.G.A. 20-2-750； 20-2-751.1 

對學校工作人員實行暴力行為 
任何人，如毆打正在學校或學校所屬範圍內工作或

執行公務的老師或其他學校工作人員，一經定罪，會

被處以一年以上5年以下的監禁，或被罰款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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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或監禁和罰款兩項並罰（喬治亞法律§16-5-
23.1）。 

長期違紀行為 
任何時候，一旦老師或校長確定一個學生有長期的

犯紀問題，校長或指定負責人將通過電話，掛號信，

或依據法律要求，發送隔夜即可收到，而且有回執收

據的信件，或特別快遞郵件等通知學生家長或法律監

護人，告知其孩子的違紀問題；該學生家長或法律監

護人會被邀請來觀察該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並要求

至少有一名家長或法律監護人與校長/有關方面負責

人或老師，或校領導和老師一起參加為該生所召開的

會議，制定針對該生紀律行為的矯正計畫。如任何學

生被發現在校車上對他人有威脅，恃強淩弱，或任何

其他不當行為，該生家長或法律監護人必須與當地學

校官員會面，以制定一份學生的校車行為合約，以此

約束學生的行為表現。（法律參考：OCGA§20-2-764；
§20-2-765§20-2-751.5） 

紀律問題的轉薦介入之定義 
為了確定，是否將某學生定義為長期違紀，紀律問

題轉薦介入指的是該名學生是否在被轉薦介入後而

得到校內停課查看（ISS）,或被分配在“給予機會，

改正錯誤”教室（OR），或停學的校外查看（OSS）
等處罰。*注意：依據“長期犯紀行為”的第12條，

因遲到而被轉薦介入的，不管其後果任何，均不可

算作“長期違紀”之轉薦介入。 

長期違紀行為之定義 
本州法律(O.C.G.A. 20-2-764 and 20-2-765)允許教育

局確定哪些學生是屬於有長期違紀問題的學生。在

GCPS，如果某名學生在一年內得到四（4）次或四次

以上的違紀轉薦介入處罰，那麼該生會被定義為“長

期違紀”學生。 

七步驟計畫摘要 
在任何一學年內，如果學生被處罰校內停課或校外

停學，以下轉薦介入步驟將逐步展開： 
介入＃1：家長收到關於違紀和後果的書面通知。 
介入＃2：家長收到關於違紀和後果的書面通知。 
介入＃3：通知家長下一次（第四次）轉薦的後果。 
介入＃4：邀請家長一起制定行為糾正計畫

介入＃5：可能實行第12條規定，給予警告（校長自

主裁定）。 

。 

介入＃6：可能實行第12條規定，給予警告（校長自

主裁定）。 

介入＃7：學生必須接受第12條
 

所定的處罰。 

有關七步驟計畫的附加資訊： 
• 七步驟計畫是一份大綱，它可由“學生紀律和行

為干預辦公室”根據個體案例自由裁定並對對其

進行修改。 

• 對七步驟計畫進行修改，可用於那些剛進入該學

區卻有長期紀律/犯罪紀錄的學生。學校可以就

這些學生在每一步會產生哪些後果諮詢“學生紀

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而制定相應步驟。 

• 在2011－12因違反第12條而被警告的學生可能會

在2012－13學年裡參加行為糾正計畫，如又有兩

起違規事件而得到轉薦，可能會再次收到違反第

十二條規則的警告。 

• 任何來自“GIVE”中心的學生，將會被安排在

“七步驟計畫”中的適當的一步，其安排是在他

們 GIVE中心的結業會上來決定。 
 

行為糾正計畫 
當學生在一學年裡第4次得到紀律轉薦後，將實施

以下步驟： 
• 通知家長/法律監護人，告知該生被認為有長期

違紀問題。 
• 參考家長意見，制定行為糾正計畫。 
• 提供干預措施，為學生提供幫助。 
• 監控計畫（正式或非正式）的執行，並對所採取

的方法進行評估。（考慮指派一名學校工作人員

監察/輔導學生，及負責其計畫的進展。） 

犯罪後果及未成年性行為 
我們鼓勵家長和法律監護人時常告誡自己的子女，

不可有犯罪行為，和如果犯罪，可能會導致的追究

刑事責任之後果。這包括未成年人性行為的犯罪可

能導致會被作為成年人審訊，以及潛在的刑事處罰。 

學生俱樂部及其他組織 
根據OCGA 20-2-705，關於俱樂部/組織的名字，俱

樂部/組織的使命/目的，指導老師的名字，以及活動

的計畫安排等資訊可在學校網站上找到。如果需要，

從當地的學校也可獲得有關方面資訊。家長和法律

監護人應查看此資訊，並告知學校，如果他或她不

同意讓自己的孩子參加某個俱樂部或組織，請在本

手冊的背面查看其表格，填寫好後，交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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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通知 
學生如被發現違反了下列的有關規定，將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 

 一級（Level I） 二級（Level II） 三級（Level III） 

第一條Rule 1 1B, 1C, 1DB, IE, 1F, 1H, 1I, 1Z 1A, 1DA, 1DB, 1DC, 1J, 1Z 1A, 1DA, 1DC 

第二條Rule 2 
2B, 2D, 2I, 2J, 2Z 2A, 2B, 2C, 2D, 2DB, 2I, 2J, 2JB, 2P, 

2Z 
2A, 2C, 2DB, 2JB, 2K, 2L, 2M, 2N, 2O, 
2P 

第三條Rule 3 3A, 3B, 3C, 3J, 3Z 3A, 3AB, 3B, 3C, 3CB, 3J, 3K, 3KB, 
3L, 3M, 3Z 

3AB, 3CB, 3H, 3KB, 3L, 3M, 3N, 3O, 
3P 

第四條Rule 4 4AC, 4AF, 4AG, 4AM, 4AZ, 4BA, 
4BB, 4BH, 4BZ 

4AA, 4AB, 4AC, 4AF, 4AG, 4AL, 
4AM, 4AO, 4AZ, 4BA, 4BB, 4BH, 4BZ 

4AA, 4AB, 4AL, 4AN, 4AO, 4BC, 
4BD, 4BE, 4BF, 4BG, 4BH, 4BI 

第五條Rule 5 
5AA, 5AB, 5AC, 5AD1, 5AF, 5AG, 
5AL, 5AO, 5AZ, 5BA, 5BD, 5BF, 
5BZ 

5AA, 5AB, 5AC, 5AD1, 5AF, 5AG, 
5AL, 5AO, 5AR, 5AZ, 5BA, 5BB, 5BD, 
5BE, 5BF, 5BK, 5BZ 

5AR, 5BB, 5BC, 5BE, 5BG, 5BH, 5BI, 
5BM 

第六條Rule 6 6A2, 6B3, 6EB3, 6N3, 6Z 6A2, 6B3, 6EB3, 6N3, 6F, 6H, 6I, 6IA, 6J, 
6K, 6L, 6N3, 6O, 6S, 6Z 

6A2, 6B, 6C, 6D, 6EA, 6EB, 6F, 6G, 6H, 
6K, 6L, 6N, 6O, 6P, 6Q, 6R, 6S 

第七條Rule 7 
7BB, 7BZ, 7CA, 7CB, 7CZ 7AA, 7AF, 7AK, 7AL, 7AN, 7AP, 7AR, 

7AZ, 7BA, 7BB, 7BZ, 7CA, 7CB, 7CZ 
7AA, 7AB, 7AC, 7AD, 7AE, 7AF, 7AG, 
7AH, 7AJ, 7AK , 7AL, 7AN, 7AO, 7AP, 
7AQ, 7AR 

第八條Rule 8 8A, 8B, 8Z   

第九條Rule 9 9I, 9J, 9Z 9A, 9B, 9C, 9D, 9E, 9I, 9IB, 9J, 9O, 9Z 9A, 9B, 9D, 9E, 9F, 9G, 9H, 9IB, 9K, 
9L, 9M, 9N, 9O 

第十條Rule 10 10A, 10B, 10C4, 10D4, 10E, 10Z 10C4, 10D4  

第十一條Rule11 11A, 11E, 11F, 11G, 11H, 11I, 11K, 
11L, 11N, 11T, 11U, 11Z 

11C(1–8), 11O, 11P, 11S, 11T, 11U, 
11Z 

11C(1–8), 11P, 11S 

第十二條Rule12  12A, 12Z  

第十三條Rule13 13C, 13D, 13E, 13G, 13H, 13I, 13J, 
13Z 

13A, 13B, 13C, 13D, 13E, 13F, 13G, 
13H, 13I, 13J, 13Z 

13A, 13B, 13F 

一級紀律處分：後果由輕到重，輕則校領導與該學生談話，重則校外停學3天。 
二級紀律處分：4至9天的校內停課和/或校外停學。 
三級紀律處分：後果涉及到將案例轉交給紀律聽證會，有可能被處罰長久停學，或送到過渡學校，或永久性開除。而在等

待聽證會處置的同時，該生將會得到長達10天的停學處罰。 
注意：不同等級被罰停坐校車（當學生仍被允許上學時）的定義如下： 

一級：停坐校車1－5天 
二級：停坐校車6天或6天以上 
三級：紀律聽證會 
15AD注釋：O.C.G.A. 20-2-751.4要求，在一學年裡如發生三起恃強淩弱事件，以三級處分處理。 
26A注釋：在涉及自己主動承認錯誤的小學生、初中和高中生的情況下，這規定在學校自主裁決時可按一級處分處理。 
36B, 6EA, 6EB, 6N注釋：在涉及自己主動承認錯誤的小學生、初中和高中生的情況下，這規定在學校自主裁決時可按

一級或二級處分處理。不是自己主動承認錯誤並且違反這些規定的小學生，在學校自主裁決時可按二級或三級處分處

理。 
4注釋10C和10D：如果在特定的一年裡發生三次違規，違反這些規定可按二級處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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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的安全準則及運作程式 

學生行為管理計畫 
GCPS 為學生提供關於如何在校車內和校車周圍保證

自身安全的教育。“學生行為管理計畫”是由三部

分組成的運作程式。它能有助於校車管理員更好的

管理學生，讓他們在校車上有良好的行為表現，以

保證大家的安全。以下資訊概述了該計畫的三個組

成部分，預防，採取干預措施，和後果。（請注意，

校車司機會被引述為校車管理員，因為他們有管理

學生的職責。） 

預防 
預防步驟指的是，校車司機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

並明確告訴學生，在乘坐校車時，什麼樣的行為表

現是恰當的，什麼是不可以被接受的，並幫助學生

讓他們能養成好的習慣，每日安全的搭乘校車。校

車司機將會基於校車安全準則上的內容與學生們溝

通並按其準則執行管理。這些準則會貼在所有校車

上。 
 

學生每天按固定座位乘坐校車，不但提供了結構和

程式上的一致，還可以幫助學生在乘坐校車時，有

良好的行為和習慣。因此，在新學年開始時我們會

為每一名學生分配固定的座位。 
 

在小學和初中的體育健康課程中包括了，適和年齡

階段的校車安全教育活動。GCPS 校車司機按月將進

行所有年級的模擬緊急疏散演習。每年，幼稚園至 5
年級的學生將會進行一次實際的緊急疏散演習。 

干預措施 
干預措施的步驟指的是讓校車司機/管理員糾正不安

全或不適當的的行為。 
• 口頭提醒－校車司機會提醒有不當行為的學生，

告知他們沒有遵守規則，需要改正。 

• 個別談話－校車司機會找那些不遵守規則的學生

就不安全/不當行為進行談話。 

• 重新分配座位－學生的座位會被重新分配以便讓

司機能更好的看管學生。 
 
 
• 與家長／法律監護人溝通： 

– 與家長/法律監護人進行禮貌性通話－校車司

機會打電話給家長，讓他或她意識到其孩子的

不安全或不適當行為，或者 

– 家長通知書－校車司機會將紀錄孩子的一些不

太嚴重，且不適當或不安全行為的書面通知寄

送給家長/法律監護人，並要求簽字。 

• 校車紀律處分表格－對於一些嚴重犯紀行為，校

車司機將會填寫校車紀律處分表，並將表格遞交

給學校行政負責人員。 
 

後果 
當實行了預防和干預措施的步驟以後，學生的行為

表現仍然沒有改進，那麼，由校車司機填寫的校車

紀律處分表會遞交到學校行政負責人那裡。該負責

人對該學生的違紀行為作出相應的處罰。嚴重違紀

行為會導致禁止乘坐校車或停學。 

校車安全及其程式 
以下校車安全及其程式將張貼在所有GCPS的校車上： 

• 學生必須聽從司機的指揮。 

• 學生應該在校車規定到站時間之前的5分鐘前往車

站等候，並在一個安全，無車輛交通，且離車站

點10英尺之外的地方安心等候。 

• 學生應該排隊等候，並避免打鬧。 

•如果需要橫穿馬路，學生必須在校車完全停好後，

看到了司機可以過馬路的手勢信號，並查看了不

同方向的車流－左，右，左，然後才可以從馬路

對過，穿過校車的前面，向車站方向走過來。 

•學生如有東西掉到路中，他/她要揮手向司機示意，

並等待司機的發出確認信號才能撿起物品。 

•學生上車後應直接到指定的位置上坐下，以保持校

車內通道和出口處的暢通。 

•   學生要保持合適的坐姿，後背靠在座椅背，臀部

挨著座墊面，並將雙手放在自己的身前。 

•  學生禁止在車內吃喝，咀嚼口香糖，或攜帶煙草，

酒精，毒品，或其它任何禁止物品上車。 
 
•學生禁止在車內吃喝，咀嚼口香糖，或攜帶煙草，

酒精，毒品，或其它任何禁止物品上車。 

•  學生禁止攜帶動物，玻璃製品，滋擾物品，危險物

品或武器上車。學生所攜帶的物件必須拿好並放

在自己的腿上，包括樂器。 

•  學生必須避免大聲喧嘩，不得污言穢語和/或使用

不雅手勢。必須尊重他人的安全和權益。 

•學生不要將頭，胳膊和任何物品伸出窗外。 

• 學生必須在校車經過鐵路時，保持絕對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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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一直坐在車上直到下車。校車車門打開才

是從座位上起身的信號。 

• 如要乘坐不同校車或在不同校車站上車或下車，

學生需要交給司機一份由家長/監護人簽名的字條，

和當地學校負責人所簽發的校車通行證。只有在

當地學校官員認可的緊急情況下，校車通行證才

會被簽發。 

• 學生必須保持校車內的乾淨整潔，努力創造一個

良好而安全的環境。 

•   學生在校車運行時，禁止使用電子設備，其中包

括但不僅限於：手機，傳呼機，收音機，隨身聽，

CD播放機或MP3播放機，以及任何其它電子器件，

這些電子器件可能會干擾校車通訊信號和裝置或

干擾校車司機的正常駕駛操作。校車司機可能會

允許學生戴上耳機後，可使用音響器件，但僅是

個別現象，因人而異，而且必須符合當地學校的

紀律規定。 

• 學生禁止使用鏡子，鐳射，閃光燈照相機，以及

任何其它明亮物或任何反光無，避免可能引起對

校車司機的正常駕駛操作有任何干擾。 

 
關於校園安全的家長資訊 

本縣教育局是致力於為全體學生，教職員工和其他

來訪者提供一個良好而安全的環境。我們與聯邦，

州際，和當地的保衛安全人員—員警，消防人員，

緊急醫療服務人員，應急管理機構，以及公共衛生

－都有著緊密的聯繫，以確保我們學校充分做好應

急準備。 
 
學校保安人員，即SRO，是由校方聘用的警官。這

些保安人員被安置在Gwinnett縣的每所高中和部分初

中內。除了校園內的治安外，這些保安人員主要負

責對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安全教育，並與學校行政

負責人一起制定校園安全計畫。 
 
此外，GCPS與喬治亞州緊急事務管理署（GEMA）

一起，致力於更新本縣教育局和每所學校的緊急行

動計畫。這些計畫經由GEMA批准後，將幫助學校

的全體人員和我們的公共安全合作夥伴能更好而有

效地，迅速回應在我校區可能會發生的緊急事件。 

GCPS的緊急預防措施 
作為家長，您可以放心，您將您的孩子送到學校，

就是將他送到一個安全而秩序井然的地方。我們學

校之所有安全，那是因為確保校園的安全，是我們

全心致力於此，更是我們努力工作的目標。 
• 每年，學校領導層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將審查學校   

的緊急處理計畫並做必要的修正。 

• 每所學校都有指定的相關人員在緊急情況下擔當

著已被安排好的角色，承擔相關任務和責任。 

• 學校系統的應急方案是以美國聯邦安全局起草的

國家事故管理系統（NIMS）為藍本而完成的。 

• 每所學校在整個學年裡都將不斷進行應急演練，

使得學生和教職員工知道並熟悉最有效和最安全

的應急措施和程式。 

• 學生要隨時遵守規則，力爭做一個積極正面的角

色，而對那些違紀行為應及時報告。 

董事會認為學校工作人員適當，敏感和及時的反應

對處理緊急情況至關重要。緊急情況可能發生在學

校的任何時間。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學生和其他人的

影響是全體學校工作人員的責任。 

學校安全計畫／必要的演習措施及政策 
每所地方學校負責貫徹由縣教育局制定的學校安全

計畫，並進行人員的培訓，讓他們熟悉學校的應急

預案。每所學校都有一個學校安全小組來牽頭執行

計畫。該小組應由相關的學校工作人員組成，如校

長，副校長，輔導員，年級組長，系主任，教練，

和被選定的老師。 
每所地方學校都應當對本校的具體情況制定一份具

體計畫，並定期更新，鄭重落實。縣教育局的學校

安全計畫應包括，但不僅限於如何處理以下具體事

件的發生所要採取的行動及應急措施：如：受傷和

疾病，火災，暴風雨，龍捲風，洪水，颶風，冬季

風暴，危險物品，地震，公用設施故障，炸彈威脅，

內亂，恐怖主義的行為，以及核事故等。該計畫還

要求適當的對這些產生危害的緊急情況進行演習，

它還應包括，與教職員工和學生溝通告知在緊急狀

況下的準備程式和應急措施。所有這些應急措施都

必須是與學校的具體情況和學生的年齡相符合。 

每個人都扮演一個角色。。。 
保證學校安全是每個人的責任－教職員工，學生，

家長和整個社區。您如果有任何有關安全方面的疑

慮，請務必向您學校的校長報告。此外，請向當地

學校詢問並瞭解本校的安全計畫。 
您可在維繫學校安全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那就

是將您知道的有關違法違規行為或您可能已有的疑

慮報告給有關負責人。GCPS開通毒品/酒精/暴力之

熱線，請電話770-822-6513報告相關情況。在撥打這

通隱秘電話時，您無需透露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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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全方面的常見問題 

作為家長，怎樣為學校發生的緊急情況做準備？ 

為學校緊急情況做準備的第一步，是向您孩子的學

校提供準確無誤的，在緊急情況下，如何聯繫及聯

繫方式等資訊，並在資訊更改時及時通知校方。 

在發生緊急情況時，我該做什麼？ 

在危機發生時，您的第一反應可能是拿起電話打給

學校。可是，大量的電話進入學校可能導致電話系

統的癱瘓。當學校發生緊急情況時，學生家長可以

通過以下所述來獲得重要資訊： 
1)訪問www.gwinnett.k12.ga.us或您當地學校網站。 
2)  如果您預訂了您孩子學校的郵件服務，請查看

郵件。 
3)  追隨當地電視或電臺的新聞快訊。 
4)  收看學校系統的有線電視臺。在緊急情況下，

您應該在去學校之前先從學校官員那裡獲得其

確切資訊和重要指令。您可以相信，在任何緊

急情況發生時，準確和及時的資訊將公之于家

長，公眾及新聞媒體。 

什麼是“關閉”？ 

“硬關閉”發生在當學校裡出現了威脅或潛在威脅

時，在其期間，學校內所有的教室和其它門窗都會

被鎖住，學生不得離開教室，並不允許出入學校。 

“軟關閉”發生是在威脅存在于校外時，在其期間，

學校所有對外的門會被鎖住。在某些情況下，家長

可以出示適當的身份證明進入學校。 

我怎樣知道學校正處於“硬關閉”狀態？ 

 

學校主入口處會被鎖住，在大門外有張貼出告示，

表明學校已被關閉。 

如果學校正處於“軟關閉”期間，我需要出示怎樣的
證件才能進入學校並/或接我的孩子？ 

如果允許他人進入學校內被認為是安全的，您或您

指定的緊急連絡人需要出示適當形式的身份證明，

如駕駛執照，或帶照片的有效身份證明。 

誰來決定學校是否應該進行疏散？ 

在學校內或校園周邊發生的緊急事件，學校領導會

按照警方和應急機構的建議和指示來決定是否疏散。 

如果學校被疏散，我怎樣找到我的孩子？ 

在學校緊急事件發生時，每所學校都會有説明家長

和他們孩子團聚的相應步驟和程式。家長會被帶到

一個被指定的特殊地點，並會被要求出示適當的身

份證件。請記住，學生只能被備案在錄的緊急連絡

人所領走。如果您是沒有撫養權的父母親，您必須

作為監護人登記在您孩子的緊急連絡人資訊中，並

會被要求出示適當的證件。 

對於學校發生的緊急事件，我的孩子需要知道什麼
呢？ 
在學校發生緊急事件時，學生需要知道的重要紀律

規定包括： 
1) 聽從老師和校長的指揮。 

2) 在使用手機電話前，確保通話安全。 

3) 除非聽到指示，不要離開學校半步。如果學校處

於疏散狀態或提前放學，請聽從校長指揮。 
 
 
 
 
 

 

 

 

 

 

 

 

 

 

 

http://www.gwinnett.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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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應負責的使用電子媒體 

GCPS意識到科技在社會上的普遍使用。學生和教職員有機會使用互聯網、手機、遊戲和各式各樣的個人科技

裝置。學生和教職員利用社交媒體網站和應用程式，以及讓他們互動、分享、創造和創新的各式各樣的其他數位

資源。教職員利用這些相同的資源，作為有效吸引學生、激勵學生學習，和與同事合作的方法。 
在利用GCPS技術或網路接觸的時候，我們期望學生遵守學生行為守則，包括尊重他人隱私。為合法教育目的

使用的學生線上帳戶將受到監督和審查，包括審查和該學生有關的文字檔和附件。無論在任何時候學生都不應該

認為GCPS電子郵件、聯網的應用程式或帳戶或技術使用是隱私或秘密的。 
雖然校區保有互聯網過濾器，但有時學生仍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在網路上發現不適當的資訊。GCPS決不會容忍

這些內容的使用。不當使用GCPS技術或網路接觸是違反學生行為守則的。 
使用電子資源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利！我們期望所有學生尊重此學習工具。GCPS技術、網路使用和電

子資源不得被用作:      
 
• 傷害他人 

• 干擾他人工作。 

• 偷竊他人財產。 

• 未經許可侵入他人檔案或程式。 

• 未經許可用他人密碼訪問網路資源。 

• 擅自更改某機器的硬體或軟體配置，包括安裝或刪除軟體。 

• 使用網路不當，包括引入軟體病毒和/或規避當地學校或辦公室的安全政策。 

• 盜取或損壞資料和/或電腦和網路設備。 

• 訪問，上傳，下載，和/或散佈色情，仇恨，褻瀆，猥褻，或性方面的露骨材料。 

如果不遵循這些規定，可導致違反喬治亞州的官方法規，O.C.G.A.，規章 16-9-90，16-9-91，16-9-93，和16-9-
93.1以及被稱為未成年人互聯網保護法的美國公共法106-554第十七章。這種使用也可能導致現有GCPS政策所規

定的紀律處分。如果發生事故，此等紀律處分包括沒收不當使用的技術。 
 

本中文版學生/家長手冊僅為母語為中文的學生或家長提供參考之用，如有法律疑問，概以英文版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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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武器，酒精和暴力 

保密熱線 

770-822-6513 
(您不必透露您的姓名) 

 

保證學校安全，人人有責！如果您知道有人在校區內攜有武器，毒品，或酒精；或者

您認為自己是暴力或暴力威脅的目標；或者您目睹了他人的暴力或威脅行為，請您務

必撥打此通電話！ 

 

其他可報告的重要電話號碼： 

暴力/威脅/犯罪 – 

首先，請電話與當地學校校長聯繫，然後撥打770-513-6715給“安全保衛”部門。 

學生處分 - 

首先，請電話與當地學校校長聯繫， 

然後撥打770-513-6607給“學生紀律和行為干預辦公室”。 

種族歧視/性騷擾 - 

首先，請電話與當地學校校長聯繫，然後撥打678-301-6050給“Title IX”負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CPS非欺淩之地 
 
我們教育局董事會一致認為，如果有一個安全的校園環境，學生會在各方面取得

更好的成績。對學生的安全造成威脅的行為，我們是絕不能容忍和姑息的。一名

學生對另一名學生的欺淩行為（在喬治亞州法律裡所定義的）是被嚴格禁止的。

這些禁止條例和懲罰措施包括在本教育系統的所有學校的學生行為守則裡。請參

見JCD政策和學生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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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復函 
我收到GCPS2012-13學生/家長手冊。學校負責人對我講述了本手冊內容（包括有關出勤，紀律，課外活動，允許使用的電

子裝置，和FERPA所授予的權益）。作為一名GCPS的學生，我明白我的權利和責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名 學校名 日期 
 
我在此確認收到這本學生/家長手冊。我與我的孩子一起審閱了其中內容。並且，我也從學校網站上（或在學校裡的複印冊

裡）瞭解到所有由學校組織，並且我孩子可以參加的課外活動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法律監護人簽名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勤規定及回復函 

每學年的九月一日或學生註冊上學的三十天內，家長，法律監護人，或其他對該學生負責的成人，必須在此項聲明上簽名，

表示閱讀了這項聲明，明白違紀可能產生的後果和處罰。並且，10歲或在九月一日後過了10歲的學生也必須自己在此項聲明

上簽名，以表示收到這項聲明，並明白違反本教育系統的任何規章制度的嚴重後果和將可能受到的處罰。在學校經過兩次努

力，如果仍然拿不到此家長的簽名或家長和學生的簽名，按規定，校方會將此聲明通過帶回郵的掛號信或第一類郵件寄給家

長，法律監護人，或其他有關負責人。 
我理解本州“強制性教育法案”（O.C.G.A.20-2-690.1）的規定，每位家長，法律監護人，或其他對該學生負責的成人，必

須讓自己六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在學校註冊並到校上學。如果沒有做到這一點，其後果是被罰款，社區勞動，或其他多種處罰

的結合。 
我還知道GCPS制定了有關出勤率的一系列步驟及規定，而且告知了學生及其家長學校對學生出勤率的要求，和如果有太多

無故缺勤，包括家長收到太多有關該生缺勤的通知，其家長所要承擔的後果。經常曠課可能導致該學生在AKS的學習上達

不到本年級所要求的水準。本州法律規定，學生的無故缺勤如果超過了五（5）天，那麼將以翹課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法律監護人或滿18歲或以上的學生簽名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外活動 
我查閱了學校網站，並瞭解到我的孩子可以參加的課外活動。（如果不能上網站查閱，家長應該到學校獲取一份有關課外活

動的通訊）。在所列的各項活動/俱樂部中，我不同意我的孩子參加以下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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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S’ Parent Portal: The go-to source for Gwinnett parents 
在今天這個資訊時代，包羅萬象的各種資訊就存在於我們的手指之間。GCPS建立了“go2 Parent Portal”網站。

從該網站裡，您可以得到有關學校及您孩子的學習成績等個方面資訊。而且，所有資訊的查閱都是安全可靠的。

想像一下，這是一個多麼快速而便利的過程，只要有一台電腦並可以上網，一個用戶名（user ID）和一個密碼 
(password) , 您就可以查閱到有關學校的所有重要的資訊，可靠安全，隨時隨地。

 
在“go2 Portal” 網站上，您可以查閱到有關您孩子的什麼資訊呢？

 
在“Student Profile”這一頁裡，您可以對您孩子的

學習成績，出勤狀況，和課程資訊有一個大致瞭解。 
 
您可以看到您孩子課程表上所有課程目前的成績, 全

在一頁上。 
 

 

為家長提供的網站服務 

 
 

今年秋季來到Gwinnett學生這裡… 
 
 
 

 
可以找到各科研究課題、考試，家庭作業、隨堂測

驗的最後成績結果（分數，百分比，字母評分），

包括缺繳的功課。 

 
可查閱到您孩子在GCPS所舉辦的標準測試成績。您

也可以通過其連結，取得關於考試的更多資訊。 
 

您也可以檢查您孩子的午餐帳戶、找到關於借給您

孩子的書本的資訊，和寄電郵給您孩子的老師。 

 
 
 
 
 
 
 

 
 

 
 
 
 
 

 

作為 eCLASS 新方案的一部份, GCPS 學生將可以註冊到新的學生入口網站, 使用可供選

擇的各式各樣數位教科書和資源、線上研究圖書館、媒體目錄、一般參考材料資料庫、

電子書和許多其他資訊 。對於大部份的資源,  學生只需單次註冊，也就是說一旦學生進

入 MYeCLASS ,  他們就可以接觸各種材料而不需多次輸入密碼。當我們將您的班級連

線到 MYeCLASS 時 , 從您的學校尋找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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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tt County Public Schools 
437 Old Peachtree Rd., NW 
Suwanee, GA 30024-2978 
(678) 301-6000 
www.gwinnett.k12.ga.us 

http://www.gwinnett.k12.ga.us/�

	學生/家長手冊
	2011–12
	學生/家長手冊
	需閱讀，簽字並寄回的條
	CEO/Superintendent’s Office
	Title I，家長參與之政策
	人力資源/公平遵循/ Title IX協調員
	殘障學生的發現和確認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20202-5920
	媒體發佈
	制定學生守則之目的
	守則生效範圍
	U第一節
	U第二節
	*4BZ. 其他：（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第一節
	U第二節
	*6H. 指節銅環或金屬指節套；
	U第一節
	U第二節
	U第三節
	“穀內郡干預教育中心”（GIVE）的目的是：
	GIVE中心的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