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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21 日  

1982 年批准 

1992 年修訂和批准 

1993、1994、1995、2006、2010、2013、2014 年修訂使準則符合： 

• M.G.L.第 71 章，1993 年法案 

• M.G.L.第 380 章，1993 年法案 

• M.G.L.第 92 章，2010 年法案 

• M.G.L.第 222 章，2012 年法案 

• P.L.103-382（1994 年無槍學校法案） 

• 殘疾人教育法 (IDEA) 

 

1997 年、1998 年、1999 年、2001 年、2002 年、2005 年、2006 年、2010 年、2013 年、
2014 年、2016 年和 2020 年修訂，包括聯邦和州法律法規要求的修訂，使準則與波士頓
公立學校的組織結構保持一致，包括波士頓市學校委員會批准的政策變更。 

 

未經波士頓公立學校許可不得複製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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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學區」或「BPS」）深信，安全、積極、公正、相互支持和具備恢復

性的學校社區可以促進學習、兒童和青年的發展，並減少訴諸退學的必要性。  解決學生

行為包括努力了解行為表現的背景和系統。本行為準則是波士頓為所有學生發展、支持和

改善我們學校社區的持續努力之一。  

 

BPS 的目標是培養反種族主義的文化和社區，鼓勵思想的自由交流，盡可能促進個人成長，

並在維護學生憲法權利的同時發展學生的自主性。  

 

波士頓正在採取措施重新構想其建立公平、安全和協作空間的方法，以解決我們學校社區

內的衝突、學習和成長。  透過改進做法並採用各種方法來加強社區構築，包括恢復性司

法圈以及社交和情感技巧構築，BPS 試圖找出學生產生不同學科成績的根本原因。BPS 試

圖透過增加職員的安撫策略訓練來解決這些根本原因，同時推廣針對創傷的方法，以更能

支持學生發現和應對刺激性情況的能力。  

 

每天，BPS 都在培養所有學生的社交情感學習技巧。首先是制定基於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程

序。透過本行為準則及其政策，波士頓公立學校旨在為所有社區成員建立其行為期望和標

準。為支持此一期望，BPS 將根據漸進式懲罰措施並以讓學生留在課堂參與學習為目標，

尋求解決干擾和衝突。為此，行為準則將建構一份漸進式文件，概述了針對學生行為的漸

進式干預和支持，從預防工作開始，過渡到停學替代方案，最後以開除作為最後的手段。 

 

當確定有必要舉行懲罰聽證時，BPS 致力確保每位學生都根據本行為準則概述和法律規定

的既定規則、法規和程序獲得公平聽證。BPS 進一步宣示學生擁有基本的合法權利，這些

權利不得被刪減、阻礙或更改。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和督學希望行為準則中概述的程序將

始終符合所有有關的法律、法令、法規和政策，因為其為書面規定且需執行。1 

 

本準則為代表波士頓公立學校頒佈的唯一文件，用於編纂管理所有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行

為的規則和條例。此版本的準則取代所有各校規則和波士頓公立學校行為準則的所有先前

版本。  

 

 

波士頓公立學校使命聲明 

                                                           
1此版本行為準則符合 St. 93, C. 71，也稱為 1993 年馬薩諸塞州教育改革法案，經 St. 93, C. 380 修訂；PL103-382, §14601（1994 年改

善美國學校法案）；8 USC, §921 等（美國法典）；聯邦殘障者教育法，2004 年修正案 (IDEA-04)；和 2012 年法案第 2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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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這個國家的公共教育發源地，波士頓公立學校致力在創新、公正、熱情的學校系統中

透過世界一流的示範教學，改變所有學生和青年的生活。我們配合社區、家庭和學生，培

養每個學習者的知識、技巧和性格，以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中脫穎而出。 

 

平等教育機會  

根據美國憲法和適用的聯邦和州法律法規，沒有學生將因種族、膚色、國籍、民族、宗

教、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殘疾、年齡、遺傳或現役軍人身份而遭停學、退學或接

受其他方式的懲罰。   

 

指導原則  

 

BPS 了解保持安全、健康、公平和熱情的學校環境極為重要。  以下原則係指導波士頓

公立學校職員及合作夥伴、學生和家庭共同努力確保安全和支持性學校環境的基本信

念：

1. 承諾每位學生，無論種族、民族、性別、殘疾、性取向、宗教、公民身份、

社會經濟地位或郵遞區號，都有機會接受相關文化和語言教育。  

2. 致力確保使用替代性懲罰方法（包括恢復性做法）來確保行為準則及其實施

的比例原則，以及在適當的時候利用旨在解決衝突、滿足學生需求和減少退

學必要性的干預措施。   

3. 行為準則旨在提供指導，而非懲罰。還應始終考慮學生年齡和年級程度、學

生的社交、情感和智力發展以及學生的整體權利和責任等因素。 

4. 致力成為反種族主義學區。   

5. 承諾為所有學生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和安全的學習環境，免於騷擾、霸凌、

歧視和基於偏見的行為，所有社區成員都相互尊重並欣賞我們學校的豐富多

樣性。 

6. 承諾確保以公平、一致和非歧視的方式對待學生。 

7. 承諾繼續提供積極支持來解決學生的需求領域，創造安全、健康和支持性的

學校環境。 

8. 承諾確認學生擁有來自上述法律當局的全部權利，並且這些權利不得被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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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或更改。 

 

與 BPS 行為準則有關的權利和責任 

 

促進優質教育和安全及支持學校不僅取決於學生的責任和權利，還取決於學生、家長

／監護人／照顧者、教師、行政管理人員和 BPS 職員之間的互動品質。  

 

A. 學生的權利  

 

不可能詳盡列出學生的所有權利，但以下基礎能夠確保學生進入安全、熱情和公正的學校

社區。由於此清單並未涵蓋賦予學生的所有權利，因此不得僅因此處未列出而拒絕學生有

權享有的權利。  

 

1. 根據州和聯邦法律，任何學生不得因實際或感知的種族、膚色、民族、國籍、

宗教、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殘疾、殘障、年齡、社會經濟狀況、現役軍

人身份或遺傳而被驅逐在外或受到歧視。 

2. 學生有權使用符合其性別認同的洗手間、更衣室和其他設施，或者如果學生願

意，可以使用性別中立的設施。 

3.  學生有權使用他們選擇的姓名和代名詞來稱呼。 

4. 學生有權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不受霸凌、騷擾、歧視、偏見和偏見行為的影響。  

5. 學生有權參加特定學校活動（例如，實地考察、課間休息和選修課）。  如果實

地考察或學校活動為必需的學習經歷並且會導致作業評分，則不應剝奪學生參與

的機會。波士頓公立學校堅信支持並改善學生健康以及社交和情感發展。因此，

禁止任何 BPS 職員以懲罰的後果為由，或出於任何其他原因（除疾病或安全以

外），或經學校領導批准，阻止學生參加體育活動（包括休息）或課外學術支持。 

6. 除非具有合理懷疑的支持，否則學生有權不受無理搜查或扣押。  搜查和扣押必

須符合督學通告中規定的政策和程序學生搜索，# SAF-1，和儲物櫃政策，

#SAF-3。 

7.  學生有權針對波士頓公立學校建立跟學生行為有關的波士頓警察報告進行特定限

制，如關於準備和共享事件報告和其他學生資訊的政策。  

8. 學生有權根據合理要求諮詢教師、輔導員和行政管理人員以及其他學校職員。  

9. 學生有權透過無記名投票方式自由公正選舉學生政府中的同齡人，並有權在當

選後擔任公職。 

10. 學生有權在影響其事務中發表自己的意見。 

11. 學生有權參與制定他們所遵守的規則和條例，並有權獲知此類規則和條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TjRCn8WUU1SEdjRnRKa1VXckU/view?usp=sharing&resourcekey=0-IAoiawF2Bxn59aADVs44i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TjRCn8WUU1ZkRhRFVjUnkwb2c/view?usp=sharing&resourcekey=0-42tkOxGywAAhkoukrp8zk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2TjRCn8WUU1ZkRhRFVjUnkwb2c/view?usp=sharing&resourcekey=0-42tkOxGywAAhkoukrp8zk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hXT_NYik-BoR49BfyqC7JU0Nbj669mO3H9oBQI4ASQ/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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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及／或學生根據州和聯邦學生檔案法享有各種權利，包

括查看其所有學生檔案的權利以及控制校外人員可以查看這些檔案的權利。

（參見督學通告，# LGL-07）。   

13. 根據聯邦和州特殊教育法，殘疾學生可能享有額外的權利和保護，因為這與行

為準則的應用有關。 

 

在校學生可以行使言論、集會、新聞和結社自由的權利，這些權利皆已授予他們，並受到
州和聯邦法律的限制。根據現行法律標準，禁止學生發表淫穢言論，煽動實施可能的非法
行為，或者可能對學校校務造成實質中斷或重大干擾。在未對學校環境造成實質中斷的情
況下，學生有權： 

 

1. 佩戴政治鈕扣、臂章和其他象徵性徽章。 

2. 未經學校行政管理人員事先授權，分發印刷品並在學校財產（包括在校舍內）

散發請願書，但以下情況除外： 

a. 在學校財產上分發的資料和請願書必須顯示分發或流通資料或請願書的個

人或主辦組織的名稱和地址（包括至少一名團體成員的姓名和地址）；及 

b. 分發或流通資料或請願書的人必須是 (a) 相關學校的學生；及 

c. 此類分發或流通的時間應限制在上學前、放學後和午餐時間，以防止

干擾學校課程；和 

d. 應合理限制每所學校的此類分發或流通場所，以允許學校內外和出入口

的交通正常流動；及 

e. 此類分發或流通的方式應受到合理限制，以防止過度的噪音和干擾；及 

f. 學生應遵守合理要求，清除此類分發或流通所產生的垃圾。 

3. 在沒有審查的情況下使用他們自己的佈告欄，前提是： 

a. 學生張貼的所有資料、通知和其他通訊均應包括張貼者的姓名和電子郵

件地址。如果貼文涉及第三方，貼文必須包含學生的姓名和電子郵件地

址以及至少一名第三方組織成員的姓名和電子郵件地址；及 

b. 所有資料、通知和其他通訊應在張貼前註明日期，並在合理時間後刪除，

以確保佈告欄的完全使用權。 

4. 合理使用公共廣播系統和其他學校媒體設施，但公告僅限於上學前、放學後

和其他不上課的時間。 

5. 籌組政治和社會組織並開展有關籌組組織的活動，前提是團體成員資格應

向任何學生開放，並且必須遵守 BPS 政策和程序。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dHwvmoDe5bbQ9l5NeTotrdVDI6aMDo3/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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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就懲罰和其他學校有關問題向適當的學校當局提出請願、投訴或申訴，例外

為本準則規定正式上訴權的情況。 

7. 個人私隱，包括根據合理規則決定自己的外表，並選擇自己的髮型和服裝的權

利。 

 

 

A. 學生責任  

 

責任不能取代行為準則中包含的規則。然而，學生有責任： 

 

• 尊重他人的權利。 

• 尊重職員和學生的多樣性。  

• 為安全和支持性的教育環境做出貢獻。 

• 將其能力和興趣應用於改善其教育並倡導積極的變革。 

• 在遵守行為準則的同時，盡最大努力發揮最大程度的自主權，有意義並積

極參與構築學校社區. 

 

 

波士頓公立學校反對霸凌學生的聲明 

  

波士頓公立學校不容忍任何形式和類型針對他人的霸凌或網路霸凌，無論是線上還是面對

面。  波士頓公立學校將及時調查所有關於霸凌的報告和投訴，並採取迅速、有效的行動

來終止這種行為並防止其再次發生。  波士頓公立學校旨在透過預防講習班來培養學生的

社交和情感技巧以及對於差異的理解來防止霸凌。  擔心或想要舉報霸凌的學生可以有信

心與值得信賴的職員交談，或者可以致電安全空間及霸凌預防熱線 617-592-2378。  其他

資源和支持可以在此處查找。  

  

行政管理人員的職責  

 

中小學校長和院長有責任確保滿足所有學生的教育需求，並確保學校社區的所有成員

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學校領導必須 為學校社區的所有成員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沒

有騷擾、霸凌、歧視和基於偏見的行為，並且所有社區成員都致力為學業成功創造充

滿活力和多樣化的環境。（參見督學通告，SSS #18） 

 

行政管理人員有責任： 

1. 創造支持性的學校環境並促進協作服務，以改善所有學生的教育成果。 

https://www.succeedboston.org/bullying-prevention
https://www.succeedboston.org/bullying-prevention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VM2LepbmJSiSo0zNeRcpdVQ9UYolm1vb8TlAoYe0e8/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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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護所有學生和教職員的心理健康和身體健康。 

3. 保護學校教職員、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照顧者的合法權利。 

4. 透過向行政管理人員、教師和其他學校職員提供相關準則的訓練，支持學校

職員履行行為準則和各別校規所規定的懲罰責任。 

5. 提供與馬薩諸塞州課程要求一致的廣泛多樣性課程並滿足個人需求。 

6. 配合學生、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和教師，根據學校委員會政策和行為準

則，制定並實施預防性和積極的懲罰政策。  

7. 聯絡家長／監護人／照顧者並使其參與處理懲罰問題。

8. 將與學生行為有關的政策告知社區、學生、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和學校

職員。 

9. 收集有關學生行為和干預的適當資訊，提供適當的資訊管理監督，以便家長／

監護人／照顧者可以根據要求或法律提供資訊。 

10. 如果學校行政管理人員確定學生活動可能違反行為準則，則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必

須在 BPS 學生資訊系統 (SIS) 中記錄此類活動。除了 SIS 中的文件記錄之外的其

他報告責任可以在關於準備和共享事件報告和其他學生資訊的政策找到。  

11. 提供合格教職員，以滿足學生需求並實現學校的目地和目標。 

12. 配合社區和政府機構開展促進安全、健康和支持性學習環境的計畫。 

13. 校舍管理人員或指定人員應針對選定學生群體的學校團體（例如，種族和民族、

性別、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殘疾學生的身份）定期審查行為數據。在審查數據時，

中小學校長／院長應在實施緊急退學、停學和退學時監督是否具有任何不成比

例的可能，以及此類懲罰對於選定學生群體的影響。中小學校長／院長應進一

步確定是否有必要或適當修改懲罰做法。中小學校長／院長應將數據和數據審

查結果報告給學校家長參教理事會或管理委員會。 

 

教師的責任 

 

教師和其他學校職員對於學校的成功極為重要。因此，由於與行為準則有關，教師有責任：  

 

1. 維護安全與支援性學習氛圍。 

2. 塑造能力、創造力、自我管理等素質，促進學生的自我主張。  

3. 尊重每位學生作為個人，並在與其他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以及學校職員的關係中

保持職業道德，以支持學生。  

4. 對於個別學生及其需求表現出理解和關心，包括根據州和聯邦特殊教育法的要求

推薦學生進行特殊教育評估。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OhXT_NYik-BoR49BfyqC7JU0Nbj669mO3H9oBQI4ASQ/edit?usp=sharing


9 

5. 激發學生對於個人成長的渴望。 

6. 隨時了解相關文化和語言傳承做法、安撫策略、變革性社交和情感學習、恢復性

做法、漸進式懲罰和退學替代方案的最新專業發展訓練  

7. 遵守學校委員會和行為準則的政策、規則和規定，包括配合學生、家長／監護人

／照顧者和行政管理人員採取預防性和積極的懲罰做法。 

8. 按照管理部門的要求記錄學生行為數據，並使用學區批准的學生資訊系統。 

9. 盡其職責監督學生。 

 

家長、監護人及照顧者的權利和責任 

 

A. 家長、監護人及照顧者的權利 

 

家長、監護人和照顧者是學校成功的重要夥伴。因此，家長、監護人及照顧者有權利

參與學生教育的各個方面。這包含以下內容：

1. 在安全和支持性學習環境中為學生提供免費公立學校教育的權利。 

2. 根據法律授權，有權取得有關學生教育記錄的資訊，其中包括懲罰記錄。  

3. 有意義參與學生教育的權利，包括要求和接收翻譯及／或口譯為家庭首選

語言的學校通訊。 

4. 在適用的情況下，有權就影響學生教育的事項提出投訴及／或上訴。 

5. 參與影響學校政策和程序的決策過程的權利（例如，學校家長參教理事會/管

理委員會、家長委員會、各校平權圓桌會議）。 

6. 對於波士頓公立學校建立有關學生行為的波士頓警察報告要求特定限制的權

利，如政策所述。  

 

B. 家長、監護人及照顧者的責任 

 

家長、監護人及照顧者有責任： 

 

1. 在學校、學校主辦的活動中以及上下學途中，支持並鼓勵學生的積極行為。 

2. 支持學生上學並行使適當的自我主張權。  

3. 肯定學生對其自身、他人、學校和社區的積極態度。 

4. 與學校職員就其學生進行溝通。 

5. 承認學校職員有權執行波士頓學校委員會的政策、規則和規定。 

6. 在前往學校時以積極、不干擾的方式參與。  

7. 確保其學生只將適合學校環境的物品帶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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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區和學校支持機構的責任 

 

社區有責任： 

 

1. 協助塑造確定的目標。 

2. 了解學校目標、BPS 策略計畫和政策。 

3. 支持有效、安全和受歡迎的支持性學校系統。 

 

代表波士頓公立學校為學生及／或其家人提供支持的機構有責任在知情家長／監護人／照

顧者同意的情況下： 

 

1. 解決這些學生的教育和有關需求。  

2. 配合學校，提供有效、安全和支持性服務。 

3. 立即報告與 BPS 職員有關的任何行為，其中可能包括學生的老師、課堂職員及

／或學校領導。 

 

D. 社區和學校支持機構的責任 

 

社區有責任： 

 

1. 協助塑造確定的目標。 

2. 了解學校目標、BPS 策略計畫和 BPS 政策。 

3. 支持有效、安全和受歡迎的支持性學校系統。 

 

 

代表波士頓公立學校為學生及／或其家人提供支持的機構有責任在知情家長／監護人／照

顧者同意的情況下： 

 

1. 解決這些學生的教育和有關需求。  

2. 配合學校，提供有效、安全和支持性服務。 

3. 立即報告與 BPS 職員有關的任何行為，其中可能包括學生的老師、課堂職員及

／或學校領導。 

 

社區有責任： 

 

1. 協助塑造學校確定的目標。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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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學校目標、BPS 策略計畫和 BPS 政策。 

3. 支持有效、安全和熱情的學校系統。 

 

波士頓公立學校負責為學生及其家人提供支持的機構有責任在知情家長／監護人／

照顧者同意的情況下： 

 

1. 解決干擾客戶學習過程的需求。 

2. 配合學校，提供有效、安全和支持性的支持服務。
 

行為準則 

 

第 1 節         口譯和筆譯權 

 

 1.1 本準則要求的所有書面和口頭通知均應使用英文及家庭使用的主要語言，或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使用的其他通訊方式（即文字或電子郵件）。這些交流

方式可能包括輔助科技、美式手語或其他方便設施。 

 

1.2.    所有通知均應盡可能使用簡單易懂的文字。 

 

1.3.  學生不得為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或 BPS 職員翻譯。 

 

1.4  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有權在根據本準則舉行的所有聽證和會議上使

用其主要語言的口譯員。 

 

1.5.   必須在召開會議或提供給英語家庭的同一時段內，為英語外的其他語言看護

人和學生舉行會議並提供翻譯文件。 

 

第 2 節：  建立安全、支持和公平的學校社區 

 

學校社區包括學生、教師、行政管理人員、輔導員、社會工作者、學校職員、家庭和周

邊社區的成員。為了在學校環境中創造安全、健康、公平和支持性的環境，學校必須提

供三個層次的關懷和指導支持。這三個層次是： 

 

促進。學校培養全部學生的情緒健康，透過全校方法支持積極的行為健康。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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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學校提供早期、針對性和協作支持，以盡量減少已發現的行為健康症狀

惡化。 

 

介入。學校為少數表現出具有相當需求的學生提供並參與協調護理。 

 

這三個層次不應視為孤島；必須在整個學校進行針對每個層次的活動，包括在教室、

小組，以及個別學生和家庭。服務可以根據學校或社區，在課堂內或課堂外提供，並

應體現文化和語言支持的做法。 

 

有多種方法可以促進安全和支持性學校的發展。所採用的任何支持都應基於學生的優

勢，促進在校取得成功，盡可能增加上課時間，並儘量減少停學、退學和其他懲罰。

學校可以選擇採用經驗證的全校性積極和預防方法，最適合其獨特學校社區的需求，

同時使用多層次支持系統 (MTSS)。    

 

由於學區注重所有學生的公平結果，我們採用了 MTSS，這是經批准的循證框架，可解決

學生的整體健康問題，包括其學業和社交情感/行為健康需求。MTSS 採用基於數據的問題

解決方式來整合/向學生提供不同強度的教學和干預，根據學生的需要將其分為三層。在每

一層支持中，學校團隊都採取基於數據的決策過程來針對學生的核心目標和密集支持做出

協同決策。需求帶動的決策旨在確保學生在需要時獲得所需的支持，以便所有學生都能在

學校取得成功。 

下圖直觀描述了 MTSS 層級如何在整個學習環境中滿足學生的健康（社交情感、行為和身
體）和學業需求，以支持學生集體和個人。  

 

 

 

 

 

 

 

 

 

 
2 

                                                           
2  注意（改編）自，關於學生支持服務：多層次支持系統 (MTSS)，美國學院 (2017) 

 

第 1 級： 

通用支援 
 
學校所有學生接受核心指導、

政策、安全與支持性氣候、物

理環境與服務；應足夠為約 

80% 的學生人數提供服務。 

第 2 級： 

目標性群體干預 
 

為部份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提供

計畫與服務：應該僅涉及約 15% 

的學生人數。 

第 3 級： 

密集支援 

 
為少數學生提供額外的個別化

服務與支援；應該僅約 5% 的

學生人數可以使用。 

文化與語言性支持實務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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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層是什
麼意思？ 

 

1 級（通用） 

 

2 級（針對性支持） 

 

3 級（強化支持） 

服務誰？ 所有學生 學生小組 個人或學生小組 

 

請注意：這並不代表需
要特殊教育推薦 

 

看起來如
何？ 

普遍、包容的文化和

語言支持指導和支

持。  

 

包括與內容框架一致

的核心課程，以及旨

在為課堂上所有學習

者提供差異化教學的

補充支持。  

 

建立關係，創造安全

和溫馨的教室，讓所

有學生都能成功和成

長茁壯。  

 

除了具有普遍性、包容

性、文化和語言永續性的 

1 級指導和支持，部分學

生將需要更多的支持來練

習和發展技巧。 

 

這些強化干預、計畫和服

務在有限時間內提供給課

堂內外的個人或小組學

生。  

 

除了具有包容性、文化

和語言支持的通用 1 級

和 2 級指導和支持，3 

級為個別學生提供密

集、針對性、以解決方

案為重點的支持。  

目標是什
麼？ 

促進成功並確保所有

學生實現其學業目

標、社交、情感和身

體發展，以支持其整

體學業、行為和健康

成果。 

 

必要時干預並解決更緊迫

的學生需求。 

 

提供針對性、以解決方案

為重點的指導，在影響學

生進步之前解決其確定的

需求領域。  

 

將學生的表現提高到預期

的熟練水準。 

在更長的時間內部署強

化教學和學習支持，以

支持那些因重大需求而

無法實現學習目標的學

生。   

 

透過發現並發展學生的

社交和情感技巧來提高

學生成績和學校參與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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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社交和情感技巧培

養、恢復性做法、霸

凌及／或網路霸凌預

防相關訓練、健康教

育、衝突解決干預、

出席干預計畫、健康

關係課程   

 

 相關訓練、健康教

育、衝突解決干預、

出席干預計畫、健康

關係課程   

 

恢復性和創傷知情做法、

口頭安撫（安全護理）、

指導、出席干預計畫、學

校創傷認知行為干預 

(CBITS)、社交和情感技巧

培養、自願 Succeed 

Boston 研討會、午餐小組 

出席干預計畫、學校創傷

認知行為干預 (CBITS)、

社交和情感技巧培養、自

願 Succeed Boston 研討

會、午餐小組 

諮詢、危機支持、社區

轉介、恢復性和創傷知

情做法、自願轉介  

Succeed Boston、個人

化學術支持計畫、衝突

解決、功能性行為評

估、行為干預計畫、

Fire Sense 計畫 

 

第 3 節：   準則適用性  

 

● 本準則在任何與學校有關的環境中管理學生行為。就本準則而言，「與學校有關」

係指發生以下違反本行為準則的情況： 

• 當學生在校園內時； 

• 在遠端及／或線上學習期間；  

• 在學校主辦的活動及／或計畫期間； 

• 乘坐學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往返學校或學校主辦的活動時；  

• 步行上學或放學時，等待學校提供的交通工具，或者等待或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往返學校；   

• 往來於具有多個校舍及／或開放式校園的校舍之間時； 

• 根據現行法律標準，使用校外的特定網際網路及／或社交媒體導致

或可能導致對於學校活動及／或學校有關方面（例如，學生、教職

員、行政管理人員）的重大中斷或實質干擾。）； 

• 跟學校有關的違紀行為還可能包括有證據顯示在 校外發生嚴重不當

行為的情況—例如，學生遭指控或被判犯下重罪或遭控重罪的犯罪

行為—對於學校的整體福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a) 個別校規  

■ 個別校規和政策必須得到其學校家長參教理事會及／或管理委員會的批

准。 

■ 個別校規不得與任何 BPS 督學通告或 BPS 行為準則相衝突。 

https://www.succeedbo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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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取代性學生干預  

本節描述了中小學校長/院長可以考慮支持急迫學生需求的取代性、針對學生的干預措施。  

 

● 臨時移出課堂和學生計畫中心 

○ 在嘗試並記錄下積極和負責任的方法，但在課堂上不成功之後，有困難的學生

可能會轉介到學生計畫中心。學生在計畫中心的停留時間僅足以評估其直接需

求，為學生成功重新進入並留在課堂制定計畫提供協助。  

○ 計畫中心為學生提供了維持課堂作業、解決學生重新進入課堂的計畫，並為計

畫中心提供配合課堂教師以支持學生成功重返課堂的機會。  

○ 如果學生轉移到學生計畫中心 90 分鐘或兩堂課時，以較短者為準，則將其轉

移到學生計畫中心將構成校內停學，並要求學校遵循停學程序。 

● 行為管理系統 

○ 教職員和學生可以根據特權和限制的漸進層次，為班級、群組、計畫、公車

及／或學校共同設計行為管理系統。  

○ 行為管理系統的範例包括：商定的行為合約、具有積極強化或激勵的功能性

行為評估或指定的座位。 

● 教職員大會推薦3  

○ 如果教職員的成員看到或意識到任何令人擔憂的行為，我們鼓勵他們立即與

學生交談，給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打電話/發簡訊/發電子郵件，及

／或在必要和適當的情況下諮詢其學校領導。如果有幫助，職員可以建議與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和學生一起會面。  

● 校舍管理人員非正式會議 

○ 學校領導或其指定人員可能會召集有關一或多名學生的會議，討論任何有關行

為並確定適用的支持。學校領導或指定人員可以召集與學生及其及／或家長／

監護人／照顧者的會議，討論任何有關行為並確定適用的支持。  

○ 參加此會議的學生不得超過一位。 

● 約定 

○ 學校職員可能會與學生達成協議，討論有關行為的替代方案，鞏固預期行為，

並描述後果。這些約定屬於自願，旨在學校、上學和放學、學校提供的交通工

具、學校主辦的活動以及正常上課期間和之後支持學生的行為。這些約定可能

涉及其他職員、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或行政管理人員。   

 

● 課表調整 

                                                           
3 非教職員和非 BPS 職員的推薦－如果在 BPS 學校工作的非 BPS 職員（即 BPS 合作夥伴、承包商、志願者等）看到任何有關行為，我們

鼓勵他們立即向有關部門報告其觀察結果。BPS 職員，其中可能包括學生的老師、課堂職員及／或學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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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必須在上學日結束前收到學生課表安排的任何更改。

打完電話後，通知必須用英語和母語以書面形式發出。這種干預必須記錄在 

BPS 批准的學生資訊系統中。 

○ 可能會採取短期課表調整，如果有證據顯示學生及／或學生與教師之間存在

持續衝突。最多可進行三 (3) 個上課日的短期時間表調整，在通知學生及其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後，其中應包括提議調整的原因。  

○ 長期課表調整將超過 3 天，並且僅在學校和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嘗試調解

會議之後。  

 

● Succeed Boston 自願個人和團體支持研討會－一種替代方式，對 1-5 和 6-12 年級學

生採取整體、文化和語言上的持續做法來解決學科差異的根本原因，進而防止停學。  

○ 在 Succeed Boston @ the 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 Center 參加自願研討

會的所有學生都應有機會在其學校環境中取得學業進步。當他們參加研

討會時，必須為學生提供機會補交作業並獲得錯過的學分，包括但不限

於家庭作業、測驗、考試、論文和錯過的計畫。  

○ 藥物使用計畫 (SUP) 是一項自願性計畫，適合擔心吸毒或酗酒的學生。

該計畫提供教育和諮詢，有關毒品、酒精和電子煙的影響，並為學生提

供應對壓力的替代方式。將根據需要提供外部服務的轉介。 

○ 請聯絡 Succeed Boston 進一步了解自願支持選項。 

 

a)  懲罰－停學的替代方案  

 

與循序漸進的懲罰措施一致，本節描述了學校領導可能考慮的停學替代方案，而非根據

《準則》第 7 節尋求停學。這些替代方案旨在作為非詳盡選項清單，盡可能增加上課時間

並減少學生的退學。  

 

● 課外輔導（上學前或放學後） 

○ 學校應將課外輔導作為向學生提供教育支持的機會。   

○ 必須以家庭首選語言向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提供電話、電子郵件及

／或書面通知，以在合理的時間內將此一決定通知他們。 

  

○ 課外輔導時間  

■ 放學後－學生可在其課外輔導的每天放學後接受不超過一小時的課外輔

導，最多可能持續三 (3) 個上課日。  

■ 上學前－學生可能需要提前達到一定天數，前提是每次違規的總課外輔

https://www.succeedboston.org/academics#OneDayWorkshopGrades6to12
http://www.succeedbos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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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時間不超過三 (3) 小時。 

○ 如果無法透過電話聯絡家長／監護人／照顧者，且中小學校長／院長已將書面

通知寄送回家，學生可以在下個上課日接受課外輔導。 

○ 必須為搭乘「黃色巴士」作為交通工具的學生做出規定。應在課外輔導前的合

理時間內發出通知。   

○ 上學前/放學後課外輔導並非總是合適（例如，如果學生放學後必須工作或照

顧家人）。鼓勵中小學校長／院長考慮懲罰選項的其他替代方案。學生將被

允許在課外輔導期間完成課堂作業及／或家庭作業。  

 

● 失去課外活動等額外特權，實地考察、開放式校園午餐、集會、舞會、畢業和典禮  

○ 在每個學年開始時，中小學校長／院長將通知所有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各校

的特權，例如集會、使用學校商店、校外午餐、批准的遲到通行證、學生著裝

要求、等等，以及其與一般學生期望之間的關係。  

○ 作為停學的替代方案，未能滿足這些已確定的學生期望及／或未經許可離開校

舍、學校主辦的活動（包括實地考察或學校校園）的學生可能會失去特權。 

○ 要拒絕學生的學校特權，學校必須以家庭首選語言向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照

顧者發送失去特權的書面通知。 

○ 學生參加實地考察不得以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陪同實地考察為條件。  

○ 學校不得永久剝奪學生繼續參加學校活動的權利。  學生被剝奪學校特權的時
間可能一次不超過一週，或者在評分期內總共不超過三 (3) 週，除非按照第 

9.5 節的規定舉行聽證。 

○ 家長可以要求與學校領導召開會議，重新考慮拒絕的特權。  

 

● 拒絕學校提供的交通（參見督學通告 #TRN 2） 

○ 在學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包括 MBTA 或校車）上，如果學生的行為危及或將

繼續危及他人或自己，學生可能會被暫時拒絕搭乘往返學校的交通工具。將

學生從公共汽車上帶走將是保證學生安全的最後手段。學生可能遭到拒絕搭

乘交通工具，僅是為了允許 BPS、學生和學生家長、監護人或照顧者制定巴

士安全計畫，其中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座位計畫。   

○ 如果家長、監護人或照顧者無法提供交通服務，則此限制將被視為校外停學，

並且必須遵守停學程序。  

○ 殘障學生可能享有與交通有關的額外保護。（參閱督學通告 #SPE-15） 

 

 

● 復原 

○ 作為我們修復性做法的一部分，在與學生及家長／監護人／照顧者舉行會議

後，如果學生負責針對職員、另一位學生或其他學生損壞的財產，或 BPS 財

產進行修理、恢復或更換，學校將提供書面通知（經適當 BPS 部門批准，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Xp2eHBHOFZTT2M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0B3uV5Tndvx1zWHVhMjNMSzdkMVU/edit?usp=sharing&ouid=117506263882762995356&resourcekey=0-trS9HpYajWI1K3m165E8lA&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s6pKKwVbjyrnpm6h8j8AOZV7oxAf2hO/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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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設施或 OIIT）。   

○ BPS 可能不會要求學生或家庭支付金錢來修理、恢復或更換財產。 

 

● 自願 Fire Sense 夥伴計畫適合 2-5 年級學生。  提供教育和諮詢，協助學生了解火

災場景的影響和後果，預防未來與火災有關的問題。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 

FSE#2。  兩小時的研討會將與 Succeed Boston 臨床醫生和波士頓消防隊長一起線

上進行。  可以在此轉介。   

 

第 5 節  暫時從課堂驅逐 

 

在可能的情況下，應在退學前嘗試安全、支持和非排他性策略。  

5.2 任何學生不得被停課超過 90 分鐘或兩堂課，以較短者為準，課外時間將被歸類為校

內停課並觸發正當保護程序（請參閱督學通告 # SUP-5） 有關在暫時離開課堂期間

支持學生的最佳做法指引）。這適合職業和技術教育 (CTE) 課程。  學生應盡快返回

課堂。 

5.3  每當學生被逐出班級時，校舍管理人員或指定人員應通知家長／監護人／照顧者

解釋該名學生被逐出班級的原因。  

●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學校職員和學生應與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會面，

如果學生已被驅逐同一班級每週超過兩 (2) 次或每個評分期四 (4) 次以上，

以制定如何更能支持學生目前課程的計畫，或與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一

起考慮學生的長期課表調整。  

● 除非遵循正當程序，否則任何學生每週不得離開同一班級超過兩 (2) 次或每

個評分期超過四 (4) 次。  

 

第 6 節  對於停學的期望  

 

6.1 對 K0 至 5 年級學生的停學期望 

 

6.1.1 禁止 K0-2 年級學生停學 

 

6.1.2 3-5 年級的學生只能在以下情況下停學：  

● 學區已遵循所有法律要求的正當程序，並且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eCmUs7hz_diGklQccdYnvonFwiVSkcAAGl-8RX0gAFk_LcQ/viewfor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RFRbuWfY_EVs_ev3DhvjwB67v3ucWc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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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給予適當通知及／或批准4：  

■ 3-5 年級：校務領導批准中小學校長／院長推動可能的退學，並且  

● 僅適合 3 年級：已以書面形式通知督學校外停學，包括對不

當行為的描述以及學生校外停學的原因。 

■ 基於以下原因，才能對 3 至 5 年級學生實施停學：   

○ 學生攻擊同學或教職員，中小學校長／院長擁有具體、可闡

明的事實，中小學校長／院長得出結論，如果學生留在學校，

將對同學或教職員造成嚴重的身體傷害；  

○ 學生持有危險武器或管制物品； 

○ 性行為不端； 

○ 基於偏見的行為或言論；或者  

○ 反覆霸凌。 

 

6.2 對所有 3 至 12 年級學生的停學期望 

 

6.2.1  在對第 7 節中描述的違規行為採取懲罰之前，學校將審查並遵守行為準則第 

3 節，並在當時使用經批准的 BPS 學生資訊系統中，記錄對學生採取的干預和預

防策略。在實施所有驅逐措施之前，這種做法具有強制性。  

例外：這些要求可能不適合有關特定嚴重違法行為的案件，並經指定的校務領導

批准。  當學生根據 MGL c. 71 § 37H and § 37H ½面臨停學時，這些要求可能不適用。

如果學生遭控持有危險武器（參見 7.1.1）、持有管制物質（參見 7.1.2）、攻擊教

職員（參見 7.1.3）、或遭到重罪定讞 (7.1.4)。  

 

6.2.2  當學生在超過 90 分鐘或兩堂課（以較短者為準）從任何課程中驅逐時，將

構成停學，並要求因違反第 7 節準則的不當行為而啟動停學程序.  這適用於在 BPS 

主辦的職業和技術教育（CTE 計畫）中可能發生的開除。   

 

6.2.3  僅因參加課外活動或學校主辦的活動，或兩者兼有，不應計為停學天數。  

● 例外：學生不得被排除在教學、學習及／或評分作業所需的實地現場練習之

外。  

6.2.4  任何學校都不需要讓學生停學。 

 

                                                           
4 通知必須包括對涉嫌行為的描述和停學的原因。校務領導應審查導致懲罰聽證請求的情況，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批准學校領導

（或其指定人員）進行懲罰聽證。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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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學生不得因同一事件遭停學兩次（例如，因同一事件在家停學 2 天，校

外停學 1 天）。  

 

6.2.6  任何學生不得因同一事件而不止一次成為懲罰聽證的對象。  

 

6.2.7  對於所有遭停學或退學的學生，校舍管理人員或指定人員應確保學生有機會

在停學或退學期間取得學業進步、補交作業並獲得錯過的學分，包括但不限於家庭

作業、測驗、考試、論文和計畫。  

 

6.2.8  遭停學的學生在停學期間不得參加學校或任何學校主辦的活動，包括

但不限於學校體育練習、賽事、遊戲或任何課外活動。任何嘗試在強制停學期結束

之前返回學校或學校主辦的節目/活動都可能被視為侵入學校財產。 

● 例外：禁止參加所有學校主辦的活動不適合自願尋求 Succeed Boston 服務的學

生。 

 

 

第 7 節   短期停學、長期停學、無限期停學或退學的理由 

 

本節描述了學生與學校有關的違規行為，可能會根據本準則其他部分受到懲罰。對於本節

涵蓋的任何短期停學、長期停學、無限期停學或退學，學生有權參加懲罰聽證，聽證必須

在事件報告之日起 10 個教學日內舉行。   

• 在懲罰聽證之後，根據 Supt.#5，對於長期停學、無限期停學或退學，學

校領導必須向其校務領導建議開除。僅在校務領導審查建議的處置、批

准並簽署所需的通知，並且已向家長／監護人／照顧者使用家庭使用的

主要語言提供英文簽名通知的副本時，學生才能遭到開除。   

 

嚴重的違法行為可能導致被退學最多一個日曆年（僅限第 7.1 節）。   

7.1 學校有關懲罰的一般規定 

 

7.1.1 持有危險武器，包括但不限於槍支、刀具或電子武器（例如，泰瑟

槍）。有關「危險武器」的定義，請參閱第 14.13 節。 

 

7.1.2 持有管制物質，包括但不限於大麻（包括食品和 THC 油）、古柯鹼和

海洛因。  有關「管制物質」的定義，請參見第 14.11 節。 

 

7.1.3 攻擊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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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重罪定讞—如果校舍管理人員確定學生繼續留在學校將對學校的整體福

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學生可能因以下罪行遭到無限期停學： 

 

7.2 重罪或遭控重罪的犯罪行為／指控 

 

7.2.1  遭控重罪（或 18 歲以下學生的重罪犯罪行為）係針對學生發出，並且學校

領導認為該學生的繼續存在將對學校的整體福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有關

「遭控重罪」的定義，請參見第 14.22 節）。 

 

以下罪行可能導致符合漸進措施的短期或長期停學（第 7.3 - 7.11 節）： 

 

7.3   攻擊和毆打/身體傷害/威脅 

 

 7.3.1  攻擊學校職員（參見第 14.3 節）。 

 

 7.3.2 性行為不端（參見第 14.38 節）。 

  

 7.3.3 攻擊任何人（參見第 14.3 節）。 

 

7.3.4 攻擊和毆打任何人造成身體傷害，除非學校領導（或指定人員）根據所提供

的證據合理認為學生的行為係保護自己所必需。 

 

7.3.5 透過使用武力或以任何方式（包括書面、口頭、肢體姿勢）或透過使用科技

或任何電子方式傳達的武力威脅，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或精神/情感健康。該

罪行包括以任何方式表達公開行為而發出武力威脅，使受害者合理害怕即將

發生的身體傷害、霸凌（參見第 14.28 節）、塗鴉，以及以任何方式傳達的

其他威脅：書面、口頭、或使用科技或任何電子手段。  

  

 7.3.6 縱火或企圖縱火危害他人安全。  

 7.3.7  透過上演及／或煽動鬥毆，或透過張貼及／或傳播鬥毆的影片或照片來鼓勵

鬥毆，如果所述鼓勵對於學校的整體福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例外：與學校官員分享肢體衝突的影片或照片不應構成違反本準則的此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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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持有槍支、危險武器和無合理用途的物品 

 

以下違法行為可能會導致符合漸進措施的短期或長期停學： 

 

7.4.1 擁有任何槍支（參見第 14.23 節） 可能導致在學年內停學不超過 90 個上課

日，由校舍管理人員決定。 

7.4.2  持有危險武器（參見第 14.13 節）或非合理使用的物體（參見第 16.32 節），

在學校及／或學校主辦的活動中以威脅方式使用。 

7.4.3 持有法律禁止的任何刀具或危險武器，槍支除外（參見第 14.13 節），或

非合理使用的物體（參見第 14.34 節）。  

7.4.4 以危險或威脅的方式使用任何物體（參見第 14.34 節）］。  

7.4.5 擁有無合理用途的物品（參見第 14.34 節）。 

 

7.5  霸凌和網路霸凌 

 

7.5.1  霸凌／網路霸凌 （參見第 14.8 節，督學通告 SSS-18）  

 

7.6  基於偏見的行為和不當性行為  

 

以下違法行為必須向平權辦公室報告（請參見督學通告 EQT-1 至 EQT-6）：  

 

7.6.1 基於偏見的行為（參見督學通告 EQT-2）。 

 

7.6.2 實施不當性行為（參見第 14.38 節）。   

 

7.6.3 向受保護階層具有實際或感知成員身份（種族、膚色、年齡、殘疾、性

別、性別認同、宗教、國籍、血統、報復、性取向、遺傳、軍事地位、或無

家可歸）實施騷擾。 

 

7.6.4  以持續及／或辱罵的方式使用種族、民族及／或仇視同性戀的誹謗。 

 

7.7 持有和使用酒精、煙草和其他違禁品  

 

7.7.1 分發或擁有任何規定或非規定的管制物質，包括但不限於鴉片類藥物、麻

醉藥品、迷幻藥、苯丙胺、巴比妥酸鹽、大麻酒精飲料或任何種類的麻醉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TVM2LepbmJSiSo0zNeRcpdVQ9UYolm1vb8TlAoYe0e8/edit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UxWR0pOVjJwYX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UxWR0pOVjJwYX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UxWR0pOVjJwY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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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違規行為被視為妨礙學校其他學生和教職員的整體福祉和安全。  

 

7.7.2 禁止在學校財產、學校主辦的活動中或在學校提供的交通工具上使用煙草

產品，包括但不限於電子煙、吸毒用具和電子煙產品。  MGL C. 270, § 

29(a)（參見督學通告 HWD-06）。 

 

7.7.3 禁止分發或使用電子煙產品  MGL C. 270 § 29(b);  MGL C. 270, § 6。  

 

7.8 盜竊和故意破壞 

 

7.8.1  企圖以武力或武力威脅竊取私人財產。 

 

7.8.2  損壞或偷竊學校或私人財產，包括篡改學校記錄。 

 

 

7.9 以不可接受的方式使用網路，包括網際網路平台和電子郵件 (Email) 

 

例外：以下違反波士頓公立學校可接受使用政策的行為可能會導致失去網際網路

權限、電子郵件權限及／或懲罰。   

 

7.9.1  將網路用於任何非法或商業活動。 

 

7.9.2  在學校環境中發送具有攻擊性的資訊及／或使用具有攻擊性的語言，如果此

類發送資訊/使用語言導致或可能導致實質中斷或嚴重干擾校務。 

 

7.9.3  學術不端行為 

 

7.9.4  洩露他人的個人資訊，如地址、電話號碼、信用卡號、社會保險號等。 

 

7.9.5  篡改任何 BPS 電子系統。  

 

7.9.6   更改、刪除或破壞屬於其他使用者的文件或數據。 

 

7.9.7 使用 BPS 設備或在 BPS 伺服器上共享或發送色情資訊或照片。  這可能會被視

為違反以下規定傳播未達法定年齡或未成年人的色情內容，M.G.L. C. 272, § 

28. 

 

7.10  其他中斷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NnpLNnN5aWVtUGc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6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6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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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 出現在認為禁止學生進入的校舍或場地的一部分。 

 

7.10.2 擅自離開校舍、學校主辦的活動，包括實地考察或校園。  

 例外：這種違規行為可能會導致失去特權（即參加課外活動等）（參閱第 3(a) 

節）及／或懲罰。 

 

7.10.3 允許任何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進入或重新進入校舍，包括撬門，以規避學

校安全作為。 

 

7.10.4 透過身體行為阻止或試圖阻止任何學校任何部分的安全運作，例如，阻塞任

何校舍、走廊或房間的入口或出口，以防止他人進入。 

 

7.10.5  故意對校務或其他學生的教學造成實質中斷或重大干擾。這包括重複、未經

授權使用符合督學通告 SUP-9 的手機. 

  

7.10.6  製造炸彈威脅。 

 

7.10.7 拉動/報告錯誤的火災警報。   

  

第 8 節 緊急驅逐（MGL c. 71 § 37H and § 37H ¾ . 下的犯罪） 

 

在極少數情況下，中小學校長／院長可能會緊急驅逐學生，僅在滿足以下四個要求的情況

下：  

1. 學生遭控違紀；及  

2. 學生繼續留在學校會對人身或財產構成危險，或重大和實質擾亂學校秩序及 

3. 根據中小學校長／院長的判斷，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減輕危險或干擾；及  

4. 學校為學生的安全和交通做出了適當準備。  

 

緊急驅逐在實施日之後不得超過 一 (1) 個學校日。在此期間，必須為家長／監護人／照顧

者提供聽證機會。懲罰聽證應在遭驅逐後的第二天舉行，除非家長／監護人／照顧者要求

延後一天。必須具有導致緊急驅逐的情況，緊急驅逐方可持續到第 2 天。  （參見督學通

告 SUP-5）了解程序和必要的緊急驅逐通知。    

 

必須使用 BPS 學生資訊系統的 BPS 通用緊急驅逐註銷系統。 

 

第 9 節 對於短期和長期停學的上訴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3~4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www.iorad.com/player/1552939/Entering-Emergency-Removal-in-Aspen#tryste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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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根據本準則第 7.3 - 7.10.7 節遭短期或長期停學的學生均有權在停學之日起十 (10) 

天內向督學或其指定人員提出上訴。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可以要求延後上訴聽證

一次，最多七 (7) 個日曆日。 

○ 在實施停學後的十 (10) 個教學日內，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可以

向督學的聽證官提出上訴請求。  

○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可以要求延後上訴聽證一次，最多七 (7) 個日曆日。 

 

第 10 節 對於無限期停學和退學的上訴 

● 任何根據本準則第 7.1-7.2 節被無限期停學或退學的學生均有權向督學提出上訴（參

見 MGL c. 71  §37H 或  §37H½）。 

○ 在實施停學後的十 (10) 個上課日內，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可以

向督學提出上訴請求。  

○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可以要求延後上訴聽證一次，最多七 (7) 個日曆日。 

 

第 11 節 刪除和披露記錄  

 

● 如果經審查，中小學校長／院長與校務領導及／或上訴官協商後確定學生沒有犯

下他/她遭控的違規行為，則所有提及該事件和懲罰程序的內容將立即從學生的記

錄中予以刪除。  聽證官應以書面形式通知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和學生，這些記

錄將被刪除。  因程序錯誤而遭駁回的停學或上訴將導致停學/退學的天數從學生

記錄中刪除，但聽證官將針對該事件的額外參考決定從學生記錄中刪除的程度。

聽證官應以書面形式通知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學生將刪除這些記錄。 

● 學校職員不得向高等教育機構披露學生記錄的任何部分，其中包括有關校內停學、

校外停學、退學、開除或任何其他違紀或不當行為的資訊。  除非法律要求，學校

職員，包括大學或輔導員，不得向任何高等教育機構透露或與任何高等教育機構

討論與學生懲罰歷史有關的任何資訊（參見督學通告 LGL-07）。 

 

第 12 節 殘障學生 

 

● 殘障學生對本準則中概述的權利享有正當程序的額外權利。 

○ 殘障學生係指任何學生： 

■ 具有 IEP，  

■ 具有 504 計畫，  

■ 目前正在接受特殊教育服務評估的人，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1~2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1~2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2IfAUDOhXwKIPoIUKVKVsv_7JOkPA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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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已經要求進行特殊教育評估，  

■ 其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已經以書面形式向主管或行政管理人員表示擔

心學生需要特殊教育和有關服務，及／或  

■ 學校或學區職員直接向監管人員表達了對行為模式的具體擔憂。 

● 在為殘障學生舉行懲罰聽證之前，中小學校長／院長或其指定人員應確定殘障學生

是否有權參加名為表現決定審查（「MDR」）的小組會議（參見督學通告 SPE-15 

舉行 MDR 會議的標準和程序）。 

○  如果學生有權獲得 MDR，則必須召集學生的特殊教育小組來回答兩個問題。

首先，有關行為是否由學生的殘疾所引起，或者與學生的殘疾具有直接和實質

性關係？其次，該行為是否由於學區未能實施學生 IEP 的結果？  

○ 如果學生的小組確定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則殘障學生不得遭到停學或

退學。  

■ 例外：在特定嚴重的情況下，無論學生的小組決定如何，學生可能會被

安排在臨時替代教育環境中長達 45 個日曆日（請參閱督學通告 SPE-15） 

● 在任何連續或累計超過十 (10) 個上課日的停學期間，必須向殘障學生提供免費的適

當公共教育（「FAPE」）。 

第 13 節 頒佈與分發 

 

            本準則為波士頓公立學校頒佈的唯一文件規則和條例，用於管理所有波士頓公立

學校學生行為。此準則取代所有各校規則和波士頓公立學校行為準則的所有先前版

本。本準則經波士頓學校委員會批准將立即生效。 

 

 

第 14 節 定義 

 

本準則中使用的下列詞語應具有以下含義： 

 

14.1  504 計畫：  係指根據 1973 年康復法案第 504 節確定患有殘疾的學生，為其

制定的調適計畫。  504 計畫的目的是確保任何具有一項或多項嚴重限制主

要生活活動的合格殘疾個人都不會遭到排除參與、剝奪福利或剝奪相同層

次的任何教學、學校活動的機會，或非殘疾學生的校舍。  

 

14.2 學術不端行為：  利用或試圖使用不誠實或不公平的方法或做法，以透過包

括但不限於作弊、剽竊、侵犯版權或未經授權使用問題解決網站的方式獲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Ex6YloyWk1zTl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Ex6YloyWk1z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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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學術優勢/申請。 

  

 

14.3 網路（包括網際網路）的可接受使用政策：BPS 政策，確保 BPS 學生和教

職員以負責任、合法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學校擁有的科技存取網路。 

 

14.4 攻擊： 企圖或威脅以目前的能力傷害他人，並且受害者有合理的恐懼或擔

心會立即受到身體傷害。攻擊係在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實施。一次完整的
攻擊通常被稱為暴行。 

 

14.5 行為支持干預計畫 (BSIP)：由特殊教育小組根據從功能性行為評估

獲得的資訊所制定的計畫，用於發現和解決學生行為的原因。 

 

14.6 基於偏見的行為：採取任何行動或作出嘲諷性陳述，係基於實際或感知

的差異化特徵， 包括人的種族、膚色、國籍、血統、外貌、學術地位、

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或表達、殘疾、年齡、遺傳、現

役軍人身份、懷孕或育兒狀況、身體、發育或感覺障礙、經濟狀況，無

家可歸，或與具有或被認為具有這些特徵中的一或多人交往。 

 

14.7 波士頓公立學校 Succeed Boston @ the 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 Center 

（以前稱為 Barron Assessment & Counseling Center）：一項為曾違反適用

行為準則的學生提供諮詢服務、決策和社交情感技巧培養的計畫。   

 

14.8 校舍管理人員：主要負責在校舍內執行學校政策的人：中小學校長、

院長或計畫主任。 

 

14.9 霸凌／網路霸凌：一種模式，可能是單一嚴重事件，由一名或多名學生或

學校職員發起，透過書面、口頭或電子表達或身體行為或手勢或其任何組

合，針對受害者和：  

● (i) 對受害人造成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或對受害人的財產造成損害；  

● (ii) 使受害者合理擔心自己受到傷害或財產受到損害； 

● (iii) 在學校為受害者創造敵對環境（例如，如果行為在學生及／或教職員

之間造成實際或感知的權力不平衡）；  

● (iv) 在學校侵犯受害人的權利；或者  

● (v) 嚴重和實質擾亂學校的教育過程或有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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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應包括網路霸凌，這係指透過科技或任何電子通訊手段進行霸凌，包括

但不限於電子郵件、網際網路通訊、即時訊息或社交媒體通訊。網路霸凌還

應包括：  

● (i) 建立網頁或部落格，其中建立者冒充他人身份；或者 

●  (ii) 故意冒充他人作為發佈內容或訊息的作者；或者  

● (iii) 以電子方式向上述人分發通訊或在或多人可以存取的電子媒體上張貼

資料；及  

● (iv) 分發或頒佈造成霸凌定義中第 (i) 至 (v) 項中列出的任何條件。 

 

本準則第 7.6.3 條禁止對於舉報霸凌、在霸凌調查期間提供資訊、目擊霸

凌事件或掌握可靠霸凌相關資訊的人進行報復。（參見督學通告 #SSS-

18）。  

 

14.10 照顧者：已完成「照顧者授權宣誓書」公證的個人，並已獲得學生

家長／法定監護人在有限時間內的醫療和教育決策權。 

 

14.11 管制物質：M.G.L. c. 94C 列出的任何藥物或物質。 

 

14.12 危險物品：任何物品、物體或以危險或威脅方式使用的設備，例如鉛筆、

直尺、髮夾等。 

 

14.13 危險武器：係指武器、裝置、儀器、資料或物質，無論有生命還是無

生命，用於或很容易造成死亡或嚴重的身體傷害。危險武器術語應包

括但不限於：   

● 槍支，已裝彈或未裝彈； 

● BB 槍或空氣步槍； 

● 細劍、匕首，或裝置或箱子能使之帶有鎖定刀片的刀在鎖定位置

拉出； 

● 彈簧刀，或任何帶有可拆卸刀片的刀，能由任何機構推動； 

● 德克刀，任何具有雙刃刀片的刀，或開關刀； 

● 具有自動彈簧釋放裝置的刀具，刀片透過該裝置從手柄上釋放； 

● 彈弓、吹氣槍、二十一點、金屬指關節或任何可與金屬指關節具有相同

或相似效果之物質的指關節； 

● 雙節棍、動物園弓（也稱為鞭炮）或功夫棒，或任何類似武器，由兩根

木棒、塑料棒或金屬棒組成，一端由一段繩索、鏈條、金屬絲或皮革連

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VM2LepbmJSiSo0zNeRcpdVQ9UYolm1vb8TlAoYe0e8/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VM2LepbmJSiSo0zNeRcpdVQ9UYolm1vb8TlAoYe0e8/edit?usp=sharing
https://www.mass.gov/files/documents/2016/08/ul/caregiverauthorizationaffidavitform.pdf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V/Chapter9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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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劍，或任何類似的尖頭星狀物體，旨在投擲時傷人； 

● 任何由皮革製成帶有金屬尖刺、尖頭或鉚釘的臂章，或由任何其他物

質製成之任何類似裝置，或用金屬或其他物質加重並戴在手上的巨物

或類似材料； 

● 帶有加重末端的 manrikigusari 或類似長度的鏈條； 

● 化學噴霧，即，OC（辣椒油樹脂｛辣椒噴霧劑活性成分在 ｝噴霧）; 

● 任何類型的電動武器（即電擊槍或泰瑟槍）  

 

危險武器術語不應包括刀片小於 2.5 英寸的小刀。對物體是否為此處定義的

危險武器的評估是由中小學校長／院長根據事實和情況與其校務領導協商後

決定。  

 

14.14 上班日：波士頓教育部行政辦公室開放的任何一天，即週一至週五，

不包括聯邦、州和縣假期。 

 

14.15 日曆日：任何一天。 

 

14.16 上學日：學校開課且學生必須到場的任何一天。除非另有規定，本準則中

對「日」或「數日」的引用係指「上學日」或「數個上學日」。 

 

14.17 指定人員：由校舍管理人員或督學特別指派的人員（助理中小學校長/助理

院長、學生主任、社區現場協調員、學校氛圍協調員、學生支持小組職

員、特殊教育和學生服務協調員等）以滿足本準則的要求。 

 

14.18 正當程序：係指由於懲罰而面臨特定退學的學生有權獲得的法律保護（參

見督學通告 SUP-5 及督學通告 SPE-15）。   

 

14.19教職員：直接或間接負責教育學生的所有 BPS 職員或與 BPS 簽約的職員，

以及負責確保學區遵守州學校懲罰法的所有 BPS 職員。教職員包括但不

限於校務領導、教學和學術主管、學生院長、中小學校長／院長、助理中

小學校長/助理院長、特殊教育主任和協調員、教師、行為健康專家和輔

助專業人員。教職員不包括保管人員或食堂人員。 

 

14.20 緊急驅逐：在不超過所稱事件發生之日和額外一 (1) 天的上學期間內實施

臨時驅逐。當學生涉犯可驅逐的罪行時，和他/她的存在對人員或財產構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Ex6YloyWk1z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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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危險或干擾教學過程，和 沒有替代方式可以減輕危險或干擾， 和 由

於學生的行為，不可能在緊急驅逐之前向學生提供通知和聽證。 

 

14.21 退學：退學係指在 M.G.L. c. 71, § 37H 或 37H½ 允許的情況下，無限期或

永久將學生調離校舍、定期課堂活動和學校活動超過九十 (90) 個上課日，

原因為：  

● 持有危險武器；或者 

● 擁有管制物質；或者 

● 攻擊教職員；或者 

● 遭控重罪或重罪犯罪行為或定讞，或在法庭上就此類重罪作出判決或

認罪，如果校長確定學生繼續留在學校將對學校的整體福祉產生重大

不利影響。 

  

14.22 遭控重罪：由法院簽發指控個人犯有重罪刑事罪的指控文件。對於未成

年人，該文件稱為遭控犯罪行為。 

 

14.23 槍支：根據聯邦無槍學校法案 18 美國法典 § 921 的定義，以下任何一

項：      

• 任何武器將會或設計為或可能容易轉換為經由爆炸作用發射拋射體 

• 上述任何武器的框架或接受器； 

• 任何槍支滅音器或槍支消音器； 

• 任何爆炸性、燃燒性或毒性氣體： 

• 炸彈； 

• 手榴彈； 

• 推進劑裝藥超過四 (4) 盎司的火箭； 

• 具有超過四分之一盎司地雷或類似裝置的爆炸或燃燒性裝藥導彈； 

• 透過爆炸物或其他推進劑的作用將或可以容易轉換為發射拋射體的任何

武器，並且其槍管口徑超過二分之一英寸； 

• 設計或打算用於將任何裝置轉換成前兩個範例中描述的任何破壞性裝置

部件的任何組合，並且可以容易從中組裝破壞性裝置。 

 

14.24 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 (FAPE)：符合 20 U.S.C. 1400 等規定的特殊教育和有

關服務及其隨附法規，並且符合法律規定的教育標准或馬薩諸塞州中小學

教育部所頒法規規定的教育標準。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1~2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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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功能性行為評估 (FBA)：由特殊教育小組成員進行的行為評估，協助其

制定適當行為策略，以解決學生的未來行為。這應該在收到家長／監護

人／照顧者同意後的十 (10) 個教學日內進行。 

 

14.26 性別認同：與性別有關的身份、外貌或行為，無論該與性別有關的身份、

外貌或行為是否不同於傳統上與該人生理機能或出生時指定的性別有關的

身份、外貌或行為。可以透過提供證據來證明與性別有關的身份，這些證

據包括但不限於對與性別有關身份的病史、護理或治療、對與性別有關身

份的一致和統一的主張，或任何其他證明性別有關身份的證據—有關身份

被真誠視為個人核心身份的一部分；然而，不得出於任何不正當目的而主

張與性別有關的身份（參見 M.G.L. 第 4 章，第 7 節）］ 

 

14.27  監護人：對學生負有法律責任，並且可以代表該學生做出教育決定之人。  

 

14.28 受辱：蓄意或不顧後果危害任何學生或其他人的身心健康的任何行為或發

起任何學生組織的方法，無論是在公共財產還是私人財產上 （參見 

M.G.L. c. 269, §17-19, 及 603 C.M.R. 33.03）。 

 

14.29 傳聞：由未在聽證/審判中作證的人所作的口頭或書面陳述，在聽證/審

判中提供，以證明陳述中主張事項的真實性。 

 

14.30  仿真槍：任何看起來很像槍支並旨在使受害者感到恐懼的設備。 

 

14.31 表現決定審查 (MDR)：一種 IEP 小組會議，在建議將殘障學生退學的十 

(10) 個上課日內舉行，這將構成學生安置的改變，IEP 小組必須在會上確

定行為懲罰的基礎是由學生的殘疾造成，或與學生的殘疾有直接和實質性

關係，或者有關行為是否由於未能實施學生 IEP 的直接結果。 

 

14.32 輕罪：一種比重罪輕的罪行，通常可處以罰款、罰金、沒收或監禁在州監

獄以外的地方。 

 

14.33 尚無資格接受特殊教育：根據州和聯邦法律法規，未確定有資格接受特

殊教育和有關服務的學生，以及從事違反行為準則的行為的學生。如果學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I/Chapter4/section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I/Chapter4/section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69/section1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69/section1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69/section1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69/section17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69/section17
http://www.doe.mass.edu/lawsregs/603cmr33.html?section=03
http://www.doe.mass.edu/lawsregs/603cmr33.html?section=03
http://www.doe.mass.edu/lawsregs/603cmr33.html?sectio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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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有理由相信該學生可能是殘障學生，則具有此身份的學生可以主張為殘

障學生提供的任何保護。如果在導致懲罰的行為發生之前，學生家長／監

護人／照顧者以書面形式向 BPS 監管部門表達了擔憂，則 BPS 將視為了

解殘障學生或者行政管理人員或孩子的老師，認為孩子需要特殊教育評

估，或學區的老師或其他人員直接向特殊教育助理總監，或向其他監管人

員對於學生表現的行為模式表達了具體擔憂。  如果學生家長／監護人／

照顧者不允許進行特殊教育評估、拒絕特殊教育服務，或者當學生已接受

評估，並確定該學生不是殘障學生，將不視為 BPS 了解學生具有殘疾

（請參閱督學通告 SPE-15）。 

 

14.34 非合理使用的對象：在學校對學生沒有合理用途的任何物品，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未定義為危險武器的刀、電子武器、吸毒用具（例如，研磨機、捲

紙、水煙管）、石頭、磚塊、仿製槍、煙火或雷射筆。  請注意，根據城

市條例，校舍中不允許使用雷射筆。（參見 Ord.1999 c. 2 § 4） 

 

14.35 家長：學生的母親及／或父親。  

 

14.36  計畫中心：在嘗試並記錄下積極和負責任的方法，並在課堂上不成功

之後，中斷的學生可能會轉介到學生計畫中心。學生在計畫中心的停

留時間僅足以評估目前行為，為更負責的行為制定計畫提供協助。計

畫中心為學生提供了跟上課堂作業的機會，並為學校職員制定和實施

學生的後續計畫提供支持。  如果學生被轉移到學生計畫中心 90 分鐘

或兩堂課時，以較短者為準，將其轉移到學生計畫中心將構成校內停

學。由於退學構成校內停學，因此需要通知、聽證、獲得學業進步的

機會以及採取非退學性取代行為。 

 

14.37  全校教育服務計畫：  參照中小學校長／院長為其學校社區制定的獨特計

畫，以確保連續 10 天以上被退學或停學的學生，無論是在校還是校外，

都有機會獲得學業進步.該計畫必須包括但不限於系統，供學生補交作業

並獲得因家庭作業、測驗、考試以及論文和計畫而錯過的學分。  

 

14.38 性別：以電子方式共享或發送色情資訊或照片的行為，通常是透過

電腦、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  色情簡訊可能被視為違反以下規定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Ex6YloyWk1z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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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生色情內容 M.G.L. c. 272, § 28。 這還包括在傳統上學日之

外透過網際網路及／或社交媒體平台分享或發送露骨的性資訊或照

片，而破壞上學日的正常運作。  

 

 

14.39 性行為不端：任何不受歡迎、強迫、脅迫或不願意的性行為。不當性行為

還包括針對無法表示同意的其他人的任何性行為，無論是因其暫時或永久

的精神或身體無行為能力，還是因為是未成年人。  同意被定義為與他人進

行任何形式之口頭或非口頭交流或活動的明確、積極協議和許可。性接觸

的發起者有責任在進行任何性接觸之前獲得同意。任何一方都可以隨時撤

回同意。同意必須出於自願，如果某人受到情感、心理、身體、名譽或經

濟方面的威脅、恐嚇或脅迫，則該同意可能無效。同意從事一種性活動，

或過去同意從事某種性活動，不能推定為同意從事不同性活動或再次從事

性活動。無行為能力或未滿 16 歲的人無法有效給予同意。  

  

不當性行為可能包括犯罪行為，例如猥褻和毆打、強姦、虐待或意圖強奸的

攻擊。任何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都將提交給執法部門。 

 

不當性行為的例子可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 不受歡迎的性接觸；  

● 在學校或非上課時間、校內或校外發生的未經同意的性接觸，包括約會

暴力；  

● 以性為目的招募、運送、獲取或提供任何性別的學生； 

● 性挑逗，無論是否涉及觸摸； 

● 索取性恩惠； 

● 冒犯性的公開性愛表現，包括摸索、撫摸、手勢或對自己或他人的不當

觸摸； 

● 在學校財產或任何學校主辦的活動中自願摸索、撫摸、性接觸或發生性

行為；  

● 性笑話或參考資料； 

● 關於學生身體或學生性活動或性取向的評論； 

● 冒犯性辱罵或褻瀆，具有性暗示、在性方面有辱人格或基於性刻板印像

或性取向； 

● 以任何形式（例如色情簡訊）展示或分發露骨圖畫、圖片或其他資料；  

● 出於性目的販運青少年，例如招募、運送或以其他方式剝削未成年人以

換取金錢、住所或食物；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V/TitleI/Chapter272/Sectio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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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或開展 BPS 業務的任何校舍內學生間的性活動；或者 

● 其他與性有關的語言、非語言或身體行為。 

 

14.40 短期課表調整：對學生課表安排的任何更改，為期三 (3) 天或更少的上課

日，並且出於盡量減少之間的接觸，如有證據顯示學生與老師之間或學生

與另一位學生之間存在持續衝突。學生的課表安排如有任何更改，必須在

當天結束前通知家長／監護人／照顧者，這些更改將在下個上課日生效。 

 

14.41 以學生為中心的恢復性司法會議：在注意或意識到任何行為事件後，教職

員應在轉介給校舍行政管理人員或指定人員之前嘗試解決問題。  學術職

員應儘早與學生私下交流，並透過電話或書面信函與家長／監護人／照顧

者舉行會議。  學術僱員或學生可以邀請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參加。  與

學生和職員的會議應在雙方都方便的時間、地點或方式（例如， 電話會議）

進行。必須讓學校行政管理人員了解此類會議，並在 BPS 批准的學生資訊

系統中記錄任何會議嘗試。       

 

如果教職員注意到學生有困難，第一步是讓職員儘早與學生私下交談，然

後給學生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打電話/發簡訊/發電子郵件。如果有幫助，

職員可以建議與家長和學生一起會面。  

 

14.42 學生發起的會議： 對於學生發言權、正當程序權利及／或其他學生權利有

任何疑慮的學生可以要求與其校舍行政管理人員或其指定人員會面。  會

議應及時舉行，在雙方都方便的時間和地點舉行，並記錄在 BPS 學生資訊

系統中，供每位參加的學生取得。  應學生的要求，或由校舍行政管理人

員或其指定人員酌情決定，可以邀請家長／監護人／照顧者參加會議。  

必須讓校舍管理人員了解此類會議及其結果。   

 

14.43 學生記錄：波士頓公立學校以任何形式保存關於學生的所有資訊，這些資

訊是根據學生的姓名或以學生可以單獨發現的方式整理（參見督學通告 

LGL-7）。 

 

14.44 殘障學生：因發育遲緩或任何智力、感官、神經、情感、溝通、身體、特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2IfAUDOhXwKIPoIUKVKVsv_7JOkPA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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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學習或健康障礙或其組合的殘疾，無法在常規教育中有效進步並需要特

殊教育服務的學生，包括僅需要有關服務或有關服務的學齡學生，如果需

要該服務以確保學生能夠取得普通教育課程並接受免費適當的公共教育 

(FAPE)。該術語包括尚未確定為特殊教育學生的學生，如上文所定義。  

 

14.45 停學： 將學生帶離校舍及／或每天超過 90 分鐘或兩節課的常規課堂活

動。  「停學」適用於短期停學和長期停學，校內和校外，除非另有說

明。   

● 對於 15 歲或以下的學生，一次短期停學不得超過三 (3) 個上課日，對

於 16 歲或以上的學生，不得超過五 (5) 個上課日。   

● 長期停學係指連續或累計停學十 (10) 天以上。  

 

14.46 在校停學： 將學生從常規課堂活動中調離，但不能離開學校場所，連續不

超過十 (10) 個上課日，或超過十 (10) 個累計上課日，在學年中多次違規。  

出於正當程序、上訴和報告目的，連續或累計超過十 (10) 天的校內停學應

被視為長期停學。 

 

14.47 無限期停學： 在以下情況下可能遭停學：  

● 學生（18 歲或以上）遭控重罪（或 18 歲以下學生遭控重罪犯罪行為）； 

● 如果學生就讀的中小學校長或院長確定學生繼續留在學校會對學校的

整體福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如果學生根據本節遭到停學，將一直有

效，直到重罪案件得到裁決或解決，這可能會延續到目前學年之後。  

一旦作為無限期停學依據的重罪定讞，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可以根據本

準則第 7.1 節予以開除，如果適用（參見 M.G.L. c 71, § 37H ½）。 

 

14.48 小組：就特殊教育而言，一組負責在學校層面制定並實施學生個人化教

育計畫 (IEP) 的個人。小組成員可以而且應該根據個別學生的教育需求

而有所不同。參與者通常包括： 

• 課堂教師 

• 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或指定人員 (COSE) 

• 家長／監護人／照顧者或法定監護人，如果合適，學生 

• 其他學校和學區支持人員，如果他們已經參與評估學生的優勢和需

求，或將參與 IEP 的執行。 

https://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II/Chapter71/Section37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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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9臨時退學：任何學生的課外時間不得超過 90 分鐘或兩堂課，以較短者為準，

課外時間不會被歸類為校內停學並觸發準則第 5 節中概述的正當程序保護

（參見督學通告 SUP-5）。  

14.50   電子煙：使用電子煙或其他設備，允許個人以蒸氣形式吸入尼古丁或其

他藥物，例如 THC、CBD 或 K2，而非透過吮吸點燃的香煙、煙斗或其他吸

煙裝置的末端來吸入尼古丁或其他藥物。   （MGL 第 270 章，第 29 節）。 

 

14.51  武器：見 16.13 「危險武器」和 16.22 「槍枝」。 

 

 

插入附加資源頁面：（包含連結） 

COC 附件  - 一旦 Sam 批准 

MTSS 

學生支援 

BPS 指南 

Suffolk County 服務資源指南 

 

如果有人要求提供本文件的影印本，請向他們提供以下督學通告：

 

1. 督學通告 SPE-15  

2. 督學通告 TRN-2 

3. 督學通告 SUPT-18 

4. 督學通告 FSE-06 

5. 督學通告 SUP-5 

6. 督學通告 EQT - 1 至 EQT-6 

7. 督學通告 HWD-06 

8. 督學通告 SUP- 9 

9. 督學通告 LGL-07 

10. 督學通告 SSS-18  

11. 督學通告 SAF-1 和 SAF-3 

12. 關於準備並共享事件報告和其他學生資訊的新政策 

13. Succeed Boston 推薦聯絡人－呼叫器 

14. 新藥物使用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device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mass-general-laws-c270-ss-29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familyguide
https://fenwayhealth.org/wp-content/uploads/SCDAOCOVID-19FINAL.pd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Ex6YloyWk1zTl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Xp2eHBHOFZTT2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WjFQRmMtMENkSl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YUxWR0pOVjJwYX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NnpLNnN5aWVtUGc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uV5Tndvx1zUUhPNC0tNmxycG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2IfAUDOhXwKIPoIUKVKVsv_7JOkPAG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