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指南 2019-2020 學年度學生資訊更新表
請在以下網址更新學生的資訊：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ontact。
如果無法上網，請完整填寫本表格。那些頁面上的表格和申請書是法律文件。家長和學生
應該填寫各個部份並且簽名，將本頁從手冊中取下，簽名後在 2018 年 9 月 28 日之前，將
完整四頁交回給學校。請勿拆分頁面。
高中學生：如果您不希望軍方及／或大學招募人員取得您的姓名，您必須檢閱第 6 頁上的
申請表並簽名。您的家長不需在此簽名。
感謝您！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 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寓 #_ _____ 郵政編碼_ 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家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生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家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家使用的主要語言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有緊急情況或因學生生病，卻無法連絡到家長，請列出兩位可暫帶家長職責的成人：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白天或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白天或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
還有其他學校應注意的問題嗎？ 若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已經在網上檢視過 Boston Public Schools 家長與學生指南以及我孩子就讀學校的校規。
 我們了解指南包含家庭學校合作關係、升級政策、出席率、行為準則、波市頓居民身分規定、學生使用網
際網路的政策、歧視法律、學生紀錄、教科書和圖書館書籍的維護和歸還，與其他學校規則和政策的重要
資訊。
 我們了解學校的校務決策委員會已核准校規，違反校規者將喪失特定特權。
 我們同意與學校職員合作，確保我的孩子每天都有上學（除了有理由的缺席外），並完成家庭作業。
 我們已經閱讀了本手冊第 9-11 頁上的行為準則和校規的概覽。我們已就行為準則做過討論。我們同意與學
校職員合作，確保我的孩子遵守行為準則。

家長簽名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從手冊中取下本頁並簽名後，在 2019 年 9 月 27 日之前交回給學校。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電話（若有）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軍人家庭：
 請確認學生是否為 (1) 軍方服役人員、國民軍和後備軍人的子女，或者為 (2) 因身體因素退

伍或退伍軍人的子女。

BPS 家長與學生同意書：請從手冊中取下本頁，簽名後交回給學校。

向軍方和高等教育招募人員公佈資訊
公立學校學區必須向美國軍方和高等教育招募人員提供中等教育學校（高中）學生的姓名、地
址、電話。然而，家長或學生有權利提出書面請求，要求不公佈資訊。如果您不想公佈本資訊，
請勾選一或兩個方塊，並在下方簽名：
 請勿向軍方招募人員公佈資訊。
 請勿向高等教育招募人員公佈資訊。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4 歲以上的學生）

向特許學校公佈資訊
_ 據麻省教育改革法規定，公立學校學區基於招生理由必須提供學生的姓名與住址給特許學校。
根
如果您不想公佈本資訊，請勾選方塊，並在下方簽名：
 請勿向特許學校公佈資訊。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8 歲以上的學生）

公佈學生目錄資訊
_ 區可以在沒有書面許可的情況下公佈「目錄資訊」，除非您有勾選下方的方塊，表示您不希望
學
資訊被公佈。目錄資料是公佈後，不會侵犯隱私的資料。其主要目的讓學區可以在特定學校刊物
中包含這類資訊，像是紀念冊、電子報、節目單或榮譽榜。目錄資訊包括了：學生姓名、年齡、
各州學生專屬識別號、居住地區、班級或年級、就學日期、參與官方認可活動、體育社團會員資
格、榮譽和獎項和高中畢業後的計畫。
_ 非您另行通知，學區可以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公佈目錄資訊。如果學區認為符合學生最大利益，
除
學區保留可扣留任何資訊的權利。然而，學區將會依法披露資訊。
_如果您不希望學區公佈您的學生目錄資訊，請勾選下方的方塊。
 我不想我孩子的目錄資訊被公佈。選擇本選項後，我了解我孩子及／或照片將不會出現在紀念冊、電子報、節
目單和其他學區和學校刊物中。任何為學生提供服務的合作組織將不會取得目錄資訊。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8 歲以上的學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電話（若有）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媒體曝光
 我允許 Boston Public Schools 可錄音、錄製、攝影、及／或以印刷與電子媒體途徑，公開展示、散

佈或發行我的子女在 2019-2020 學年的姓名、外表、說話內容，不論是由學校職員、學生或任
何校外人士所紀錄，包括媒體在內。我同意 Boston Public Schools 或其他人可在無限制或補償的
情況下使用這些作品。若我孩子出現在這些作品中，或參與其中引起爭端，我孩子就讀旳學校
和 Boston Public Schools 概不負責。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8 歲以上的學生）

針對科技方面的可接受使用政策，包含網路
 做為本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我已閱讀了本手冊第 4 頁的「可接受使用政策」，並且已與孩子完

成討論。我了解 Boston Public Schools 提供的電腦是基於教育目的使用，目標是達成 BPS 的學
術目標，學生基於其他目的使用都是不符合規範的。我了解 BPS 無法限制所有爭議性內容的存
取，我不會因為學校網路上取得的內容而向學校究責。我了解我應該監督孩子在家使用電腦的
活動，因為這會影響到學校的學習環境。我在此允許我的孩子使用 Boston Public Schools 的電腦
資源。
 我不允許我的孩子使用 Boston Public Schools 的電腦資源，包括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必須簽署以下與使用科技相關的協議。
做為 Boston Public Schools 的學生，我了解使用學校網路和電子郵件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我了解
我的學校網路與電子郵件帳戶所有者是 BPS 而非私人專用。BPS 有權在任何時候存取我的資訊。若
本協議未提及特定之行為，我了解 BPS 管理員有權決定使用行為妥當與否。我使用科技產品時會遵
守美國與麻薩諸塞州法律。我了解如果我取得不適當的教材，必須立即通知成人。
我了解並會遵守本手冊第 4 頁上的「可接受使用政策」。我會基於與學校相關之理由，有效率且負
責任地使用 Boston Public Schools 科技資源。我不會使用任何會干擾其他使用者的科技資源。我了解
自身行為的後果，包括會失去使用科技的特權，並需接受行為準則中列明的校規懲戒，或者本州與
聯邦法律的制裁。
學生簽名（5 歲以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ston Saves
Boston Saves 是由波士頓市(EDIC)經營的項目，目的是透過為每個符合資格的學生提供一個包含了50
元、能被用來上大學或取得職業訓練的儲蓄帳戶，來幫助家長為他們孩童的未來儲蓄。參與此項目
使家長透過在特定的帳戶裡存錢，賺取更多的金錢獎勵。造訪bostonsavescsa.org網站，以進一步理解
並查閱是否符合資格。
若你同意參與Boston Saves，你同意允許BPS與Boston Saves項目員工分享下列資料：學生姓名、州指
定的學生辨識碼（SASID）、學校和年級。
 是的，我同意參加。
 不，我不希望參加。

BPS 家長與學生同意書：請從手冊中取下本頁，簽名後交回給學校。

 我不允許我的子女的姓名、外表、說話內容出現在上述陳述的媒體內容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生電話（若有）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健康檢查
作為每一位學生的學校健康紀錄的一部分，波士頓公立學校執行州規定的檢查。我們定期檢查K1至10年級學
生的身高、體重、姿勢、視力以及聽力。若你不希望BPS對你孩童進行檢查，勾選下方的框框。
 我不允許波士頓公立學校檢查我孩童的身高、體重、姿勢、視力和聽力。

學生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

BPS 家長與學生同意書：請從手冊中取下本頁，簽名後交回給學校。

從2017年開始，所有的麻州學區都需為7和10年級學生提供防止藥物濫用篩查。篩查工具叫做檢查、初步介入
和治療轉介 (SBIRT)規程。SBIRT規程促使每位學生和校護或輔導員進行一對一談話，以防止或至少延遲開始
使用具傷害性的藥物，例如酒精或大麻。此項目的目標為改善校內的健康、安全以及成功，重點為加強健康
的選擇並處理與濫用藥物相關的令人擔憂的行為。若你不希望BPS對你孩童進行篩查，勾選下方的框框。
 我不允許波士頓公立學校對我孩童進行藥物使用篩查 (SBIRT)。

學生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

重要醫療資料
我知道学校会根据孩子的需要采取医疗程序和/或向学校提供药品。本人明白對學校而言，在緊急醫療事故中
能與本人聯絡是非常重要的。
如有緊急而必要的醫療照顧，我們不能傳達你，你是否授權學校教職員尋求醫治?  是
否
保健機構:  BCBS  Tufts  HPHC  Medicaid  Mass Health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保健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孩子生病，你會帶他/ 她去的醫院/ 診所: _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
你的孩童有學校護士應該知道的健康問題嗎？請圈選：氣喘、糖尿病、癲癇、鐮刀型紅血球（特質／疾病）
、危及生命的過敏、Ｇ管餵食、焦慮、憂鬱。請說明其他的健康問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孩童需每天服用藥物嗎？  需要
 不需要 若勾選需要，請在下方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孩童將 “按情況” 在家或學校服藥嗎？  需要
 不需要 若需要，請在下方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在學校服用任何藥物的學生都必須把醫生命令和家長／監護人簽名，以及在藥房標示的容器裡的藥物交
給校護。
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藥次數___________________
過敏:食物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藥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乳膠________ 蜂螫___________
已知的視力問題？ 有  沒有

 隨時須戴眼鏡

 有時候須戴眼鏡 從事什麼活動須戴眼鏡?___________

已知的聽力問題？ 有  沒有
助聽器:  有  沒有
孩童過去一年有沒有動過手術、生病或受傷？若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童過去一年有沒有被診斷出頭部受傷或腦震盪？若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