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在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ontact上更新學生的信息。

如果無法在線更新，請完整填寫表格。這些文件中的表格和披露同意書是法律文件。家長和學生
應按要求填寫並簽署每個部分，並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將填好的四頁表格交回您學生的學
校。
高中學生：如果您不希望將您的姓名公開給軍隊和/或大學招聘人員，您必須在下一頁檢查並簽署
該聲明。您的父母無需在此部分簽名。 
谢谢。

 我們已經查看了在線的 (bostonpublicschools.org/familyguide) 或是 印刷版的波士頓公立學校家庭和學
生指南以及我孩子就讀學校的規定。

 我們理解本指南包含有關家庭學校的合作、升級政策、學校出勤、行為準則、波士頓居住要求、學生使用
互聯網的政策、歧視法、學生記錄、保護和歸還教科書和圖書館書籍，以及其他學校規則和政策。

 我們了解學校的校務委員會已經批准了各校的規則，違反這些規則的學生可能會失去某些特權。

 我們同意與學校工作人員合作，確保我的孩子每天上學（因故缺席除外）並完成家庭作業。

 我們已閱讀了行為準則的摘要。我們已經討論了行為準則。我們同意與學校工作人員合作，確保我的孩子
遵守行為準則。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__教室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寓 # _____郵政編碼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的的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

电话#：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辦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PS與家庭聯絡的主要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的的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

电话#：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辦公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PS與家庭聯絡的主要語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在緊急情況下或生病時無法聯繫到父母，請列出兩個負責任的成年人以聯繫：

姓名/電話# (白天電話或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電話# (白天電話或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什麽別的事項是需要引起學校注意的？如果有，請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信息更新表 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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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人家庭：
 � 請勾選符合情況的項目，該學生是否是 (1) 現役軍人、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現役軍人的子
女，或 (2) 因病出院或退休的軍人或退伍軍人的子女。。

向軍隊和高等教育招聘人員透露信息
公立學區必須向美國軍隊和高等教育招聘人員透露中（高中）學生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學
生或家長有權以書面形式要求不透露此信息。如果您不希望透露此信息，請在一個或兩個框内打
勾並在下面簽名：

 � 請不要向軍隊招募人員透露信息。

 � 請不要向高等教育招生人員透露信息。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4嵗或以上）

向特許學校透露信息
根據馬薩諸塞州教育改革法的要求，公立學區必須向特許學校提供其學生的姓名和地址作招生所
用。如果您不希望透露此信息，請在一個或兩個框内打勾並在下面簽名：

 � 請不要向特學學校招生人員透露信息。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 (14嵗 或 就讀於九年級)

透露學生目錄信息
 學區可能會在未經書面同意的情況下發布學生“目錄信息”，除非您勾選下面的選項表示您不希
望透露該信息。目錄信息通常是被認為沒有損害性的信息或在發布後不會侵犯隱私的信息。其主
要目的是允許學區將此類信息包含在某些學校出版物中，例如年鑑、時事通訊、宣傳單或榮譽榜
中。目錄信息包含以下內容：學生的姓名、年齡、班級或年級以及入學日期。

除非您表明您不希望發佈這些信息，否則學區可能會在有限的情況下發布目錄信息。如果學區認
為這樣做符合我們學生的最大利益，學區保留發佈任何信息的權利。但是，學區將根據法律要求
開披露信息。 

如果您不希望學區公佈您學生的目錄信息，請勾選下面的方框。
 � 我不希望我孩子的目錄信息被公開。選擇此選項，我了解我孩子的姓名和照片將不會包含在年鑑、時事通訊、
課程以及學區和學校的其他出版物中。目錄信息不會發布給可能為學生提供服務的合作組織。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 (14嵗 或 就讀於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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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在媒體上
 � 我允許波士頓公立學校在 2021-2022 學年期間記錄、錄像、攝影、採訪或公開展示、分發或
在印刷品和電子媒體上發布我兒子/女兒的姓名、形象、說過的話和作品，無論這些内容是由
學校工作人員、學生或校外任何人（包括媒體）所記錄的。我同意波士頓公立學校可以共享或
允許他人共享而不受限製或不用補償。我免除我孩子的學校和波士頓公立學校工作人員因我孩
子出現或參與這些作品而引起的任何索賠的責任。

 � 我不允許我兒子/女兒的姓名、形象、説過的話和作品出現在上述媒體上。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學生（18嵗或以上）

可接受的技術使用政策，包括互聯網：
 � 作為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我已閱讀可接受的使用政策並與我的孩子討論過該政策。我了解
波士頓公立學校是為教育目的提供計算機的使用，以符合 BPS 的學術目標，學生將計算機用
於任何其他目的是不恰當的。我承認 BPS 不可能限制訪問所有有爭議的材料，學校不會對在
學校網絡上獲得的材料負責。我理解孩子在家中的電腦活動應該受到監督，因為它們會影響學
校的學習環境。我在此允許我的孩子使用波士頓公立學校的計算機資源。

 � 我不允許我的孩子在波士頓公立學校使用計算機資源，包括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必須簽署以下關於技術使用的聲明。
作為波士頓公立學校的學生，我明白使用學校網絡和電子郵件是一種特權，而不是權利。我理解我
學校的網絡和電子郵件賬號都是屬於BPS的，而非私有的。BPS 有權隨時訪問我的信息。我理解，
如果本協議未指定某類行為是否妥當，BPS 管理員將決定哪些行為是不適當的。我將以符合美國和
馬薩諸塞州聯邦法律的方式使用技術。我明白，如果我遇到違反恰當使用規定的材料，我將立即通
知成年人。

我理解並遵守可接受的使用政策。我將有效且負責任地將 BPS 技術資源用於與學校相關的目的。我
不會以乾擾其他用戶活動的方式使用任何技術資源。我明白我行為的後果可能包括喪失技術使用特
權和/或受學校紀律處分，正如行為準則和/或根據州和聯邦法律所規定的那樣。

學生簽名(5嵗及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ston Saves (K2, 1, 和 2年級)
Boston Saves 是由波士頓市 (EDIC) 運營的兒童儲蓄賬戶計劃，旨在幫助 BPS 家庭為孩子的未來
儲蓄，從 K2 開始，為每位符合條件的學生提供一個儲蓄賬戶，其中包括 50 美元用於大學或職業培
訓。參與該計劃可以讓家庭為孩子的賬戶存儲更多的錢。在 bostonsavescsa.org 了解更多信息並
檢查自己是否符合資格。

如果您不想參加Boston Saves計劃，請在下方選擇退出，以表明您不允許 BPS 與Boston Saves工
作人員共享以下數據：學生姓名、出生日期、州的學生識別號 (SASID)、學校、年級和家長（法定
監護人）聯繫信息。 

 � 我不希望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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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篩檢
作為每個學生學校健康記錄的一部分，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執行州規定的篩查。從 K1 到 10 年級定期對
學生進行身高、體重、姿勢、視力和聽力篩查。

 � 如果您不希望 BPS 篩查您的孩子，請勾選下面的框並簽名。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____

馬薩諸塞州的所有學區都必須對 7 年級和 10 年級的學生進行物質（毒品或酒精）使用預防篩查。篩查工具
稱為篩查、簡要干預措施和轉診治療 (SBIRT) 協議。SBIRT 協議促進了每個學生與學校護士或輔導員之間
的一對一對話，以防止使用有害物質或至少延遲開始使用這些物質的時間，例如喝酒或抽食大麻。該計劃專
注於加強健康的決定並解決與物質使用相關的行為，以提升學校的健康、安全和成功。  如果您不希望 BPS 
篩查您的孩子，請勾選下面的框並簽名。 

 � 我不同意授權波士頓公立學校對我孩子的物質使用（SBIRT）進行篩查)。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__________

重要醫療信息  
我了解如果我的孩子在學校期間需要醫療或服用藥物，學校將遵循的程序。我明白，萬一出現醫療緊急情
況，學校能夠聯繫到我是極其重要的。 

如果需要緊急醫療救助而我們無法聯繫到您，您是否授權學校工作人員尋求醫療救助?   � 是       � 否
保險提供方:  � BCBS   � Tufts   � HPHC   � Medicaid    � Mass Health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保單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醫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的孩子生病了，您帶他/她去的醫院/健康中心是: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 #___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有任何學校護士應該注意的健康問題？請圈選：哮喘、糖尿病、癲癇、鐮狀細胞（性狀/疾
病） 威脅生命的過敏症、G 管喂食、焦慮、抑鬱。請描述任何其他症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有每天用藥嗎？ � 是    � 否      如果是，請在下方説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孩子是否在家里或學校“根據需要”服用藥物？ � 是    � 否    若需要，請在下方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有在學校服用任何種類藥物的學生都必須向學校護士出示帶有家長/監護人簽名的醫囑和容器上貼有藥房
標籤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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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