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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作為這個國家公立教育的發源地，在一個達國際水平、創新而迎人
的系統，透過典範教學，波士頓公立學校承諾轉變所有孩子的生
活。我們與社區、家庭和學生結為夥伴，運用知識、學能和品德培
育每一個學生，使之在學業、事業和生活中發揮所長。

反歧視政策

波士頓公立學校是實施反歧視政策，在所有課程、活動、設施、聘用
或教育機會，都不會基於種族、膚色、年齡、殘障、性 / 性別、性別身
份、宗教信仰、原籍、祖籍、報復、或性傾向、基因遺傳或服役狀況而
有所區分，決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歧視、威嚇、威脅、強逼及 / 或侮辱他
人尊嚴或妨礙他人學習及工作自由的騷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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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手冊內第 35-38 頁
的家長及學生協議書是
非常重要的。這法律文
件是在學校存檔的。請
取下這手冊中數頁，詳
閱及在每部份簽名，
並把協議書立即交回
學校。

這樣做是確保所有家
長，詳讀及瞭解手冊內
關於子女教育的政策與
法律，同時也需要家長
或監護人簽名，准許子
女參予某些學校活動。

校監的話  

親愛的家長、監護人及學生:

歡迎大家來到波士頓公立學校，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新
學年。我們盼望與你一起努力，協助培養學生的知識、
學能和品德，在學校和生活中發揮所長。    

如你所知，這是學區的過渡年，我們學校社區承諾尋求
一位新的校監，能協助已是全國最佳的市區學區，變得
更加穩固。今年，我們將集中加強教學和學校領導、扭
轉成績表現不如理想的學校，及複製許多成功的優秀學

校。我們積極向所有學生提供國際水平的教育，在藝術、體育、課餘班和暑期
班，有進修的經驗，並增強保健和社會支援系統。 

家庭是我們最重要的夥伴，有助加速學生的成就。我們承諾聽取你的聲音，確
使你收到訊息。作為這承擔一部份，我們樂於獻上波士頓公立學校指南。關於
我們的學校和家庭參予孩子的教育，均有詳盡的資料。請細讀及保存，並作為
在學年間的參考。

為什麼這手冊是重要的？

第一，這是解釋很多影響到學生的政策，如升級標準，我們的期望，為學生和
教職員維護一個安全和恭敬的學習環境，並進一步解釋，若不達要求又會有怎
樣的後果。

第二，說明家庭怎樣支援孩子在家、在校學習的方法。

第三，這裏講述很多受法律保障的學生及家長權益，如﹕無論是種族或殘障，
均有權受到平等的對待，有權參予學校決策，有權知道孩子教師的資歷，對學
生紀錄有私隱權，若權利可能受到侵犯時，會向家長提出建議。

第四，這手冊供各項有用的資料，由測驗到運輸接載，由保健服務以至學校取
消上課。

最後，有波市公校BPS及辦事處索引、解決問題清單、家庭教育資源及學年校
曆。（內封）

校規。除了本州、聯邦及學區行為守則外，每校有額外的政策設置，由學校基
層議會批准，校長會在指引中附上校規。

所有政策及規則都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協助每一學生在一個安全、互相尊重及正面的學習環境中，取得高標準的
學術成就。在你的支持及參予下，我們定會共同達到這目標。

John P. McDonough

署理校監麥德納

請簽署及交回

家長及學生協

議書！   

意見箱

波士頓公立學校想知這
手冊是否對你有助？

資料是否有缺漏或混
淆？

你是否對下年的手冊有
所建議呢？

請聯絡:

communications@boston.
k12.ma.us

電話: 617-63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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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索引
波士頓公立學校（波市公校 BPS）辦事處
總機 ............................................................................617-635-9000
成人教育及夜高中 ...................................................617-635-9300
出席 ............................................................................617-635-8035
波士頓學生咨議委員會（BSAC） .......................617-635-8079
全市家長會（CPC） ...............................................617-635-9210
聯絡（傳媒、網頁及出版） ..................................617-635-9265
輔導服務 ....................................................................617-635-8030
幼稚園倒數 ...............................................................617-635-6816
數據及問責（測驗） ..............................................617-635-9450
幼兒教育 ....................................................................617-635-9701
教育選項（另類教育） ..........................................617-635-8035
學生就業許可 ...........................................................617-635-8030
英語學習學生 ...........................................................617-635-9435
註冊規劃及支援(學校派位) ...................................617-635-9516
平等（歧視及民權議題） ......................................617-635-9650
考試學校及高課程班（AWC） ............................617-635-9512
家庭及學生參予（總辦事處） .............................617-635-9660
家庭及學生參予（學校支援及家庭支援） ........617-635-7750
家庭識字中心 ...........................................................617-635-9300
膳食及營養服務 .......................................................617-635-9144
輔導服務 ....................................................................617-635-8030
聽證及上訴（紀律問題） ......................................617-635-1577
高中支援 ....................................................................617-635-8079
無家可歸學生 ...........................................................617-635-8037
人文資源（人事） ...................................................617-635-9600
教學及資訊科技（OIIT）   ....................................617-635-9199
新生評估及輔導中心（語言測驗） .....................617-635-1565
營運領導﹕小學 .......................................................617-635-6662
營運領導﹕初中/幼至8年級 ...................................617-635-6617
營運領導﹕高中 .......................................................617-635-6711
家長大學 ....................................................................617-635-1683
重新參予中心 ...........................................................617-635-2273
安全服務 ....................................................................617-635-8000
學校委員會 ...............................................................617-635-9014
學校網絡﹕參看第66-68頁，查看你學校所屬網絡﹕

網絡A及D ..............................................................617-635-9182
網絡B及F ...............................................................617-635-6516
網絡C及E ...............................................................617-635-6988
網絡G（高中） ....................................................617-635-7773
網絡H（技術 / 職業）.........................................617-635-9664

特殊教育 ....................................................................617-635-8599
特殊學生家長會（Sped PAC） .............................617-635-8600
學生紀錄 ....................................................................617-635-9507
暑期班 ........................................................................617-635-9414
校監辦事處 ...............................................................617-635-9050
第 1 法權波士頓家長會（BPAC） .......................617-635-9660
第 1 法權訓練中心 ...................................................617-635-7750
運輸接載 ....................................................................617-635-9520
迎新服務 ....................................................................617-635-9085
康健 ............................................................................617-635-6643

波市公校歡迎中心

Dorchester
617-635-8015
1216 Dorchester Ave., 
Dorchester 

(近Burger King 旁)

Roslindale
617-635-8040
515 Hyde Park Ave., Roslindale 

(近Cummins 公路)

Roxbury
617-635-9010
Madison Park Complex, 
75 Malcolm X Blvd., Roxbury 

 (近Roxbury Crossing MBTA 地鐵站)

東波士頓

617-635-9597
Mario Umana Academy
312 Border St. East Boston
致電或到訪波市公校 BPS 網址查辦
公時間。2013-2014服務時間*

學年: 星期一、二、四及五:上午8時30 分至下午5時
 星期三，正午12時至7時*    
2014年暑假: 辦公時間有別，詳情請致電任何歡迎中心或到訪

網址﹕bostonpublicschools.org/how-where-and-when-
register

休息: 聯邦、麻州及波士頓市假期

      *這些時間不適用於東波士頓中心

返校及學校註冊熱線  617-635-9046
協助學校註冊、派位、轉校、接載
及其他學校問題。星期一至星期五服務時間如下:
2013年8月19至30日 ▪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2013年9月3至13日   ▪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2014年1月2至31日   ▪上午8:30至下午5時

波士頓市反欺凌熱線﹕617-534-2378
舉報在校、校外、網上和透過電子器具欺凌。

保密安全舉報電話﹕ 1-877-SCH-SAFE
學生舉報恐嚇、武器、毒品及危險處境。

住處舉報電話﹕ 617-635-6775
密報非波士頓市居民學生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

添加服務

波士頓﹕市服務 / 市府( 上午 9 時至下午5 時 ) .617-635-4000 
www.cityofboston.gov
市長 24 小時熱線 .............................................617-635-4500
波士頓青年及家庭中心（BCYF） ...............617-635-4920
波士頓房屋署 ...................................................617-988-4000
市長保健熱線 ................................................1-800-847-0710
新波士頓人辦事處（多語) .............................617-635-2980
市長青年熱線 ...................................................617-635-2240

麻州中小學教育署（DESE) ................................1-781-338-3300
www.doe.mass.edu
特許學校資料 ................................................1-781-338-3227

家長訓練組織及資源 .....................................   參看第61至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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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學校夥伴﹕
學校鏈結
家庭參予是協助子女在校成功，及在學校社群中建立
自豪感的一個重要部份。波士頓公立學校BPS承諾，
協助學校、教職員、家庭、學生及社區建立活躍的夥
伴，去強化學生學習及改善學校。

家庭和學生參予辦事處與所有波市公校BPS學校一起
努力，建立家庭和學校教職員的實力，協助組織校基
委員會和學校家長會，策劃活動，讓家庭參予孩子的
學習，和協助家長和學校教職員與家庭一起努力，特
別是增進英語學習家庭，和特殊教育課程家庭孩子的
學習。 

以下是學校提供的一些活動例子，學校怎樣讓家庭參
予學生的學習: 
 家長-教師個別會議（每年至少 2 次）
 子女學科研習及如何協助子女作測驗預習 
 家庭閱讀計劃 
 學校教職員或其他家長作家訪 
 特別活動，如數學及識字之夜 
 學校家長會及校基議會
 家長大學學習課
 在課堂、學校家庭中心、籌款及同樂活動中當義

工。 

每間波士頓公立學校預料會:
 保留空間作家長會議及資源
 安排每週時間讓家長聯絡或會見老師
 對家長要求及疑問作及時反應
 用家長在家的語言作定期溝通 
 知會家長，用“善待家長”的策略形式，改善學

生在校及在家的成績
 向家長提供各學科課程主題 ( 書面簡要 )

家庭參予及無忽視孩子法

根據聯邦無忽視孩子法（NCLB），所有符合聯邦第
一法權撥款的學校，必須有一個由家長擬訂及通過的
家長參予政策書。這政策應說明家長作為夥伴，怎樣
參予他們子女的教育。 

此外，每一第一法權學校，必須訂定家-校協約，這
一協約是去界定行政人員、學生、教師及家長要履行
的責任，從而改善學生成就。經學校基層議會通過這
協約後，副本會送交所有家長簽名。 

欲知無忽視孩子法及家-校夥伴詳情，請參看第58至
59頁 。

學校家長會  

所有波市公校屬下的學校-包括先導學校及學區內的
特許學校-必須設有學校家長會（SPC）。家長會將所
有家長團結在一起，支援學校及倡議優質教育。波市
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自動成為學校家長會成
員。學校家長會必須在秋季選出行政委員會，及採取
步驟確保這是活躍的和多元，代表學校所有家庭。學
校家長會也選出代表出席校基會 (SSC)，並與校基會
緊密合作，審議學校財政預算、建議課程、贊助活
動、解決問題及為學校特別活動籌款。 

若學校沒設家長會又怎樣？可聯絡家庭及學生參予辦
事處，電話617-635-7750。他們可協助你與學校領導
努力，組織一個家長會。如學校沒有通知你有關家長
會及校基會選舉、會議及活動，也可能聯絡OFSE。

學校基層議會   

很多影響波市公校學生教育的決定，是在學校層面作
出的。學校基層決定是校基會的責任，所有學校必須
要有校基會，或在先導學校要有管治委員會。校基會
批准學校政策及校規，並審議學校預算。校基會亦可
要求豁免一些波市公校政策。家長是這些議會的重要
成員。 

校基會的人事委員會通過聘請及轉調波士頓教師公會
的教師會員，必須要有由校基會選取的一個家長成
員。

其他家長組織  

除了學校家長會及校基會外，波市公校為其他不講英
語、其孩子是殘障及在第一法權課程的設有家長組
織。電話在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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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學校家長會

歡迎中心  

波士頓公立學校設歡迎中心（前稱家庭資源中心），為家
庭提供多項服務，在第 5 頁列出，到訪歡迎中心: 
 就選擇學校及波市公校政策取意見
 新生入學註冊
 申請轉校
 若搬遷填更改地址表
 取（多語言）學校、暑期班資料及為波士頓家庭而編訂

的保健及人文服務資料。

請注意﹕在歡迎中心辦理的所有手續，家長 / 監護人必須
出示明確的身份證件。

家長大學

家長大學是免費的學習經驗，目的是協助波市公校BPS家
長，增加對孩子怎樣學習及發展的理解，孩子應該學些什
麼，如何幫助孩子成功，並如何與其他家長一起，努力改
善學校。家長大學也提供課程，如財政管理、保健和康
健、英文為其他講者的語言(ESOL)和電腦識字。  
 資料和線上註冊：bpsfamilies.org/parentuniversity   
 電話﹕617-635-1683

家庭外展 
  波市公校採用自動電話聯絡系統，與學生家庭及波市公

校職員聯繫，用作快速傳遞重要訊息，如學校急事、提
醒有關活動及限期，你會收到孩子的學校或波市公校總
處的自動電話。注意﹕如你更改電話，與學校聯絡！

 在超過20所學校，家庭及學生參予辦事處有駐校家庭和
社區外展協調員FCOC，協助工作，在家長與家長、老
師間建立關係，培養家長能力，協助孩子及成為學校領
袖，令學校社區更歡迎家庭。617-635-9660

 透過學生資料系統 SIS 的家長網路進口，家庭可上網查
看孩子目前年級及派位、 查核出席和甚至透過電郵或短
訊，獲自動通知。家庭也可查看學校通告和接收教師通
信。登錄說明、培訓機會和帳戶資訊，將會在 2013 年秋
開始分發。

 每一間學校必須設有學校家長會
（SPC），所有家長都是成員，只有家
長才可以是成員。

 學校家長會的組織是讓家長表達關
注、為學校倡議，及策劃學校活動及
項目。

 學校家長會在每年秋季會議中，選出
執行委員會，這不能遲過10月15日。
而出席校基會的家長代表，亦在該次
會議中選出。

 學校家長會委員要定時與校長開會，
討論全校議題。

關於學校基層議會

 每一學校須設校基會。

 校基會是由家長代表、教師、校長
其他人組成。高中校基會是包括 2 位
學生成員，校基會的家  長人數，
必須與專業教育工作者人數相等
（包括校長）。

 校基會家長代表，是在週年家長會會
議中選出。家長會會議必須在 10月15
日前舉行。 

 校基會:
 審議及通過學校整體改善規劃
 通過學校可動用支出的財政預算

（財政項目無 “鎖定”）
 審議及評輪整個學校預算
 擬訂及通過增強家長參予的計劃
 通過豁免波市公校條例及工會合同
 審議及通過對學校有影響的所有建

議
 監管所有學校層面的委員會。

 校基會的家長代表要向家長會匯報。

 校基會會議是公開會議，是開放給所
有人。

查詢詳情:
可電家庭及學生參予辦事

電話:617-635-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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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訪客! 
波士頓公立學校熱情歡迎家長及其他人
等，探訪學校及課堂，同時，學校必須
要確保學生與教職員的安全及學習不受
滋擾。 

學校必須提防進入校舍的人及其目的。
所有學校已有攝錄按鈕系統，無人可以
進入校舍，而不驚動校務處職員的。初
中、高中及很多幼至8年級學校，已有受
訓的專業保安人員駐點。 

此外，學校為訪客定出下列指引。“訪客”是包括家長及學校部
門僱員及其他人等。 

 所有訪客必須在校務處登記，簽名後方可到校舍各處，在離開
前亦要簽名。一些學校在大門入口設有櫃台，訪客可在那裏簽
到及注銷。若無人值班，便要到校務處。 

 所有訪客在簽到後，都獲訪客通行證，在離去前，必須交回校
務處或簽到櫃台。在校舍及校園內，訪客通行證必須掛在當眼
處。在學校開放日、家長之夜或其他由學校主辦的公開活動，
無須持訪客通行證。 

 為學生及教職員的安全，學校認為訪客若無簽到，或不能出示
訪客通行證，便是非法闖入。學校職員會著其離開校舍及校
園。 

 訪客若要見老師或行政人員，必須預約。教師每週都騰出時間
見家長，在開放日、家長之夜及其他由學校主辦的公開活動，
便無須預約會面。 

 若教師預期有訪客，必須知會校務處。在某些情況下，職員可
陪同訪客往會面地點。 

 有時，家長與教師或其他職員遇上問題，其會面是安排解決這
問題，這可在校務處或會議室舉行—而不是在課堂內。家長必
須首先在校務處報到，在陪同下往會面地點。學校行政人員可
出席會見。 

 家長在正常下課前接返子女，應預先致電校務處，在校務處或
在其他由學校指定的地點，接回子女。家長不能直接前往課堂
接回子女。若無家長同意及正式身份證明，學校不會交學生予
合法撫養家長以外的任何人。

 有時，訪客會滋擾學校活動，在沒有預先通知，堅持探訪課
堂，並騷擾職員，揚聲或使用不當語言。若此種滋擾行為持
續，學校行政人員可限制個人探訪，或拒絕容許其日後進入校
舍及校園。

 請參看第 40頁，查有關學校義工的 CORI / SORI 資料。

溝通政策  
波士頓公立學校、波士頓學校委員
會、校監和所有總部與駐校職員，有
責與家庭、學生、同事、夥伴及社
區，作準確和有效的溝通。為改善學
生的成就，經常無間的溝通，去建立
和維持有效的家庭/學校/社區夥伴是
必須的。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確認這些原則:

 家庭和市民有權知道公立學校的
事情。

 所有波市公校僱員，有責去確保
公眾獲有系統和足夠知會。

 去改善分享正面和負面的資料，
會令波士頓公立學校教職員和家
庭獲益。

 來自學校和教職員書面及口頭的
溝通，應能反映出波市公校承
諾，以學生的成就著眼，透過高
質量的教學，支援所有孩子和家
庭。

 有效溝通必須是雙向的，學校和
中央辦事處必須尋求方法，去聽
取家庭、學生和社區，對重要議
題和決定的反應。

 與家庭和社區溝通的語言，必須
避免用不為一般人熟悉的教育術
語。

 所有溝通必須反映和照顧到波市
公校家庭和教職員的多元化，對
種族、族裔、語言、教育、收
入、性別、宗教、性取向或殘
障，免除偏見。

有關溝通政策詳情﹕

bostonpublicschools.org

點擊 COM-1

617-63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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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倡導： 
解決問題清單

如有與學校有關的問題，我們想要協助解決這問題。每
一學校必須要有手冊，描述在學校解決問題的程序。如
你需要額外的協助，請順序致電下列個人或辦事處。

如可能，提供問題的書面說明。寫下你與每一個人交談

的名字，保持所有問題的有關文件和信件。

影響子女學習的議題
 老師
	校長或中學校長
	網絡助理校監*

一般學校議題
 校長或中學校長
	網絡助理校監*

學校管治（家長及校基會）
 校長或中學校長
	家庭及學生參予辦事處，617-635-7750
 網絡助理校監*

紀律
 校長或中學校長
	營運領導*
 首席營運主任，617-635-9643

安全
 校長或中學校長
	營運領導*
 保密安全“舉報”線﹕1-877-SCH-SAFE
 波士頓市反欺凌熱線﹕617-592-2378

接載  
 校長或中學校長
	校巴接載處，617-635-9520 或 

schoolbus@boston.k12.ma.us 

出席
 老師
	學生支援協調員
	校長或中學校長
 出席監督﹕617-635-8035

學校派位、轉校、等候名單及居處
 學校熱線，617-635-9046（參看第 5 頁服務日期）
 歡迎中心（參看第 5 頁）    
	入學規劃及支援，617-635-9516
	有關居處政策上訴: 
 平權辦事處﹕617-635-9650

     切記: 校長不能更改派位或保證你孩子入讀某校。

英語學習學生議題
 教師
	校長或中學校長
	Newcomers Assessment & Counseling Center, 

617-635-1565
 英語學習學生辦事處，617-635-9435

特殊教育問題
 教師
	校長或中學校長
	特殊教育及學生服務，617-635-8599

*  波士頓學校組成“網絡”: 每一網絡有一位網絡
助理校監及一位營運領導。電話列在第 5 頁。
查找學校所屬網絡，可參看第 64-68 頁的學校索
引。網絡（用英文字母 A 到 H）出現在學校名稱

旁。



認識更多有關家庭/ 學校夥伴
 到訪波市公校網址、聯絡學校或致電:
 波士頓第一法權家長會（BPAC） 617-635-9660
 全市家長會（CPC） 617-635-9210
 可電家庭及學生參予辦事處 617-635-7750
 波市公校歡迎中心 參看第 5 頁
 特殊學生家長會（SpedPAC） 617-635-8600
   
 參看第 61- 63 頁，查找為波士頓家庭供有關教育

資源及支援團體名單

 你無須等到學校開放日，才與你孩子的教師見
面。教師每週都有預時間聯絡家長。

 致電校務處與教師預約時間，在學校或用電話
交談。

 在 9 月下旬，每一間學校都要向家長提供學校
教職員的姓名及電話，（不只限孩子的教師）
以便家長對孩子學習進展有關注時，家長可致
電。

 每個秋季，教師必須給家庭全年學習目標、課
程字學生大型習作綱要。

你是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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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一個有建樹的家長 - 教師會議

在參加家長教師會議之前，做好準備有助家長得到更
有意義的結果，更加明瞭怎樣協助子女成功。小心計
劃一下，亦有助家長與教師建立持久關係的基礎。

一個良好的開端

家長應要與教師一起建立良好的關係，其中一個方法
是找教師的優點做評論，如感謝老師在子女家課寫上
有意義的評語，或特別協助子女學乘數。

通常，在家長 - 教師會議，教師會給家長學生習作樣
本及可能是成績表。這是一個好機會，去談談教學法
及怎樣評核學生進展。是用測驗？成績夾？課堂參予
及習作？家長亦可要求老師協助瞭解學校的政策。

孩子學習怎樣？

由於家長教師會議通常只是20分鐘，家長應計劃只談
及數個論題。當擬定一串問題時，要先問最重要的。

這裏有些可適用於子女的問題:

 上課時孩子是怎樣的？是否參予課堂討論及活
動？

 孩子最好及最差的科目是什麼？怎樣去協助孩子
改善不足之處？

 孩子在本級的水平標準是什麼？可否出示反映最
高標準的習作？

 孩子與其他兒童及成年人的交往是怎樣？

 怎樣協助孩子的家課？

 孩子是否在不同班或組別上不同科目，怎樣分
組？

 孩子是否用功？

學生需要參加

很多初中及高中學校的家長 - 教師會議，都會有學生
參予，這給孩子有較大的學習責任感。在會議中，學
生會討論習作夾，收集學生習作去顯示學生努力、進
展及在一科或更多科的成績。學生向家長及教師講述
習作中優點、學到的東西及要改善的方面。

若學生不參加會議，家長要預先問孩子對學校的看
法，家長亦可問及孩子的優點及缺點、喜愛或最不喜
愛的科目，若家長已與子女談過書本、上課及時間
表，便可省卻會議的時間。

家長可考慮告知老師孩子生活的大改變，（如寵物死
去、祖父母生病、父母離異或搬家）或孩子參予的重
要活動（如體育、童軍、社區服務或課餘兼職）

針對問題

家長 - 教師會議是討論任何挑戰 - 如孩子在校的學術
或行為問題的一個好時機。當問題引起時，家長應:

 避免發怒或有歉意的反應，反要問例子。

 問及就該問題做了些什麼補救，在校有效的策
略。

 擬定一個行動計劃，包括家長在家協助的步驟，
及當問題發生時，教師在校的步驟。

 安排跟進會議及決定保持聯繫的最佳方式（電
話、電郵或送返家中書信）。

跟進

在會議後與孩子談論時，強調談及的優點，直接指出
問題。適當地向孩子解釋已安排的行動計劃。

繼續與教師促進良好關係的好方法，是給一封“致
謝”便條或電話。就算有改進，亦與教師保持聯絡，
這有助孩子在校做得更好。當孩子知道家長與教師經
常合作，孩子會視教育為首要，會更認真努力。

- Ted Villaire 撰寫

（波士頓公立學校編譯）

獲全國家長教師會網址﹕www.pta.org 准予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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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學校夥伴:
家庭鏈結

鼓勵學習的簡單途徑

這裏是一些協助子女在家學習及成功的簡單方法。

1 讓子女知道你信任他們。從小開始，告訴子女，你是相信他們
有能力做好的。往後每一年齡階段，都繼續這樣說。協助他們
瞭解努力與成就間的關係：如果他們在學校用功，他們將會成
功。

2 從幼開始，經常與子女一起傾談、唱歌、閱讀及遊戲。 這些活
動有助他們發展口語和常識，結果有助他們在學校成功。與他
們談生活和談興趣。與他們分享生活趣事。每天與他們一起讀
書!

3 鼓勵其他的家人參予。讓關心子女的成人 - 姨媽姑姐、叔伯、祖
父母、表兄姐、契父母、保姆、鄰居及朋友 - 鼓勵子女在學校做
好。表現他們熱愛學習。

4 限制看電視的時間。無論孩子是否與你、與保姆或單獨，限定
觀看電視和玩電子遊戲的時間。2 歲以下的兒童根本不應該看電
視。孩子一天觀看 3 小時或以上，可能會在學習和注意力產生
問題，及學校成績低落。“螢屏”時間愈少，意味有更多時間
鍛煉身體、進行有想像力的遊戲和閱讀。

5 對學校及學習抱有正面的態度。講及你對子女在校學習的興
趣，問一些簡單的問題如，你的好朋友今天有上學嗎？學校有
些什麼新消息？問不能答“是”或“不是”的問題，如要問:“
今天上美術課做些什麼”。若有可能，找些機會去參予學校。
對幼兒來說，每晚檢查他們的背包，看他們完成的功課，和尋
找所有重要老師的通知。

6 確實子女做好功課。每晚查看子女的家課，要他們解釋他們所
學，確實他們完成所有功課。若可能，找一個光線較好的安靜
地方，讓子女溫習，每晚預定一些時間做家課。在做家課時把
電視關掉。若孩子常說沒有家課，便要問老師了。

7 協助子女善用及掌握時間。確實子女每科都有筆記本或書夾。
並有紙、鉛筆及其他學校文具就手。提點他們怎樣清楚寫筆記
及記下所有學校功課。定好每天做家課的時間，孩子在小休或
做運動後，經常更好集中精神做家庭作業 - 但不要留等到睡前才
做。最好讓子女在疲倦前，先做較難的功課。但有時先做一些
較容易的功課，會令孩子比較集中一些。

8 確要子女有充足睡眠。要是在學校做好，孩子甚至是青少年，
每晚需要有9小時睡眠。據全國衛生研究所指出，孩子睡眠不
足，會有精神集中問題、反應慢及會有更多行為問題，規定孩
子睡眠的時間，是鼓勵學習的簡單方法。

取材自:www.colorincolorado.org，若需要更多協助孩子的提議，
可問老師。老師每星期都撥出時間來與家長聯繫的。

讀書給孩子聽 
為什麼要讀書給孩子聽？

孩子會很喜歡家長、年長的孩子或
其他成人給他們讀書 - 這是唯一極
重要的活動，讓孩子成為成功的讀
者。讀書給孩子亦可增加詞匯、常
識，幫助他們明白在校更艱深的課
本。

我女兒可以自己讀書，還需要給她
讀嗎？

要！即使是成人也喜歡聽別人閱讀
的。孩子能夠理解及享受一本自己
不能讀懂，而由他人讀給他聽的
書。

怎知選擇的書是否對兒子太艱深？

孩子應該獨立地讀較容易的書，因
此他們不會變得沮喪。如他們成功
地讀容易的書，便想讀更艱深的
書 –不久便能讀更艱深的書。如不
肯定書本是否適合你孩子，要他 / 
她指著書頁上的不懂的字，如有 5 
個或以上，你可考慮選擇不同的書
本，或與孩子一起讀這本書。

我孩子應該讀些什麼？ 

孩子應該讀多種不同的文本：小
說、非小說類、幻想、傳記、童
謠、專題文章、回憶錄和詩歌。定
期到訪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是很的

資源，協助你孩子找喜愛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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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學校夥伴: 家庭鏈結 （續）

給家長的數學提示  

 著你孩子向你介紹“數學為先” Math in First 網
頁 www.firstmath.com，及教你怎樣去玩，每週問
孩子，他 / 她取得多少貼子。每個 1 至 8 年級學
生都可達“數學為先”First in Math，網址﹕www.
firstinmath.com ，學生用自己的戶口，可參予廣泛
的數學活動，透過你孩子的學生戶口，也有家庭
戶口。

 問問你孩子，“你怎樣會知道？”去理解孩子的
思考。要留意子女如何學習數學，不要教子女“
捷徑”，以免與老師的教法有衝突，這只會混淆
子女。很多學校都為家長辦數學之夜，去學習學
校的數學教法。

 用家務及日常的機會，來加強數學學習。每天可
解決數題的機會有:

 點算﹕如問，“你見到有幾多輛貨車？”“有
多少人排在我們前面？”“你可否放10杯酸乳
酪在籃內？”

 次序及模式﹕數學上的次序是很重要。讓子女
注意次序，如“看我們現在排第二！”找些類
似的簡單模式- 如地上瓷磚的顏色，或人在走路
時的韻律。要子女用週圍細小的物件，去拼成
視覺圖形。

 份數與百份比﹕“若這食譜是用4份1杯糖，但
要這食譜的份量加倍，我們要多少糖？”“若
這對波鞋售價是$34，但減價5折(50%)，這對減
價波鞋是多少錢？” 

 認識怎樣利用這些在線資源，在家中協助﹕
 http://bpsmathematics.weebly.com/family-resources.html
 www.doe.mass.edu/frameworks/current.html
 www.illustrativemathematics.org 
 www.nctm.org/resources/content.aspx?id=2147483782

 聯絡教師瞭解有關孩子的學習水平年級，及怎樣
可在家協助改善學業進展。

給家長的閱讀提示 

 讓幼兒每晚給你朗讀，（即使是漫畫書也可）。
在家中用英文或其他語言給子女朗讀。

 選擇一個恬靜及無分散注意力的地方，讓子女晚
上做閱讀功課。

 讓子女在一般的地方閱讀（如車內、讀菜譜、在
超級市場內、進食早餐時 - 甚至在浴缸內！） 

 讓孩子看到你 閱讀，會使他也燃點起興趣。

 當孩子閱讀時，可指出拼字及那些有同音格的
字，如cat、pat、hat。

 問孩子有關故事人物及事件。問孩子為什麼該人
物會這樣做，並要他們用故事的內容去支持論
點。在故事完結前，問孩子該故事會怎樣結局及
為什麼。

 寫作也是閱讀的重要部份。你可以讓孩子在讀完
故事後，創作另一故事人物或寫續集。並鼓勵他
寫一封信給作者。

 開始一個家長 - 孩子書社，在那裏你可選出“本月
的書”來一起閱讀及討論。

 盡量經常帶子女去圖書館或書店。替他申請一張
免費圖書證。

 鼓勵你子女在報紙或網上讀有趣的專題。

 問子女有關一齣她看過的電影或節目，並找一本
相關的書。

 給子女機會去接觸廣泛不同的印刷品，讓他們知
道論文、故事、課本、報紙及雜誌的分別。

波市公校家長大學在各區學校、社區組織及圖
書館供課程，主題如麻州綜合評估測驗MCAS提
示，及幼兒學校過渡及營養。

詳情可電﹕
617-635-1683 
www.bpsfamilies.org/parentuniversity  
parentuniversity@bostonpublicschools.org 

請不要錯過
“同參予- 開展家 - 校鏈結”

波士頓鄰區電視網絡 (BNN) 在 Comcast 9 台及
RCN 83 台的一個每週電視節目

逢星期四晚上6時至6時30分收看

節目播放題目包括教育工作者及家庭分享優秀教育
故事、家庭參予提示、課餘資源、補充教育服務
等。

因此，開機、收看、及“同參予！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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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升級政策  

學科成績合格 

老師是基於數個因素而給學生
評分，這包括:

 課堂測驗分數

 完成指定習作 - 如閱讀報告
或科學習作。升級政策說明
學生習作至少算年終20% 評
分

 指定家課

 課堂參予討論及活動

 筆記

 全市英語、數學、歷史及科
學測驗。

在任何科目的合格成績，課堂
測驗或功課是指60% 或以上。

追蹤進展

家長追蹤子女的進展，可透過:

 成績表（參看手冊內封時間
表）

 家長 -  教師會議

 個別MCAS 成績報告（在秋
季送至家中）

 核查家課、測驗及筆記。

 學障學生進展報告，說明學
生所做，達到個別教育課程
IEP所列目標

波士頓公立學校BPS致力培養每一位畢業生，成為終生學者、富生產力
的工人、有責任的公民和積極參予多元社區。每個參予波市公校學生生
活的老師、行政人員、家長/ 監護人和其他成年人，都共同分擔責任，
去協助所有學生達到這些期望。 

升級政策為強化對學生的期望及責任，是根據波市公校全市學習標準而
制定的。升級政策如下:

 學校需要釐定對所有學生抱有同一的期望，及要有支援策略，去協助
學生學業成功 

 確保學生升級是基於他們的學業成績，及爭取得來的成果 

 盡量減少學生留級 

 確保學生在學年初，必須掌握所需的同級知識及學能；及畢業生能有
學術能力去升學及就業，過成年人的生活

 確保學生有足夠準備，通過麻省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建立支援學生的程序，及對他們有嚴格的要求

 認識到學生學習進度不同，就學生的差異，要求作出有組織的規範

 釐定方法，讓老師、行政人員、家長/監護人和學生負權責

所有年級的升級要求

學生必須符合多個要求才可升級，所有學生必須在指定科目，取得合格
及保持良好出席。在某些年級，學生需要在閱讀和數學科標準測驗中，
取得合格成績，方可升級。 

學校可訂定高於列明在第 18-23 頁升級規定要求，這些額外規定，必須
由學校基層議會批准。

波士頓公立學校正審議畢業規定，與麻州中小學教育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 Secondary Education (DESE) 的期望，及麻州高
中核心學習課程更好地接軌。請參看第 22 頁。

英語學習學生 

在英語學習課程的學生，必須符合規定方可升級及畢業。但如不合格的
原因，只因缺少語言測驗知識，英語學習學生可不留級。在所有標準測
驗中，除評估英語學能及知識外，學生可有雙語字典。

學障學生 

期望學習有障的學生，能達到升級及畢業規定。根據學生的個別教育課
程 (IEP)，或504計劃，會說明學生參加那一科標準測驗，或如學生需要
另類評估測驗。另類評估是為小數有顯著障礙的學生，而就算給予遷
就，他們也無法參加標準麻州綜合評估測驗MCAS，504計劃學生會說明
如有的話，需要什麼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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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政策及學校出席

除了要符合學術規定外，學生必須要符合本州法令及
波市公校的學校出席要求。良好出席與在校成功是雙
輔雙成的。學生缺席愈多 - 即使缺席是無可避免的 - 
學生也很難跟得上課程。學生有好的出席，在麻州綜
合評估測驗MCAS的合格機會，比缺席的學生要高。

波市公校出席政策
 學生必須在校至少半天 才可列為“出席”。請與

校長聯絡，查看半天的定義。大部份的 學校是: 
 小學3小時 
 初中3小時零5分 
 高中3小時零10分

 學生在上課開始後抵校，必須依照學校遲到程
序，才算出席。在小學及初中，太多遲到，學校
是不會算作缺席的。在高中，太多遲到會算作無
故缺席。 每一高中，與校基會及學生代表一起，
可訂定政策。學生因多次遲到，而造成的首次無
故缺席，學校必須要用電話或書面通知家庭，而
根據學校政策，作進一步的通知。

 在一個評分期，學生 (初中及高中) 超過 3 次或 (
小學) 4 次無故缺席，或在全年超過12 次無故缺
席，就算在學科取得合格，亦只能獲 “NC” 評
級（無學分），若學生在學科不及格，其評分為 
“F” 或 “I”（不合格）。 

 若學生在一個或多個評分期獲 “NC”（無學
分），但在全年不超過12次無故缺席，在學年
終，”NC” 便會轉變為學生所應獲的等級。 

 學生在學年終期試或在暑期班合格，可把沒有學
分轉為成績等級，而取得學分。 

因故缺席 

學生必須在每次缺課的後一天，帶回便條。此便條要
包括缺課日期、事由、家長或監護人聯絡電話，及家
長或監護人簽名。 

學生有機會去彌補因故缺席的功課。因故缺席包括 : 

 生病或受傷而不能上學，生病或受傷要有保健人
員、校護或家長證明

 近親去世（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姑姨、
叔伯、表親）或其他要人或家庭危機

 出庭 

 在上課天的醫療或心理測驗，家長必須出示證明
（如診所便條），表明不能安排在下課後測驗

 宗教節日

 殘障學生探訪特殊教育學校
 由校基會批准的其他特殊情況。  

什麼是無故缺席？

一些家長認為只要有家長便條，任何缺課均是因故缺
席，這是不正確的。就算有家長字條 - 下列例子都是
無故缺席:

 基於生病及受傷重復及經常缺席。在這些情況
下，家長必須呈交由保健人員開出的信件，證明
學生嚴重生病及或受傷而不能上學

 學生需要看管小孩

 曠課

 家庭渡假

 返鄉

 在校曆指定的宗教或文化節日以外的日數。

學校基層議會在公開討論後，可列出延伸無故缺席的
範圍，詳情查閱校規。若他們不確定缺課是否可被接
納，家長應盡可能先 向校長查詢，才讓子女缺課。 

學生有責任補回缺席的功課。但由於學生無故 缺
席，學校不一定協助學生補回功課及測驗。 

學生有超過 6 次或以上的無故缺席， 會由教師或校
長轉介給學校學生支援組SST。 支援組會與家庭審議
個案， 去訂定計劃，協助學生改善出席。

 查看完整出席及準時上學政策，請到訪
bostonpublicschools.org/view/circulars 網址及點擊
ACA-18。

出席監督

與在校職員協調，波市公校BPS出席監督調查學校環
境以外的出席問題，他們在社區工作，探訪家庭、輔
道學生及家庭，如有需要，出席監督向波士頓兒童法
庭申訴，及提出長期缺席的個案。

 出席監督   617-635-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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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有需要得到額外協助的學生讓他們升級

在9月終，每一學校必須通知家長，學校教職員的名
字（不只限於教師）及電話號碼，若對子女進展有關
注，家長可致電查詢。

每一評分期中，學校必須給家長“警告通知 ”，
表示學生有不合格的危險，評分期在手冊內封。  

在10月中，老師必須找出有危險不達同級水平及要求
的學生，用書面通知家長。學校可考慮不同的選擇，
去協助學生成功，如 : 
 在上課時或課餘補習 
 改時間表或換老師
 轉介社區本位支援服務  

在1月終，學校必須書面通知家長，
學生會有留級的危險。由 2至 6月， 
學校必須與家長保持書面聯繫，告
之其子女的進展，信件副本要存檔。 

教育精煉計劃

高中學生在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英語 ( ELA ) 和 / 或數學成績中，未
能取得至少 240分（低於精練水平）
， 必須具有教育精煉計劃（EPP），協助他們達到精
練水平。校長 / 中學校長有責任指派教職員，擬訂、 
實施和協調教育精煉計劃（EPP），教育精煉計劃
（EPP）包括： 

 基於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和其他評估結果，
堂課、 評級和老師意見，檢核學生的長處和弱
點；

 學生必須修讀的課程並要在11 和 12年級中成功地
完成；和 

 說明學生每年確要的評估，他或她是否朝著熟練
水平而有所進展。

有教育精煉計劃（EPP）的學生，必須完成教育精煉
計劃（EPP）的要求，並在麻州綜合評估測驗MCAS
取得精練或以上的成績得分才能畢業。

查看教育精煉計劃（EPP）詳情：www.doe.mass.edu/
ccr/epp/qa.html 網址。

加速學院

加速學院可在2 和 4 月份假期間舉行，並在波市公校
BPS數個學校點設置。給予3 至8 年級學生提供密集
教學，及所需的英文ELA和數學額外支援。

暑期學者班

凡 3 至 9 年級學生，若未能完成下列要求，會獲邀入
讀暑期學者班 Summer Scholars Program:
 英文（ELA）/ 英文為第二語言（ESL）或數學合

格；及 
 於所在級別，其中 1 科閱讀及 1 科數學測驗合格(

參看第18-23頁) 

暑期高中溫習班

暑期高中溫習班 Summer Review High 
School 是為高中及考試學校 7 及 8 年
級學生而設。他們在期終試中 1 或 2 
科得 F+ 評分（50%-59%）。這給予
學生在學科有合格的機會，及取得升
級及畢業積點，可設所有主科，學生
可修讀學科的數目，每年各有不同。 

學生成績低於 50% 或缺席超過 30 
天，便不能入讀暑期高中溫習班。 

學生也可獲 修復學分 Credit 
Recovery，一個在線學習機會，讓學生重修不及格的
科目，詳情可與學校輔導員聯繫。

留級 

升級政策指出，學生不能在小學（1 至 5 年級）超過 
6 年或在初中（6 - 8 年級）超過 4 年。 但在校長、教
師、家長及支援職員審議後，學生可在同一級別留級
超過 1 次。若學生: 

 無入讀指定的暑期學者班；或 

 未符合所有學科要求。 

對升級及留級，校長/中學校長有最後決定權 。

取得高中文憑的另外途徑

波士頓公立學校提供數個課程，給予成人及離開高中
學校的適齡學生，有第二個機會，取得高中文憑或高
中同等學力文憑GED。

 成人教育處 Adult Education Department  617-635-9300
 bostonpublicschools.org/department/adult-education
 重新參予中心 Re-engagement Center 
 （為中途輟學及想返回學校的學生） 617-635-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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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作用多

 成績表評分。測驗成績是學生
成績表上每科評分的一部份。

 “基準”。波市公校採用若
干評估，去決定學生的學術
水平。當學生不能達到這些
測驗的“基準”時（最低及
格分數），他們可能需要額
外協助，有可能要參加暑期
班，或重讀 1 個科目或留級。
如﹕DIBELS、波市公校期終
測驗。（參看第18 至 23 頁）

 正式評估是經常、非正式項目
或測驗，去“告知”老師有關
每個學生所知及仍要學習的東
西。老師用作改變教學，及衡
量改善學生學習的即時效果。

 例如﹕終端單元評估、學區預
測評估。

 總結評估 衡量學生“全部 ”
所學，通常是在學期中及期
終，去協助教師及學校認定課
程及教學的強弱（如當全班大
部份同學在某類題目答案錯
誤），如: 麻州終合評估測驗
MCAS 及波市公校英文、數學
期終評估。

 測驗結果 認定學生及入讀特
別學校及課程的資格，如: 為
入讀高課程班AWC的測驗及
入讀考試學校的測驗。

資料來源﹕波士頓優秀計
劃、FOCUS 波士頓教師通
訊，2004年春季及波士頓公立
學校

評估: 
衡量學生的成就
在學年中，老師會測驗或評估學生，看看他們所學及能做些什麼。評
估包括傳統筆答題測驗、電腦為本測驗、口試及書面報告、表現及習
作。 

有些是老師，或學校使用由教科書出版商擬定的學生測驗。其他如英
文、數學、歷史及科學期中及期終評估測驗，是波市公校教師如評估
公司合夥擬定的，各波市公校均採用。

在這頁所述的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在全州每一間公立學校都
會推行，波市公校亦採用全國各學區的各種閱讀及數學測驗。 

 每級採用特定測驗可參看第18 頁 (幼稚園至 5 年級)，第 20 頁
( 6 至 8 年級) 及第 22 頁 ( 高中)。 

 有關子女表現的資料，可向教師或校長查詢 。 

 查看2013 – 2014 年的評估曆及有關一般評估問題，可到訪：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testing-assessment 網址。

麻州綜合評估測驗（MCAS）

麻州公立學校每一學生要參加麻州綜合評估測驗(MCAS)。MCAS 是
3 至10 年級的測驗，測驗科目每級不同，包括英文（ELA）、閱讀理
解、數學及科學和科技/工程。MCAS 是測試學生及學校能否達到麻
州的學習標準規定。

MCAS 測驗混合多項選擇（學生在數個答案列中作選擇），短答題
及開放式答題（學生要寫出及顯示答案）4、7及10 年級學生要考作
文，是英文測驗中的一部份。

若要參看 1998-2013 的 MCAS 測驗問題，可到訪: 

www.doe.mass.edu/mcas/testitems.html 網址。

怎樣用 MCAS 的結果？

教育工作者、家長及學生可用MCAS 結果:

 跟進學生進度﹕波士頓公立學校用多個測驗去決定升級，MCAS 
是其中之一

 認定課程及教學中的優點、缺點及差距
 搜集對改善學生表現的資料 
 認定學生所需的額外學術支援服務。
 認定學生的每進一級的學術成長

麻州中小學教育署（DESE）用 MCAS 測驗結果及其他數據，去評定
學校及學區是否符合標準，去改善學生的學術表現。此外，據聯邦無
忽視孩子法 NCLB，麻州教育署基於 MCAS 成績，公佈學校及學區的
進展。詳情可參看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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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S 畢業規定

為在高中畢業，學生必須在英文、數學和科學和科技/工程(STE) 取得
能力斷定 (Competency Determination-CD)，並符合他們在學科和出席的
要求。要在英文ELA和數學取得能力斷定CD，學生必須到達能精練
（Proficient）或先進（Advanced）水平。學生英文及/或數學得分，在
需要改善（Needs Improvement）的水平，必須也符合教育熟練計劃 ( 
Education Proficiency Plan-EPP) 的要求，這是個別干預計劃，包括額外
的學科及一個評估組成部份。( 請向校長查詢 EPP 詳情。) 在科學和
科技/工程取得能力斷定CD，學生必須在麻州綜合評估MCAS高中科
學測驗中取得一科合格（生物、物理、化學或科技/工程）。

學生第一次在麻州綜合評估MCAS 高中測驗不合格， 即使在離開高
中後，可重考。但若學生至少已考3 次， 或參加麻州綜合評估MCAS
另類評估，仍未在英文及/或數學測驗合格，學生有資格提出在英文
及/或數學測驗的上訴，要是有資格提交對科學的上訴，學生必須參
加MCAS高中科學測驗至少 1 次( 或完成MCAS另擇評估 )，並必須目
前修讀科學，或已完成12 年級。有關程序及資格要求描述，請到訪
波市公校BPS網址，向校長查詢子女是否有資格向麻州中小學教育署
上訴。

查詢更多MCAS資料:

 麻州中小學教育署網址﹕www.doe.mass.edu/mcas/
 MCAS 家長資料熱線﹕1-866-MCAS220
 波士頓公立學校網址﹕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testing-assessment

縮短成績差距 

事實上，波士頓公立學校與全國其他的市區學區一樣，衡量學生的成
就各異，在各種族、族裔、語言或殘障組別的測驗成績及畢業率，都
會不同。這些不同就名為成績差距 achievement gaps。

波士頓公立學校銳意在每一學校、每一
課堂及為每一學生，承擔維持對學生高
的期望。縮短學生成績差距政策說明，
所有 波市公校的政策及行事，均反映
出口消除學生成績差距，去確保所有學
生學業成功。期望波士頓公學校教職
員會致力達到這目標，讓學生及家庭參
予、私人機構、宗教團體，及高等教育
學府一起努力，縮短學生成績差距。

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常問

所有學生是否都要考麻州綜合
評估測驗MCAS？

是的，所有麻州公立學校，包
括先導及特許學校學生，必須
參加考試。此外，由波市公校
資助的私立特殊教育學生，亦
必須參加。

怎樣得知孩子的 MCAS  成
績？

家長會收到MCAS 郵寄或來自
學校成績報告。2013 年春的 
MCAS 成績結果會在 2013 年秋
寄出。

子女是在特殊教育又怎樣？

所有特殊教育學生規定要參加
測驗，但有個別教育課程 IEP 
的學生或 504 段小組能做出關
於適當測驗的決定。  測驗遷
就是在測驗方式上作改動，讓
學生在回答測驗題目時，給予
學生機會展示知識和學能。程
序要在學生個別教育課程中
（IEP）或504段計劃中，有清楚
的說明。

孩子是英語學習學生又怎樣？

所有 學生要參加MCAS 數學、
科學及科技/工程測驗。除非學
生是第1年入讀美國學校，可選
擇參加麻州綜合評估MCAS 英
文測驗（ELA）。

此外，幼高K2 至 12年級英語學
習學生，必須進行英文評估、
閱讀理解和溝通，為英語學習
學生而設的州與州（ACCESS for 
ELLs）測驗，這個（ACCESS 
for ELLs）測驗是檢視學生在英
語閱讀、寫作、聽力、講力中
獲得的學術進展。

要看這份消除學生成績差距政
策全文，可到訪波市公校網
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gap，
或電 617-635-9124 索取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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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規定撮要 * 
小學（1 至 5 年級）
若要自 5 年級升級，學生必須…
 每年英文（ELA）/ 英文為第二語言合格 
 每年數學合格
 每年修科學及歷史 
 在4-5 年級，共 4 科科學及歷史科中3 科合格
 每年要修體育課
 4年級要修健康 / HIV 教育課
 每年完成 90 小時有關藝術課程（每天平均 30 分鐘）

*  校基會可投票決定超過列在本頁的科目及測驗要求。

小學生評估

  評估 年級 測驗內容

波市公校期終英文及數學評估 幼至5 學生能掌握所學英文（3至5年級）及數學（幼至5年級)

共同寫作習作 3至5 能在寫作中表現出分析思考

探索單元終結評估 2至5 波市公校編訂掌握在4至6週前數學教學內容的測驗

LAP-D

DIBELS NEXT

TRC

英文及數學預測評估

幼高至2

幼高至2

1至2

3至5

閱讀理解、流暢、口讀、聽解、寫作能力

掌握麻州英文及數學標準

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3

4

5

英文（ELA）閱讀理解、數學

英文（ELA）閱讀理解, 英文作文、數學。

英文閱讀理解、數學、科學與科技/ 工程

為英語學習學生的ACCESS for ELLs 幼高至5 英語學習學生閱讀、寫作、講力及聽力

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EP） 4 閱讀、數學（隔年舉行）

Terra Nova 基礎調查所有學生的英文及西語
Supera 給講西語的英語學習學生

3至5 詞匯/文字技巧及閱讀理解，運用數學基本技巧做艱深文字題能
力。

高課程（AWC）分編測驗，詳情參看第26頁。

家課建議

家課是以堂課為基礎，並鼓勵發展自律
和個人責任，也是促進家庭與學校之間
合作的一個重要手段。

幼稚園: 教師可指派短詩或其他材料，
需要在家中學習和在課堂背誦。

建議平均做家課的時間:  
每天 30 至 60 分鐘

1 至 3 年級: 家課應關於主要
學科如閱讀和數學中，已在校
講授的學能技巧或能力。主
旨是讓在家學習，促進家校合
作，強化學能技巧。

建議平均做家課的時間:  
每天 30 至 60 分鐘

4 至 5 年級: 家課應強調在主
要學科的學習，並應有不同
形式。例如，可包括口頭和書
面練習、學習、閱讀的樂趣、
書面作業和準備報告。

建議平均做家課的時間: 
每天 30 至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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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升級規定﹕
幼稚園至 5 年級

幼兒至

幼高

幼稚園學生無升級規定

1 年級 要升進 2 年級，學生必須同時達到以下 2 個規
定: 
	英文 ELA 或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合格

 數學合格 

2 年級 要升進 3 年級，學生必須達到以下所有規定 : 
 英文 ELA 或英文為第二語言科 ESL 合格

 數學合格

3 年級 要升進4年級，學生必須同時達到以下2 個規定 : 
 英文 ELA 或英文為第二語言科 ESL 合

格。

 數學合格

 學生未能在英文 ELA / 英文為
第二語言 ESL 及數學科合格，
及在數學測驗合格，會獲 “未
完成” 及必須入讀暑期學者
班。若在暑期學者班結束時，
同時在學科及閱讀測驗中不合
格，要重讀 3 年級。

 若閱讀合格及數學科合格， 但
在暑期學者班結束時，數學測
驗不合格，會升進 4 年級及在
數學科獲額外協助 。

4年級

 

要升進 5年級，學生必須達到以下所有規定 : 

 英文ESL或英文為第二語言ESL合格 

 數學合格，及

 歷史或科學合格

5年級 要升級 6 年級，學生必須要符合以下全部規定 : 

 英文 ESL 或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合格 

 數學合格

 ( a ) 在科學及歷史合格，若是在 4 年級 
其中   一科合格，或

( b )  科學或歷史要合格，若在 4 年級中 2 
科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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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規定撮要 * 
初中（6 至 8 年級）
要在初中升級，學生必須…
 5 科英文 ELA / 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中有 5 科合格及，另加數學 
 10 科科學、歷史、數學及英文 ELA / 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中有10 科

合格
 完成 3 個學期藝術課程 
 完成 3 個學期體育課程 
 完成 2 個學期健教課程

*  校基會可投票決定超過在本頁的科目及測驗規定。

家課建議

波士頓公立學校教育工作者認為，
當學生花時間在有意義的家課時，
他們可能達到的學術成就會較高。
家課是堂課的延續，及鼓勵發展自
律及個人責任。也是促進家校合作
的重要途徑。

每一位波市公校BPS 6 至 8 年級初
中生，在每個上課日都有家課。主
科教師要協調家課，有些科目的家
課要另安排在其他晚上做，盡量令
到每天的家課數量一致，同時可在
預定時間內完成。家課應該是學生
成績報告表上績級的一部份。

建議平均時間:
每天 2 小時

初中生評估 

  評估 年級 測驗內容

波市公校 BPS 期終評估 6 至8 掌握所有在波市公校 BPS 初中主科

一般寫作習作 6 至 8 在寫作中表現出分析思考能力

獨立入學試 ( ISEE ) 6 及 8 英文及數學技巧，為進入考試學校 

（參看第 27 頁）

MCAS 6 英文 ELA 閱讀理解、數學

7 英文 ELA 閱讀理解、英文作文、數學

8 語文 ELA 閱讀理解、數學、科學

為英語學習學生 ELL 而設
的 ACCESS 

6 至 8 為英語學習學生考英文閱讀、寫作、講力
及聽力技巧

預測評估 6 至8 掌握麻州英文及數學標準

全國教育進展評估

( NAEP )

8 閱讀及數學 （ 隔年舉行 ）



為家庭及學生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21

初中升級規定﹕6 至 8 年級

6年級 要升進 7 年級，學生必須在以下共 3 科合格: 英文
ELA、英文為第二語言ESL、數學、科學及歷史/ 社
會。

 要在英文ELA /  英文為第二語言ESL合格，學生
必須在學區期終進展評估合格。

 要在數學合格，學生必須在數學年終評估或暑
期終數學評估合格 

 學生未能在英文ELA/英文為第
二語言ESL及數學合格，必須入
讀暑期學者班。  

	學生在暑期學者班結束時，未
能在英文ELA/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及數學合格，便是全年學科
不合格，必須重修。

7年級 要升進 8 年級，學生必須在 6 及 7 年級中，以下 6  
科合格 :  英文 ELA / 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數學、科
學及歷史/ 社會。

這些學科必須至少包括:  
 3 科英文ELA/英文為第二語言ESL及數學
 1 科科學 
 1 科歷史 / 社會 

	學生未能在英文ELA/英文     為
第二語言ESL及數學合格，必須
入讀暑期學者班。

	學生只要在入讀暑期學者班及
在指定學科合格，才可獲得學
分。不讀暑期班，學科便不合
格。

8年級 要升進9年級，學生必須在 6、7 及 8 年級中，在以
下學科中總共 10 科合格: 英文ELA/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數學、科學及歷史/社會。

學科必須至少包括 : 
 5 科英文 ELA / 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及數學 
 2 科科學 
 2 科歷史/社會

	學生未能在英文ELA/英文為第
二語言ESL及數學合格，必須入
讀暑期學者班。 

	學生只要在入讀暑期學者班及
在指定學科合格，才可獲學
分。不讀暑期班，學科便不合
格。 

	學生在暑期學者班結束時，未
符合 8 年級學科要求，便要留
級。學生已在初中時留級，在
校長、教師及支援職員及家長
作個案審議後，方可再留級。



2013–2014 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為家庭及學生22

高中升級及畢業規定* 
據波市公校 BPS 高中升級及畢業政策，學生依照由輔導員、老師、導師
及家人的協助去擬訂的 “個人路線圖 ”去完成畢業。

每一波市公校 BPS 高中是依據 3 個途徑，為所有學生準備升讀大學、其
他專上學校訓練，及有意思的行業。所有途徑讓學生在修讀一些科目時
有彈性。如學生在10 年級可修美國歷史1，而其他同學在11年級才修。
有些學生需要超過 4 年，才能完成所有畢業的規定。

在選擇高中時，學生及家庭應確實去認識學校所依據的途徑，去取得波
市公校BPS高中畢業證書。

畢業規定在審議中

波士頓公立學校正審議畢業規定，以便更好與麻州中小學教育署
（DESE）的期望和麻州高中核心課程學習接軌(www.doe.mass.edu/ccr/
masscore/)。學生在參加麻州綜合評估 MCAS，10 年級數學及英文 ELA 
測驗中未能至少取得 240 分，並必須在11 和12 年級在這些科目合格。
詳情將在 2013 年秋季公佈。

家課建議 

波士頓公立學校教育工作者認為，
當學生花時間在有意義的家課時，
他們可能達到的學術成就會較高。

家課是堂課功課的延續，及鼓勵發
展自律及個人責任。也是促進家校
合作的重要途徑。

每一位波市公校6至8 年級的初中
生，在每個上課日都有家課。主科
教師要協調家課，有些科目的家課
要另安排在其他晚上做，盡量令到
每天的家課數量相同，同時可以在
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家課應該是學
生成績報告表上績級的一部份。

建議平均時間﹕
每日 2 小時半

高中學生需要參加的評估

評估 年級 測驗內容是什麼？

波市公校BPS科中期及科
終期評估

9至12 掌握所有在波市公校BPS高中在科中
期及全部科目。

預測評估 9至10 掌握麻州英文、數學及科學標準

 MCAS: 英文 ELA 10（另加
重考至合
格）

閱讀理解、作文、語文理解及文
學。學生須達精煉/高級或成績在需
要改善及符合EPP才可畢業。

MCAS: 數學  10（另加
重考至合
格）

數學理解、功能、代數、幾何、統
計及或然。學生須達精煉/高級或成
績在需要改善及符合EPP才可畢業。

MCAS: 科學、科技/工程 9至11（另
加重考至
合格）

修讀生物、化學、基礎物理及科技/
工程的學生，學生須在一科科學測
驗合格才可畢業。

為英語學習學生而設的
ACCESS for ELLs

9至12 為英語學習學生考英文閱讀、寫
作、講力及聽力。

學者傾向測驗（SAT）

ACT評估

11至12 多間大學申請的要求，考英文、閱
讀、數學及科學，加寫作及其他科
目測驗

初級SAT(PSAT) 10至11 預習SAT，積分用作全國學者優點
提名

一般寫作習作 -

歷史或人文

9至12 在寫作中表現分析思考的能力

全國教育進展評估
（NAEP）

12 閱讀及數學 （ 隔年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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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要規定*
波士頓公立學校正審議畢業規定，以便更好與麻州中小學教育署（DESE）的期望和麻州高中核心課程學習接
軌。請參閱第 22 頁及在這頁的“答與問”。詳情將在 2013 年秋公佈。

途徑 I  修 4 科英文及合格
 修 3 科歷史，包括美國史1& 2及合格
 修 4 科數學及至少3科合格，包括代數、幾何及高級代數
 修 3 科科學實驗，包括生物、化學、物理及最少 2 科合格
 修 2 科世界語及合格
 修 2 學期藝術及合格
 修 4 學期體育及合格
 修 1 學期衛生及合格
 修 1 學期電腦及合格
 在麻州綜合評估英文ELA、數學與科學及科技/工程取得能力斷定CD（參見第17頁）

途徑 2  修 4 科人文科及合格，符合目前英文及美國史1& 2的標準
 修 4 科數學及至少3科合格，包括代數、幾何及高級代數
 修 3 科科學實驗包括生物、化學、物理及最少 2 科合格
 修 2 科世界語及合格
 修 2 學期藝術及合格
 修 4 學期體育及合格
 修 1 學期衛生及合格
 修 1 學期電腦及合格
 在麻州綜合評估英文ELA、數學與科學及科技/工程取得能力斷定CD（參見第17頁）

途徑 3  學校可訂定必修科目，符合州的標準，及得波士頓公立學校批准。途徑III學校目前是包
括考試學校、一些先導學校、Horace Mann特許學校，麥迪遜職業技術高中及另類教育
課程。

* 校基會可投票訂定超越以上所列的科目及測驗規定。

若學生在學科不合格，是否要重讀 一年？

不是。他們可用以下方法重修那些不合格科目﹕在
暑假、在學年中，透過Twilight 課程，或透過在線恢
復學分課程（參見第 15 頁），但要在合格的科目前
進。詳情約見學校輔導員。

畢業班學生若錯過學校畢業，也有途徑在全學區暑期
畢業。

若學生在一途徑中，在不同學年修讀不同的學科，
學生何時考10年級麻州綜合評估MCAS？

除了新到步的英語學習學生，所有學生要在10 年級
考麻州綜合評估 MCAS 測驗。

什麼是麻州核心 MassCore 課程學習？

麻州核心 MassCore 是由麻州推薦、嚴謹的課程，把
高中課程與大學和工作動力期望接軌。建議課程學習

包括： 4 年英語；4 年數學；3 年實驗室基礎科學；3 
年歷史 / 社會科學；2 年同一種的世界語；1 年藝術 
；額外 5 年的任何以上“核心”課程科目，商業教
育、 就業和技術教育、 衛生或科技。建議額外學習
機會如﹕高程度科目、 雙重修讀、畢業習作，高中
或大學學分在線科目，和服務或工作基礎學習。完成
麻州核心課程 MassCore 學習的學生，更好地準備上
大學和就業。

有關高中升級及畢業政策，學生及家庭可問誰？

 學校輔導部門
 波市公校BPS輔導處  617-635-8030
 高中支援處                617-635-8079

對高中畢業政策的答與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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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課程:
英語學習學生 - ELL

給英語學習學生高質的教學，是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的首要優先項目。波市公校BPS有很多選擇及服務，
去協助這些學生學習英文，同時學文學、寫作、數
學、科學、歷史 / 社會及藝術。課程的設計是發展閱
讀、寫作、聽力及口語學能技巧，為升學及或就業成
功作準備。

誰是英語學習學生 ELL？

英語學習學生ELL他們的母語不是英語，及仍未能
用英文做普通課堂習作。這亦稱為“英語程度有限
LEP”學生。在波市公校 BPS 約有17,000 名（大概佔
30% 所有波市公校學生），是屬英語學習學生。

怎樣分編學生到英語學習 ELL 服務？

進入波市公校BPS的每個新生，家長 / 監護人必須在
註冊時，接受家庭語言調查。若這調查顯示孩子有資
格接受英語學習ELL服務，學區必須評估孩子的英語
精煉程度4個方面﹕聽、講、讀及寫。有資格獲英語
學習服務的孩子，其家長及監護人有法律的權利知道
現有的課程選項及英語學習學生服務益處，（就語言
的媒介及語言本身）讓他們容易瞭解，然後去選擇他
們（家長或監護人）認為是最適合其孩子需要的課
程。

波士頓公立學校英語學習學生有什麼可選擇的課程？

所有英語學習學生，無論課程分編，會獲英語發展
（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及在學科內容上用進階教
學。波士頓公立學校提供以下課程﹕

 進階英語 Sheltered English Immersion（語言為
主體）。在這課堂，由合資格老師任教，學生全
是英語學習學生，講同一語言，使用提升學生取
得英語及學科內容的教材，此外，供英文為第二
語言 ESL 教學。在可能的的時間，如有需要，由
合資格老師任教，課堂老師用學生的母語，協助
闡明講授。

 進階英語 Sheltered English Immersion。在這
課堂，全部是講不同母語的英語學習學生，教材
及教學法的設計，是提升學生攝取英語及學科內
容。此外，供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教學。

 雙向雙語教育 Two-way Bilingual Education。在
這課堂，以英語母語及非英語為母語的其他學生
一起學習（目前，在波市公校BPS只有西班牙雙向
課程。) 教所有學生兩種語言識字及學科內容，也
供非英語學生英文為第二語言 ESL 。

 過渡雙語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 
- TBE）*。在這課堂，老師是母語進行學術教
學，方便學習數學、科學及社會。當學生英語達
精煉程度時，老師會減少使用母語的頻率，直至
所有講授只用英語進行，而學生在課程結束時，
可過渡到普通教育班。

 母語識字 Native Language Literacy * 在這課
堂，是一種特別的過渡雙語教育課程，為針對在 9 
歲或以上學生的獨特需要，他們不識母語文字，
或在來源國沒上學或學業中斷，獲特殊講授。目
的是協助學生取得語言及識字技巧，同時獲主科
學術技巧及知識，培養他們適應美國學校制度。

*  過渡雙語教育 TBE 及識字課程學生家長/ 監護
人，需要簽署豁免書，家長承認特別要求其中
之一個課程。參看下面。

 新生學院 Newcomers Academy 是在波士頓國際
高中 Bosto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的特設課程。
為14 至18 歲學生服務，教育有限或在他們母國沒
有受教育的學生，他們在學年間抵達美國，由於
在母語學能力有限，是落後在學 3 或多年，及/ 或
在母國正規教育經驗有中斷。

 在新生學院 Newcomers Academy，學生接受： 
 密集英文和識字發展
 特定教學，協助學生學英文、數學、科學、科

技、藝術和體育。

在什麼時候英語學習學生 ELL 需要求豁免？

若英語學習學生家長為著孩子的利益，可要求豁免入
讀進階英語課程，而分編往過渡雙語教育課程。

10歲以下孩子怎樣取得豁免的程序？

 學生須在英語課堂至少30天，家長才可申請。

 家長須探訪學校要求豁免。到時，校長給家長全
面介紹英語學習 ELL 課程，及豁免獲批准的條
件，資料是用家長明白的語言。

 若校長同意學生獲豁免，校長必須書面說明建議
豁免的理由。

 校長必須授權豁免。文件記錄存在學生永久學校
記錄檔案。若豁免被拒，家長有權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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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歲及以上的孩子是否有豁免程序？

有的。法例容許取得豁免，到過渡雙語教育（TBE）
，當家長要求或當校長及教師，或當家長要求，認為
過渡雙語教育TBE會更好協助學生學業進展，及更快
學英語，10 歲或以上的學生，可豁免進階英語。校
長或其指派人可給家長豁免書簽署，豁免會送交新生
評估及輔導中心處理。

英語學習詳情

 波市公校BPS英語學習學生處       617-635-9435
 波市公校BPS家庭及社區參予       617-635-7750 
 麻州中小學教育署    www.doe.mass.edu/ell/

特殊教育及學生服務
在聯邦和麻州法律下，殘障學生是有很多權利和受到
保護的。據聯邦個人與殘障人士教育法 （IDEA），
所有殘障兒童有權獲取免費公立教育，目的是滿足他
們個人的需要，並為進一步的教育、就業和過獨立生
活作準備。殘障學生必須盡可能與非殘障學生，在同
樣的課堂中接受教育。

波市公校BPS 提供殘障學生各種的設置： 

 在“全面括進”的設置中，輕度至中度殘障學生
與無特殊需要的學生一起接受教育。如可能的
話，他們在常規課堂，獲特別服務。 

 在一天中，很多殘障學生有部份時間，都在常規
課堂，但在常規課堂以外獲特別服務，這稱之
為“部份 括進”。 

 當有教育需要要求在小組設置時，會安排學生全
日在“實質獨立”的設置。

 學生有高程度的需要，會入讀特殊公立或私立日
校或寄宿學校，並在這些特殊學校，獲所有教學
及服務。波士頓有3 所日間特殊學校，給有高程度
需要的殘障學生﹕
 Horace Mann 學校，為弱聽的學生
 Carter 發展中心，為有多種殘障的學生
 McKinley 學校，為情緒有障的學生

此外，波市公校 BPS 供特殊學生與非特殊學生的許
多服務，這些包括: 

 行為健康服務 - 心理、學生調整輔導、防止暴力，
創傷治療支援

 相關服務 -語言 / 言語治療、職能治療、物理治
療、視覺與聽覺的支援，適應體能教育、輔助科
技

 學校健康 / 醫療服務 - 急救、藥物處方、監測特殊
醫療情況 

若你懷疑孩子由於殘障，而在常規課堂中很難取得進
步，你有權尋求評估，決定孩子是否有殘障或傷殘，
及有資格獲特殊服務。向校長或在校的特殊教育及學
生服務 (SESS) 協調，要求評估。

查詢特殊教育及學生服務詳情

 特殊教育（中央辦事處） 617-635-9234
 特殊教育（學校）          617-635-8599
 學生服務                   617-635-8030
 網址﹕www.doe.mass.edu/sped/parents.html

無家可歸學生
暫無居所的學生是需要有穩定的在校經驗，波市公校
無家可歸教育資源中心，努力向這些學生及其家庭，
提供充份支援及資源。

 無家可歸教育資源中心  617-635-8037
 www.bostonhern.org

英語學習學生 - ELL （續）

新生評估及輔導中心 NEWCOMER 

ASSESSMENT & COUNSELING 

CENTER

電話﹕617-635-1565 。 55 Malcolm X Blvd., Roxbury

為幼高 K2 至 12 年級，實際或可能的英語學習學生
服務。

在學校上課天，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母語及英語測試
 教育及就業輔導
 波士頓公立學校及波市服務介紹 
 家庭咨詢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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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課程: 
教育選擇 

波士頓公立學校在初中和高中，給予在正規學校環境得不
到成功的學生提供多種課程。這些課程提供密集的支援服
務和不同的學習方法。

不是每個請求放置在另類程式中的學生，將獲安排在一個
課程，但所有學生都將獲額外的支援。

一些教育選擇課程:

 波市公校重新參予中心 ( BPS Re-engagement Center - 
REC ) 協助中途退學的高中生（或想中途退學）繼續接
受教育。

 波士頓成人技術學院 (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 - 
BATA ) 服務18至22歲學生，被認為是在其等級超齡的
學生。在學生中，有些是英語學習學生。

 新生學院 Newcomers Academy 服務在正規教育有中
斷的英語學習學生。

 查理士鎮文憑增益 Charlestown Diploma Plus 設在查
理士鎮高中 Charlestown High School，為所有波市公校高
中生服務，他們在正規教育課程中未能取得成功。

 社區學院 Community Academy ( 9 至12 年級 ) 及初中
學院 Middle School Academy ( 6 至 8 年級 ) 入讀學生是
需要有規範、積極、正面小型學習社區，以行為作為重
點。

 預防中途退學 Dropout prevention 及高中同等學歷文
憑 (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ED )。如他
們曾有負面的學校經驗，或如他們想要採取不同途徑，
獲得高中文憑，學生和 / 或其家庭可選擇這些課程。

波市公校 BPS 與社區組織為夥伴，供額外的課程:  Ostiguy 
高中 ( 濫用藥物復原 )、EDCO、ABCD University 高
中、Dorchester 青年選擇、Little House 細小堂、City Roots 

市根及 St. Mary’s 另類學校 (懷孕青少年)。

詳情:
 教育選擇處 Office of Educational Options 617-635-8035
 重新參予中心Re-engagement Center 617-635-2273
 高中同等學歷文憑一般資料 
 General information on GED doe.mass.edu/ged/

高課程班 
高課程 AWC 是為合資格的 4、5及 6 年級學生而設的
全日課程。在市內學校，有14 間學校設 4 至 5 年級
高課程班，及在14 間學校設 6 年級高課程班，並有
用英文及西班牙語教授的班。

高課程班學生與常規班的課程一樣，但更深入。預料
學生要完成更多的堂課及家課。在數學科，學生除了
學本級課程及學部份下一年級的課程（如:6 年級學生
會在期終，學部份 7 年級數學課程）。在英文科，學
生有更多寫作及閱讀，比常規課程有更艱深的文學，
學生亦學外語:西班牙語、法語、漢語或日語。

學生怎樣進入高課程班？

所有 3、4 及 5 年級學生，均在 9 月終或10 月初參加
測驗，決定是否有資格入讀高課程班。英語學習學生
可用西班牙文測驗。

在 4 年級高課程班的學生，會自動進入 5 年級高課程
班，要進入 6 年級高課程班，所有 5 年級學生，必須
在所有習作中達 3 及4 級水平，符合波市公校 BPS 出
席政策，及在全國閱讀及數學測驗中，取得合資格的
得分。

怎樣知道孩子是否合資格？

在 1 月，波市公校 BPS 會郵寄通知給新的合資格學
生。

學生怎樣派往高課程班AWC？

合資格學生會獲申請表，列出他們所有高課程班的地
理分區，及非高課程班的選擇。

高課程班派位是根據一般波市公校派位政策（基於選
擇、兄弟姐妹優先及抽樣號碼）。家長在申請表，按
選擇優先次序號碼排列學校。選擇是可包括有及沒有
高課程班的學校- 但是，若你想確實取得高課程班派
位，只列出高課程全部可有的選擇。

查高課程  AWC 詳情﹕

 高課程班AWC派位 617-635-9512
 高課程班AWC課程    617-635-9202
 高課程班AWC測驗    617-635-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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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學校

波士頓有 3 間“考試學校”:波士頓拉丁學院 Boston 
Latin Academy、波士頓拉丁學校 Boston Latin School 
及奧拜仁數學及科學學校 John D. 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所有 3 間學校均招收 7 至12 
年級學生，及接受新生進入 7 及 9 年級。奧拜仁也接
受有限的新生進入10年級。供富挑戰課程，集中為畢
業生上大學做準備，考試學校規定比一般波市公校 
BPS 中學有更多堂課及家課。  

入讀考試學校是基於入學試及平均績點，而且競爭
大。

獨立學校入學試 

所有考試學校申請人，必須考獨立學校入學試
（ISEE）申請入讀考試學校。下一次獨立學校入學試
考試日期為2013年11月2日星期六，在12個波士頓測
驗中心舉行。註冊資料可在你孩子目前就讀的學校，
並必須在2013年9月27日前，交回校長。 

家庭可選擇另外的日期和地點，參加全國獨立學校入
學試 ISEE。這樣，家庭可聯絡教育紀錄局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電話 800-446-0320或上網： www.
iseetest.org，註冊考獨立學校入學試ISEE。考試學校
申請人尋求全國測驗，須在 2013 年11月16 日前參加
獨立學校入學試 ISEE，及送得分成績到波士頓考試
學校 Boston Exam Schools (學校代碼 888888)。

平均積點 (GPA)

平均積點是計算在上學年期終和目前學年的首 2 個評
分期，英文及數學平均分。申請進入 7 年級的學生，
是用 5 年級春季閱讀、寫作及數學成績。在 1 月，所
有申請人將獲考生發放表 Candidate Release Form，由
家長或監護填妥和簽名。申請人目前就讀的學校，須

把表格在 2 月首星期五前，交回波市公校 BPS 註冊
規劃及支援處 Office of Enrollment Planning & Support。
請注意，在呈交表格後，成績等級便不能更改。

考試學校申請人居處

所有考試學校申請人，必須要在申請表上，以書面確
認是波士頓市實際居民。

 請取下在此手冊內及填妥波士頓公立學校家長及
學生協議表，交回孩子目前就讀的學校。

 請記住如搬遷，可在波市公校 BPS 家庭資源中
心，更新你的住址和聯絡資料。

 獲邀入讀考試學校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必須在
邀請信上簽名，並按信上的指定日期交回，接受
邀請，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便確認學生實際是在波
士頓市居住。

查考試學校詳情

 入學規劃及支援 617-635-9512
 到訪波市公校 BPS 網址 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
 可致電任何波市公校歡迎中心（參看第 5 頁）
 參看第 46 至 47 頁居處規定詳情

在家及醫院教學  
波士頓公立學校BPS供在家及醫院補習，向 那些非要
在任何學年內，至少有 14 天，要在晝或夜留在家或 / 
及醫院的學生提供。學生在接受這等服務前，須由有
執照的醫生，填一份本州規定的表格。

查在家及醫院教學詳情  

 營運 / 學生支援﹕  617-635-9643

家庭學習
住在波士頓市的家長，若要他們的孩子入讀家庭學
校，必須要得波市公校 BPS 教育選擇處批准方可。
他們須顯示其家庭教育提議，是根據麻州家庭教育的
指南規定，及符合州的強制出席法。

查家庭學習詳情

 教育選項  617-635-8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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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 
保健及身心康健  
當學生健康時，更有可能成為成功的學者。學校要成
功地教育學生，也必須照顧學生的身心及情緒健康。
健康連接是波士頓公立學校新的計畫，以改善所有
學生健康和身心康健。透過健康連接，波市公校 BPS 
是： 

 改善學校基礎保健
 促進健康行為
 創造一個更健康的學校環境
 提高學生的體質。

詳情： www.bpshealthyconnections.org

健康服務

校護  

大部份學校均有校護服務。一些學校每天都有校護，
其他會共用一個。若有需要與校護交談，請致電校務
處。 

所有校護是在麻州持有執照，由中小學教育部門檢
定。此外，全部均有合格人工呼吸 ( CPR ) 及急救證
書。校護角色及責任包括 : 

 評估及處理所有學生的保健需要 
 認定及處理有特殊健康需要的學生 
 與其他駐校組織，提供安全及健康的環境 
 監管及給學生施用經醫生或醫療專科醫生處方的

藥物及醫療程序 
 供急救及緊急護理 
 協助家庭取得醫療保險及去找保健機構 
 處理傳染疾病的控制。 

你可以協助校護照顧你孩子: 

 確實護士知悉你孩子有任何慢性或急性疾病，或
在校需要的護理服務 

 若服藥或健康需要有改變，聯絡護士 
 更新孩子的緊急事故聯絡資料，在學校記錄在

案，讓學校能與你經常保持聯繫。 

防疫注射 

據本州法律，學生必須安排防疫注射，方可入學。波
士頓公立學校要求學生在註冊入學時，須有效的防疫
注射，方可進校。 

注意: 若孩子足 4 歲，必須有幼低 K1 / 幼高 K2 防疫
注射，但是，孩子在註冊入學時只有 3 歲，則無須有 
4 歲的防疫注射。

下表是麻州公共衛生署防疫注射及入學指引: 

入學須備下列防疫注射
（注意﹕規定每年有別，以下是只限今年。）

年級 幼兒 KO
（3歲）

幼低 K1 /
幼高K2
（4 至5 
歲）

1 至 6 
年級

7 至 12
年級

乙類肝炎 
HepatitisB

3 劑 3 劑 3 劑 3 劑

白喉/破傷
風/
百日咳加強
劑DtaP/DTP/
DT/Td

4 劑或
以上

5 劑
白喉/破
傷風

4 劑或以上
白喉/破傷風
或 3 劑百日
咳或以上

4 劑白喉/ 破傷
風或以上
或 3 劑或以上
百日咳 1 ，加
1Tdap 為進入7 
至 9 年級

小兒麻痹 
Polio

3 劑或
以上

4 劑 3 劑或以上 3 劑或以上

B 型流感嗜
血杆菌 Hib

1 至4 劑 0 劑 0 劑 0 劑

麻疹、腮腺
炎和風疹 
MMR

1 劑 2 劑 1 至 2 年級﹕
2劑MMR，
3 至 6 年級 
2 劑麻疹
1 劑腮腺炎
1劑風疹

7 至 9 年級
2 劑MMR
10 至12 年級
2劑腮腺炎
1 劑腮腺炎
1劑風疹

水痘 
Varicella
(Chickenpox)

1 劑* 1 劑* 1 至 2 年級
2 劑*
3 至 6 年級
1 劑*

7 至 9 年級
2 劑*
10 至12 年級
1 劑*

*或證明患病文件

詳情可到訪﹕www.mass.gov 網址及在搜尋格 Search Box 打
上“immunization”，如有疑問，請電波市公校BPS保健服
務，電話: 617-635-6788。 

家長必須呈交醫生記錄，說明孩子經已注射預防白喉 
diphtheria、百日咳 pertussis - whooping cough、破傷風 
tetanus、小兒麻痺症 poliomyelitis、麻疹 measles、德國麻
疹 German measles – rubella、腮腺炎 mumps 、乙類肝炎 
hepatitis B 。記錄必須包括注射的年、月、日。

此外，學校極建議你孩子，要有肺結核危險評估 
Tuberculosis Risk Assessment。

腦膜炎 Meningococcal 疫苗，入學無須要有，但是，麻
州公共衛生署建議 11 至 12 歲孩子及（15 歲）高中青少年
注射腦膜炎疫苗，學校護士有“腦膜炎疾病與學生: 常問
資料文件”，存放在保健室，或可向醫生索取。

防疫注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家長有責任保持最新的防疫
注射紀錄，及當孩子已接受新的注射時，要知會校護，校
護會定時審閱防疫注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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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校有疾病傳播，學生若沒有及時的防疫注射，是
不能返學的。這條例由麻州公共衛生署及波士頓衛生
署訂定的。 

特殊情況。除緊急或傳染病爆發外，若家長或監護人
書面提出， (1) 由醫生開發書面聲明，指出學生未經
防疫注射乃基於醫療原因，或 (2) 有違孩子的宗教信
仰，則學生仍可上學。 

體檢

家長有權對子女健康作出最後決定，學校則有責任去
維持學生在校的安全與健康。據本州法律，在新生入
學 6個月內，必須出示全面體撿結果。 如孩子是學校
新生，就算在註冊入學時交過，在第一天上課，帶同
防疫注射及體檢記錄卡，交予護士是有助的。

若你孩子在暑期作過任何加強注射，勿忘給校護已更
新的醫療紀錄。 

所有 4、6 及 9 年級學生，須有完整的體檢。運動員
學生，須在每一運動季開始的13個月內，通過體檢。 

緊記，醫生至少要 2 個星期，才能開發醫療紀錄的。 

在校服藥  

在很多情況下，只有校護可給學生施藥，不過，有3 
種特定情況，其他人也可以向學生施藥 : 

 當學生作實地考察旅行時，校護會指派及訓練其
他成年人給學生施藥。

	學生有過敏反應，且有生命危險，可由學校人員
施藥，如自動注射器 Epi Pen，校護負責訓練及監
管所有施藥的人。 

	有些學生會自行服藥，如哮喘吸器。家長必須聯
絡校護去安排一個自行服藥的計劃。 

須有學生的醫生指令及家長/監護人簽發許可，校護
方可向學生施用處方藥物。 ( “在櫃台可買到的” ) 
非處方藥物如 Tylenol 或 Motrin 止痛藥是無須醫生字
條，但須家長准許。向校護索取許可書，家長須為子
女供應藥物，用原藥瓶裝載。若醫生更改藥物或劑
量，必定要讓校護知道。 

醫療保險

麻州可為每一位孩子提供保健，有關保健及醫療照顧
詳情，可與市長健康專線聯絡，電話: 617-534-5050。 
如你已有醫療保險，請在第36頁，把資料包括在家長
及學生協議中。

特殊接載情況 

參看第 38 頁“特別接載情況”資料，這是關於接載
殘障及有醫療或體能需要，而不能步行返校或到校巴
站的學生。 

緊急醫療 

若學生生病或在校受傷，學校會盡力與家長，或與存
放在校務處緊急醫療咭上的緊急聯絡人聯繫。校長及
校護會決定要採取的行動。大部份在校內的疾病及受
傷，是輕微及由校護治療。若學生情況嚴重，校長或
其他學校職員可召救護車，學校職員會在醫院陪同學
生，直至家長抵達。但是，若家長在合理的時間內，
仍未抵達，急症室或醫院會負責照顧學生。家長在第
38頁“重要醫療資料”段中，提供所有要求的資料是
非常重要的。

校基保健中心 

波士頓公共衛生署與波士頓醫務中心，在波市公校 
BPS 內設保健中心，除學校外，社區診所夥伴也在波
市公校的其他學校，提供健康服務。這些是列在第30
頁。

有保健中心的學校，是鼓勵學生“直進”保健中心，
要求這些及其他保健服務 : 

 甄別服務 
 受傷護理 
 精神健康輔導 
 體檢及體育體檢 
 醫療保險登記 
 保健資料
 性及生育健康照顧

保健中心有醫療人員（護士或醫療助理）、精神健康
輔導員及保健教育工作者。在上課天，服務人員在校
向學生提供所需服務，使缺課時間縮減至最短。

健康教育

波士頓公立學校（BPS）規定幼稚園學前至12 年級，
要有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的目的是教每一學生培養終
生的健康習慣，並有責任保持他的/ 她的健康及身心
康健。在孩子幼年時講授這些資料，猶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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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健康教育課程目標是在醫學上要準確、適合學
生的年齡和對不同文化有敏銳的觸覺。課程是由合格
的、受過訓練的教師教授，在安全和有利的學習環境
中，所有學生都感到受到重視。課程涉及各種主題，
包括：

 吸煙、酗 酒和濫藥
 健康飲食/ 營養
 精神及情緒健康
 個人健康及身心康健
 體能活動、安全和預防損傷
 防止暴力
 性健康教育

認識有關波市公校 BPS 健康教育課程，可到
訪﹕www.bpshealthyconnections.org 網址，或致電康健
處 Wellness Dept，電話﹕617-635-6643。

性健康教育

性健康教育是波市公校 BPS 幼稚園學前至 12 年級健
康教育課程的重要組成部份。由合格、受過訓練的教
師教授，並針對人類性行為對身體、心理、情緒和社
會方面的問題，而適合學生的年齡水平。 課程包括
性和性別身份，包括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
變性，及對上述有質疑 (LGBTQ) 的學生性健康教
育。課程設計有助學生通過延遲性活動、防止疾病和
妊娠，並減少高風險的性行為，保持性健康。

授課可包括這些主題：

 青少年成長和發展，包括在青春期的轉變
 如何培養和保持健康的關係
 傳染性疾病 ( 包括愛滋病毒HIV / 愛滋病AIDS ）怎

樣傳播，及怎樣防止其擴散
 對健康構成危險的行為
 負責任的決策，包括減少危害健康的性行為
 抵制朋輩負面的壓力
 對危險行為說“不”的有效方法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隱私權。

課堂教材包括：健康、面對現實、 FLASH ( 家庭生活
和性健康 ) 和作出自豪選擇的密歇根模型。我們鼓勵
你在孩子的學校，審閱讀這些教材。

家庭可以而且應該對子女的健康決定有堅實的影
響。波士頓公立學校舉辦學生家長研修班，有助你
和你孩子談談敏感的健康問題。請聯絡你孩子的
學校或詳情可電波市公校 BPS 學生家長大學，電
話﹕617-635-1683。

雖然，學生家長可不給他們子女許可，修讀性健康教
育課，學生家長有權豁免他們的子女參予這類課程。

 如你決定不想讓孩子參與性健康教育課，請用書
面聯絡孩子所在學校的校長、致電或前往學校，
讓他/ 她知道你的決定。在你孩子所在學校有豁免
表格，可供你簽名。豁免的學生均不會在學術上
受罰。

學生服務: 保健及身心康健 （續）

在校保健中心
Blackstone Elementary
South End Health Center南
端診所
617-425-2000

Boston Community Leadership 
Academy/New Mission High 
617-910-2333

Boston Latin Academy 
617-534-9964

Brighton High School 
617-635-9880

Burke High School 
617-534-9955

Charlestown High School 
North End Waterfront Health 
Center北端海傍診所
617-643-8000

East Boston High School 
East Boston Neighborhood 
Health Center 
東波士頓鄰區診所
617-569-5800

English High School 
Brookside Health Center 診所
617-522-4700

Gardner Pilot Academy 
Joseph Smith Health Center 
診所
617-783-0500

Harbor Pilot Middle School
Dorchester Multi-Service 
Center 多元服務中心
617-288-3230

Jackson/Mann K-8 School 
Joseph Smith Health Center 
診所
617-783-0500

Mad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617-534-2184

Snow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617-534-9967

TechBoston Academy 
Codman Square Health Center 
診所
617-825-9660

Young Achievers K-8 School
Mattapan Health Center 診所
617-296-0061

 在校保健中心由波士頓公
共衛生署負責營運。查詳情
可聯絡：

在校保健中心計劃
電話: 617-534-5198
schoolhealth@bphc.org
www.bphc.org/programs > 
“Child, Adolescent & Family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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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源中心 Health Resource Centers

波士頓公共衛生署 ( Boston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 
BPHC ) 在數間波士頓高中設有健康資源中心 ( Health 
Resource Centers HRC )。在每週兩天，健康資源中心
有職員駐校。健康資源中心就健康的決策、健康的關
係，及預防傳播性疾病 ( STI ) 、HIV 愛滋病毒和非有
意的懷孕，為學生提供資料。健康資源中心職員還提
供課堂教育，防止酒精和使用藥物、支援情緒康健、
個人的健康教育諮詢、轉介、避孕套及性傳播疾病檢
測，如學生請求，提供計劃生育資料。

在學年開始時，學生家長和法定監護人可填妥家庭資
訊表，通知學校豁免子女獲取避孕套。學生家長 / 監
護人不能免除他們的學生獲取避孕套，如學生： 1） 
是年滿 18 歲 ;  2） 曾經或目前已婚 ；3） 已是父母
親，和 / 或 4） 獲法律賦予他 / 她本人的同意權。

這些高中設健康資源中心 Health Resource 
Centers:
 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大學預科學校
 Boston Arts Academy 波士頓藝術學院
 Charlestown High School 查理士高中
 Community Academy of Science & Health (CASH) 科

學與健康社區學院
 Dorchester Academy多徹斯特學院
 Excel High School高中
 Fenway High School高中
 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 Science數學及科學

學校
 West Roxbury Academy/Urban Science Academy 西洛

斯堡里學院/ 市區科學學院

詳情: 
Jeremiah Woodberry, 計劃主任 
電話﹕617-534-2289 或 jwoodberry@bphc.org 網址

健康與安全環境

所有學校都要做到有健康的學校環境。根據聯邦和本
州有關規定，或波士頓公立學校政策，在所有波士頓
公立學校校舍， 需要有石棉管理計劃，（石棉危害
應急法計劃 Asbestos Hazard Emergency Response Act - 
AHERA）及綜合蟲害管理 ( IPM ) 計劃。不管有沒有
認定的石棉，或任何看得到的蟲害問題，所有校舍必
須要有這些管理計劃。

石棉管理計劃及綜合蟲害管理 ( IPM ) 計劃，（戶內
及戶外），是需要存放在校務處。這些計劃的通知，
必須張貼在校務處、教職員休息室或教師室及校工
室。

學校設施週年檢查是又波市公校 BPS 進行，並由波
士頓公共衛生局核實這些計劃的增補，檢查蟲害、洩
漏、霉菌和所需的維修記錄文件情況。你可向校長
要求報告或在網址查﹕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 
Schools，選學校名，然後 School Facility Environmental 
Report 學校設施環境報告。

綠色清潔劑。所有波士頓學校現用更健康的清潔劑進
行清洗。不允許從家裡帶來的清潔用品。

學校健康。家庭可促進學校健康，瞭解孩子就讀學校
的校舍條件。如你孩子患哮喘或過敏，可能會受環境
而觸發，如霉菌、 粉塵、 蟲害或廢氣，並確保校護
有你孩子醫生擬訂的哮喘行動計劃。

關於學校設施的任何健康和安全投訴，
請聯繫校務處。

詳情 

	波市公校 BPS 設施管理 — 環境科  617-635-8300

康健政策  

聯邦的政府規定，所有接受全國學校膳食計劃 
National School Meals Program 撥款的學校系統，必須
要有學區康健政策 District Wellness Policy 。在這政策
下，學區的每一學校，均要有學校康健議會 School 
Wellness Council，擬訂週年康健行動計劃 Wellness 
Action Plan。我們鼓勵家長在校認識及參予康健活
動，向校長或學校康健議會，查詢學校怎樣推行康
健政策。詳情，可聯絡波市公校健康與康健部門BPS 
Health & Wellness Department，電話: 617-635-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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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康健議會  

學區康健議會是由校監委任的學校社區成員組成，確
保波士頓公立學校成為環境楷模，為所有人培育健康
行為及促進學業成績。

議會成員審議及咨議學區政策，在學校社區，針對學
生康健，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及可持續的康健實踐。
會議是公開的，歡迎社區成員參加。

有關會議日程詳情或想知道怎樣參予，可電波市公校
康建處，電話:617-635-6643。

體育

據麻州法律稱，體育是必修課，是為所有年級學生而
設。所有學校應供體育活動機會，給所有年級的所有
學生。

幼稚園學前至 8 年級的規定和建議:

 每週150分鐘的體能活動 
 每天小息
 每週至少45分鐘的體育  ( 幼稚園

學前至 8年級 )
 指望每週80分鐘的體育 ( 幼稚園至 8

年級 )

9 至12 年級的規定:

 9 至12年級每年每學期為所有學生設體
育

波士頓公立學校政策還說明競技體育的重
要。

這一年，所有 4 至 9 年級的學生，都要完成
一系列的體育鍛煉，衡量與體能相關的健康，
名為“體能項目Fitnessgram”， 這一評估的結
果，有助學校為學生擬訂一個健康和健身目
標，提高身體素質的課程，並有助家庭發展健
康、活躍的生活方式。

更多健康及身心康健的政策
行為健康、創傷支援、 預防暴力和
其他學生服務 ........................................................第 25 頁
零食和飲品政策 ....................................................第 37 頁
防止頭部受傷： 請參閱體育競技 .....................第 53 頁
無吸煙環境和設飲用水政策 .............................. 第 54 頁

學生服務: 保健及身心康健 （續）



為家庭及學生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33

另擇接載  

家長可要求在課餘或托兒地點附近的校巴站，但有
某些限制: 

 所要求的站，須要在校巴的正常路線上，及 

 校巴上有空位。 

家長應注意，波市公校 BPS 無保證會接納另擇校
巴站的要求，另擇校巴站申請是按接獲申請先後處
理。所有在 8 月1日前的申請，會在 8 月15 日前獲
回覆，在 8 月1日前獲批准的申請，會在開學首天
生效。請注意，在 8 月終及 9 月收到的申請，會需
時數週去處理。直至獲批准的另擇校巴站生效前，
學生可使用原來分派的校巴站，或學生家長必須有
責任，送孩子往返在另擇校巴站上落的地點。 

你可直接向接載部門，提交申請或交校長轉接載部
門。在暑假，請向接載組提出要求，或到訪 :

BP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26 Court Street, 4thFloor
Boston, MA 02108
辦公時間是在上午9 時至下午5 時

查詳情及申請﹕

 致電校長
 到訪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transportation 

網址
 致電運輸接載部，電話﹕617-635-9520
 電郵﹕schoolbus@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

運輸接載 
合資格的學生會獲接載，若居住離學校超過: 

 小學 1 英哩 
 初中 ( 包括 6 至 8 年級及幼至 8 學校 ) 1 英哩半 
 高中 2 英哩 

當接獲學生派位通知，會包括你孩子接載資格。在 8 
月終，如合資格學生，會有 通知說明校巴站，上落
時間及校巴號碼。 

幼稚園及小學生乘搭黃校巴，會在住所街角站上落。
大部份是離家地址1/4英里。6或以上年級學生可能獲
指派離家地址1/2英里。初中及高中學生有資格獲校
巴服務的，可乘黃校巴、公車MBTA 服務或兩者混
合，合資格學生會由派位學校，免費發給 MBTA 公
交乘車證，MBTA 公交乘車證在星期一至五，所有時
間通用。學生以學生減費率，可在車卡加上週末服
務。不合資格獲接載的學生，可從學校獲儲值 MBTA 
公交乘車證，以學生減價收費，適用於所有 MBTA 
公交行車時間。

請注意，就算沒有家長在校巴站接車，校巴司機會讓
學生包括幼稚園學生下車的。但是（沒有家長或監護
人在校巴站接車）學生不想下車，可留在校巴，波市
公校可試圖找出家長或監護人所在。學生家長應確保
孩子對校巴站的週圍環境熟悉，如無人接車，也懂得
取安全途徑步行返家。

特別接載情況

 學校為特殊學生的接載服務，是按個別教育課
程 ( IEP) 或 504 計劃中的說明。一些學生獲門前或 
“住址”接載，其他殘障學生是在住所附近街角接
送，或獲公交車 MBTA 乘車證或步行返校。 

一些學生會因醫療或體能情況，不容其步行返校或到
街角的校巴站。在這些罕有的情況下，波市公校 BPS 
可供門前（或“住址”）醫療接載。為考慮這些特別
服務，你孩子須填寫一個別合作保健計劃，你可向校
護索取，請交回校護，校護會決定你孩子的醫療情
況，是否符合波市公校 BPS 醫務主任所擬定的指引中
所述的資格，若不合資格，校護會與你聯絡。 

私人接送服務  

一些家庭安排私人接載服務或個別接載往返學校。基
於安全理由，在無家長書面同意，學校不會交學生予
有撫養權家長或監護人以外的任何人。若你安排私人
接載，要確實簽署免責表，這可在校務處索取或在波
市公校 BPS 網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這是

在校監通告 SAF-8。此表可免除波市公校 BPS 因這服
務而引起的任何問題而負的法律責任。 

在校巴上的行為  

波市公校 BPS 認為校巴是“課堂的延伸”，意思是
學校要求學生在校巴上、在MBTA 公車、在校巴站及
在MBTA公車站，有同樣的行為守則標準，如同在學
校一樣。例如，學生必須坐在椅子上，不得伸手出窗
外，不准推或打其他同學或拋東西出車外或試圖讓司
機分心。 

乘搭校巴時，學生違反校規或行守則，會受處分，轉
介在波市公校 BPS 輔導及干予中心的校 巴安全課程
及/ 或不獲接載。

學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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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學年中搬遷，怎樣改孩子校巴站？

首先，帶所需的住處證明（參看第 47 頁）往任何家
庭資源中心，及填“更改地址表”，波市公校接載處
是不能處理更改地址的。在家庭資源中心改地址後，
若合資格獲接載，接載處會分派孩子往新校巴站。若
搬離派位學區，你孩子可留在原校—但不會合資格獲
任何接載服務。

子女轉往另一學校，怎樣改校巴站？

若合資格接載，波市公校 BPS 自動派新校巴站。新
的分派是在逢星期三處理，因此，從轉校到分派校巴
站，在時間上會有延遲。

若校巴遲到，孩子會記錄作遲到嗎？

不會。校巴遲抵學校，學生不算“遲到”。

校巴是否有對講機或電話，讓司機可聯絡或求助呢？

有的。校巴裝有對講機，亦安有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GPS），協助波市公校 
BPS 在緊急時確定校巴位置。

我孩子派上校巴，但我決定每天送孩子上學，應否通
知任何人？

請用書面通知接載處，可交信予校長或郵寄往: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Boston Public Schools
26 Court Street,
Boston, MA 02108
或電郵往﹕schoolbus@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

若改變主意，想校巴接載，通常在一週內恢復服務。

若與司機或另一同車學生有問題，應通知誰？

總是先知會校長，若校長不能解決問題，聯絡運輸接
載部， 電話 ﹕ 617-635-9520，或電郵往﹕schoolbus@
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

若認為校巴站不安全或離家太遠，怎麼辦？

先與學校聯絡，查地址是否記錄正確，接載處會考慮
學生的安全及最有效的行車路線，在大部份的情況
下，校巴站是會離家¼至½英里以內，若認為波市公
校 BPS 在指派校巴站時有誤，可與接載處聯絡，在
審議後，會作出調整。但請注意，很多學生不獲接
載，要步行 1 英里返校。

校巴是否有跟車？

由於預算緊縮，大部份校巴無跟車，某些學生的個
別教育計劃 (IEP) 規定，可有特殊教育跟車，在特別
情況下，有嚴重行為問題，校長亦可要求撥款設“跟
車”。

當接載孩子，校巴司機有什麼責任？

校巴的責任是安全及依時接載學生往返學校。責任包
括﹕  駕駛、視察上落、監管車上孩子、向校長報告
安全及行為事件，及（若適用）確保固定兒童緊扣系
統或輪椅繫緊系統是妥善設置。

若無成年人接車，司機是否讓小孩子在校巴站下車？

是會的。家長有責任確保每天有人接車，若學生看來
驚怕或不願在校巴站下車，司機會繼續行程及留學生
在車上，直至聯絡上家長。若無人接車，家長應確保
孩子認識校巴站環境，及指定步行返家的最安全途
徑。

每一校巴最多能載多少學生？

不同大小的校巴是有所分別。大車可安全地載 71 名
小學生，乘車不得站立。基於安全理由，只有分派學
生才可乘搭校巴。

校巴是否有安全帶？

是沒有的。大型校巴無規定設置安全帶。雖然，很多
較小型校巴，安裝有兒童安全緊扣系統，這設計是為
體重輕過40磅學生的一個選項。所有波市公校校巴是
符合聯邦及州府安全標準。

查有關運輸接載服務詳情:

 運輸接載處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電話﹕ 
 617-635-9520

 網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transportation

 一般電郵﹕schoolbus@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

運輸接載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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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

家長及學生協議
2013-2014

重要！
請詳閱第 36 至 38 頁。在這些頁上的放

權書及表格均是法律文件。

家長及學生都必須在每規定部份簽名。

高中學生﹕若你不想把名字發放給軍方， 

及 / 或大學招募人員，你必須剔選第 37 

頁上方部份並簽名，你的家長便無需在這

部份簽名。

小心把這數頁從本手冊取下，並在 2013

年 9 月20日星期五前交回學校。

謝謝 ！

請
取

下
此

手
冊

部
份

，
在

簽
署

後
交

回
學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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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家長及學生協議

請詳閱第 36至 38 頁，填妥全部所須資料，並在各頁著色的部份簽名，小心自本手冊取下各頁，不需

要分開各部份，在 2013年9月20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回協議給學校。在每部份簽名是表示你同意全段內容。
若你不同意某部份內容，請將該部份劃去。若有疑問或需要協助明白協議內容，可致電校長或中

學校長。

學生家長姓名 （請用英文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波市公校學生號碼 （若知道）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學生姓名 （請用英文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 ___________ 課室 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收到波士頓公立學校家長及學生手冊 和我孩子就讀學校的校規一份。 

 我們明白政策手冊內包含家- 校夥伴重要資料、升級政策、出席、行為守則、波士 頓住處規定、互聯網使
用政策、反歧視法例、學生記錄、保管及歸還課本和圖書，及其他校規和政策。 

 我們明白校規是經過學校基層議會批准；若學生違反校規，將會喪失學生享有的某些特權。 

 我們同意與校方人員合作，確保我孩子(除因故缺席外) 每天上學及完成家課。 

 我們閱讀了本冊第 42 至 44 頁有關行為守則和校規撮要，我們已討論過行為守則和校規，同意與校方人員
合作，確保我孩子遵守行為守則及校規。 

學生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波士頓居處申明  

本人，為上述學生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明學生為波士頓市法定居民。在學年中，任何關於住處更改，
本人同意知會波士頓公立學校。我明白在被發現違反居處政策的學生，將立即被波士頓公立學校開除學籍，
及可能受處罰，如採取法律行動、 基於所獲教育服務罰款，和扣押任何獎學金及獎項。

學生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歲或以上學生﹕本人申明是波士頓市合法居民，在學年中，任何關於本人住處更改，本人同意知會波士頓
公立學校。如我被發現違反居處政策，我明白 （如上所說明的）後果。 

學生簽名（18 歲或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家庭及學生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37

請
取

下
此

手
冊

部
份

，
在

簽
署

後
交

回
學

校
。

波士頓公立學校家長及學生協議

學生資料發放 

發放資料給特許學校 Charter Schools

按麻州教育改革法，規定波士頓公立學校學區，須給學生姓名和地址，予特許學校作招生用途。如你不希
望發放此資料，請在下格註明及簽名﹕ 

  不發放資料予特許學校。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或（18 歲或以上）學生

發放資料給軍方及升學招募人員

據聯邦無忽視孩子法，公立學區須發放中（高中）學生姓名、地址及電話號碼，予美軍方及升學招募人
員。 學生或家長有權作書面要求，不發放資料。若你不想發放資料，請在下格或同時兩格註明及簽名﹕

  不發放資料予軍方招募員 

  不發放資料予升學招募員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或（14 歲或以上）學生

學生索引資料發放

除非你已在下格剔選，指明你不想發放資料，在未經書面同意下，學區可披露學生“名冊資料”。發放名
冊資料通常不視為有害的資訊或侵犯私隱。其主要目的是讓學區包括這類資料，在某些學校出版物、年
鑒、通訊、海報或榮譽榜上。名冊資料包括以下內容： 學生姓名、年齡、麻州獨有學生識別號碼、居住鄰
區、班級或級別、入學日期、參與官方認可的活動、體育競技隊成員、學位、榮譽和獎項及升學計劃。

除非另有所指，在有限的情況下，學區可披露名冊資料。如學區認為這樣是符合學生的最佳利益，學區會
保留扣壓任何資料的權利。然而如法律所要求下，學區會披露資料。

如你不希望學區發放你的學生名冊資料，請剔選下格。

  我不希望發放我孩子的名冊資料。通過剔選此項，我明白我孩子的姓名和 / 或照片，將不會包括在學
生年鑒、通訊、活動項目和其他學區與學校的出版物，及名冊資料不會發放給為學生提供服務的夥伴
組織。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或（18 歲或以上）學生

媒體亮相 
  本人給予波士頓公立學校權利，在 2013-2014 學年間，通過校方教職員、學生、或任何外界人士，包括

傳播媒介，為我孩子錄像、拍攝、照相、訪問及/或公開展覽，分發或用文字或電子傳媒，發表我孩子
的名字、圖像、言行或制作。本人同意波士頓公立學校有權或授權他人，沒有限制或補償使用以上製
作。任何由於孩子以上亮相或參予製作，而引起的後果，本人放棄向校方和波士頓公立學校職員追究
責任。 

  本人不允許我子 / 女的名字、形象、講話及習作，出現在如上所述的媒體中。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或（18 歲或以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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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家長及學生協議

同意使用網路政策，包括互聯網  

 作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我讀了在 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第 46 頁的可接受使用政策，也曾與我孩子討
論過。我明白波士頓公立學校提供的電腦設施，是以教育為目的，為符合波市公校 BPS 的學術目標，
學生有任何其他使用目的是不恰當的。我承認波市公校 BPS不可能限制進入全部有爭議的材料，也不
能對在學校網路上取得的材料，要學校負責。我明白要監督孩子在家的電腦上網活動，因這會影響在
學校的學術環境。本人於此給予波士頓公立學校許可權，讓孩子使用電腦資源。

 本人不允許我孩子使用波士頓公立學校的電腦資源。

學生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必須簽署以下使用互聯網聲明:

 作為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我明白使用學校網路和電子郵件，是特權而不是權利。我明白我在學校網路和
電子郵件帳戶，均屬波市公校 BPS，並不是私人擁有。在任何時間，波市公校 BPS有權得到我的資料。我
明白波市公校 BPS行政人員，會決定什麼行為是屬不適當使用，這是否未有在協定中特別指出的行為。我
會遵守美國聯邦和麻州有關科技使用的法律。如我遇到違反適當使用的材料，我明白要立即通知成人。

 我明白並遵守在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第 46 頁上的可接受使用政策。我有效地用波市公校 BPS的科技資
源，於與學校有關的目的。我不會用任何科技資源，藉此干擾其他用者的活動。我明白我的行為是要承擔
後果的，這可包括喪失電腦特權及/或在行為守則規定，接受學校紀律處分，及/或根據國家和聯邦法律受
檢控。

學生簽名（5 歲及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要醫療資料  

本人已讀過本手冊的第 28 至 30 頁，及明白學校會按我孩子的需要，而採取醫療程序及/或在校施予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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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急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醫療保險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孩子主診醫生姓名及 / 或診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是需要留意我孩子有以下的健康問題及 / 或過敏﹕

          健康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敏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於我孩子的健康，學校需要留意的額外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授權發放上列資料予其他學校教職員，以協調我孩子的服務。 

學生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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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向所有幼稚園至高中及另類教
育課程學生，供應營養早餐及午餐。據孩子營養重新
授權Child Nutrition Reauthorization，學校供應廉價或免
費富營養膳食，這視乎家庭收入而定。可要求在課餘
供應零食。在暑期，學校在市內數個地點供應早及午
餐。 

學校膳食餐單是登在波市公校網頁。

學生有特別飲食限制，如食物過敏，學校可供替代膳
食，詳情請到訪 bostonpublicschools.org/meals   網址。 

無須再申請了！

自本學年開始，所有在波市公校的學生，無論家庭
收入，會獲免費早午餐。據聯邦社區合資格選項目
（Community Eligibility Option CEO）計劃，波市公校
學區屬高貧窮，有資格受益。家庭無須再填寫申請
表，申請免費及減費學校膳食。

查詳情

 膳食及營養服務  617-635-9144
 http://schoollunchboston.wordpress.com

學生服務 :
膳食及營養服務 

 � 波市公校 BPS 推介新的方法， 鼓勵更多學生吃早餐。
這些包括上課鐘聲後早餐， 在一些初高中 “拿走” 早
餐，及課堂早餐。

 � 在波市公校 BPS 午餐單， 供應更多本地種植的水果及
蔬菜。 每週在所有學校， 供應本地種植的食品。

 � 在 2012 年，27 間小學及幼至 8 年級學校，為
14,000名學生，在供應學校膳食以外，每週 3 至 4 
次， 供應新鮮水果及蔬菜。

 � 波市公校可望參予 USDA 新鮮水果及蔬菜項目。學校膳
食均符合新的健康免饑餓兒童法 Healthy Hunger Free 
Kids Act 指引。

有關這些指引的詳情﹕

www.fns.usda.gov/cnd/governance/
legislation/cnr_2010.htm

零食及飲品政策﹕健康的選擇 

膳物及營養服務及康健處 Wellness 
Department 與學校一起， 提供健康
小食及飲品選擇， 給所有與學校有
關的活動，包括膳堂“散餐” a la 
carte、 食物自動銷售機、 學校商
店、 班派對、 課餘體育及活動、籌款及聚會。

學生只能取得低脂肪及低糖，及高營養食物，如
全麥、水果及蔬菜。在飲品方面，學校只供清
水、無脂肪及低糖的低脂奶及香味奶，及百份百
果汁。

如你打算帶食物或飲品到學校活動，請要求學校
建議健康的選擇。期望與你合作，讓學校成為健
康的學習園地。

你是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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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BPS政策:
學生安全及緊急事故 

保護學生安全是最重要不過。下列一些政策是為保護
你孩子而設的。  

遺失孩子及失蹤 

在極少的情況下，孩子在早上離家，但未抵學校，或
離開學校未返家。若遺失了孩子或失蹤，先致電學
校，若無人接聽，可電“911”，亦可電學校安全服
務 617-635-8000。學校保安人 員會與波士頓警署合作
（若孩子是獲接載服務，電波市公校接載部門）及知
會你有關消息，直至尋獲你孩子。 

緊急醫療

關於在校內或學校主辦活動處理緊急醫療事故，參看
波市公校 BPS 政策第 29 頁。 

查學校義工的 CORI 犯刑事罪行記錄資料 
/ SORI 犯性罪案記錄資料

所有學校義工和實地考察旅行陪同，都必須經過
查核 犯刑事罪行記錄資料 Criminal Offender Record 
Information - CORI / 犯性罪案記錄資料 Sex Offender 
Registry Information – SORI 後，才可參予。

交學生予家長以外的成年人 

學校只讓有撫養孩子權的家長/ 監護人把孩子自學校
接返，而不會交給其他人。若親戚、朋友或托兒所到
校接返孩子，須要有書面許可或致電學校，若來電，
校長須查核家長/ 監護是否來電者，個人須先出示身
份證明，學校才讓孩子離去。 

若要用私人接載服務往返學校，必須填妥及簽署“家
長准許放行學生予授權人”表，可在校務處索取或到
波市公校 BPS 網址。對學生使用非波市公校接載，
而有意外或受傷，波市公校 BPS 並無責任。詳情請
參看第 33 頁。

孩子在校無人接回 

校長或負責人會知道那個學生是乘校巴或步行返家，
或那個是經常由家長或其他成年人接返的。

校長有責任確保所有學生安全抵家。若無人接回學
生，校長會聯絡家長或緊急聯絡人。若在下午 5 時
前，校長不能與孩子任何家人或負責的成人接觸，波
市公校 BPS 會送孩子到開放時間較晚在 Brighton 的 

Mary Lyon 學校，波市公校會聯絡麻州孩子及家庭處
（DCF）接管孩子。 

當持續無人到校接學生，校長可呈 51A 表 ( 見此頁“
虐待及忽視兒童”)

安全轉校 

有時為確保學生安全及保障學習環境，有必要調整學
生派位。據聯邦“無忽視孩子法”:

 在學校內、校巴或學校活動，若學生受嚴重肉
體、精神及或電子傳播侵擾，或嚴重刑事罪案受
害人，是 有資格獲得安全轉往他校。 

 學生所讀學校被麻州中小學教育署，指定為“不
安全或有持續危險”，（參看第 60 頁）可要求轉
往安全學校。在此手冊印制時，波士頓公立學校
無學校屬此列 。

要求安全轉校，家長/ 監護人必須填寫及簽署“安全
轉校要求表”，及呈交校長 / 課程主任審核及作出建
議，詳情可聯絡校長。

兒童受虐待及忽視

學校職員懷疑學生受虐待或忽視，據法律（MGL 119 
章 51A 節）及波市公校政策，要向麻州孩子及家
庭（DCF）報告，所有舉報均為保密。孩子及家庭
（DCF）設 24 小時熱線，電話: 1-800-792-5200。

這波市公校 BPS 政策亦給予學校回應程序，去報告
虐待或忽視，包括與孩子及家庭署合作調查。

全校或社區緊急情況 

每一波士頓公立學校有行動計劃，應付災難及社區緊
急情況，學校緊急應變計劃是根據個別學校情況而
設。

家長及監護人應注意到每一學校會有這計劃，這是很
重要的，特別是若學校要封鎖或疏散，家長應知道怎
樣與子女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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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安全及緊急事故 （續）

封鎖學校 （“安全狀態 Safe Mode”）

有時，在與波士頓警察部門合作下，我們會要求學校
提升保安的水平，因在鄰區可能有騷擾，這主動的措
施名為封鎖或“安全狀態 Safe Mode”。

當這情況發生時，簡單的意思是不允許訪客進入學
校，學生和教職員也不得離開，並且加強現有的安全
措施。當我們激活這些額外安全措施時，在課堂的教
學仍會繼續，不用中斷。我們要向波市公校家庭確
保，學生和教職員的安全，一直是我們最重要的優
先。好讓在學校每個人都熟悉這程序，每所學校都演
習封鎖的操練。   

若你對這些程序有任何疑問，請與孩子的校長聯繫。

若有緊急事故﹕
可電 911 或波市公校 BPS 其中一個電話: 

 學校安全   617-635-8000
 運輸接載   617-635-9520

更新孩子的緊急
通知資料！

確實學校有最新的資料！

 � 家長/ 監護人家庭、工作及手機電話號
碼

 � 電郵地址

 � 收取教育鏈接 Connect-Ed 電話的最佳
號碼（參看第 7 頁）

 � 最新地址

 � 若不能聯絡家長）緊急聯絡人的最新電
話及地址

 � 醫療保健資料

如有任何更改，立刻致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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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政策 : 
反歧視及民權  

教育機會均等及反歧視法律是保障學生權益，去參予
與教育有關的活動。據聯邦及麻州法律及規例 : 

任何人進入任何市鎮的公立學校，都不得基於種
族、膚色、性、性別身份、宗教、原籍、殘障、
性傾向、基因或軍役狀況，而在取得利益、特權
及修讀公立學校的科目中，受到排斥及歧視。

以下是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多項反歧視政策簡介。
要取得任何這些政策完整本。 

請到訪波市公校 BPS 網址﹕www.bostonpublicschools.
org/view/circulars

在每一政策撮要之後是有關校監通告的號碼。

 如你認為孩子受歧視或，在或受到波士頓公立
學校騷擾，或如你對反歧視政策有疑問，請聯
絡波市公校平權處 BPS Office of Equity，電
話﹕617-635-9650，或致電校長。

 違反這些政策的學生及教職員，會受紀律處
分，甚至（學生）被開除或（教職員）被解
僱。

反歧視及絕不容忍政策

這政策闡明波市公校 BPS 承諾維持一個教育環境，
決不容基於種族、膚色、原籍、性別身份、性傾向、
宗教信仰、殘障、遺傳基因或年齡，而受歧視，亦不
容忍及存在偏見、任何形式的強迫或騷擾，對他人尊
嚴侮辱及造成恐嚇、威脅或破壞教育環境，都是不能
接納的。  EQT-04

種族或族裔歧視 / 騷擾學生 

此政策是禁止歧視或騷擾學生，包括以不同方式對待
學生，使用侮辱語言或行動而造成恐嚇、威脅或破壞
教育環境或基於種族、膚色或原籍而拒絕學生參予活
動。  LGL-05

防止性侵犯政策 

此政策闡明無論是教職員、學生或第三者犯性侵犯，
是不會受到容忍的，或向襲擊或協助調查者報復，亦
不會受容忍，這政策訂出程序，讓學生舉報性侵犯。 
 LGL-13

防止學生受性騷擾政策 ( 包括友伴騷擾 )  

此政策闡明在學校範圍內，由學校主辦的活動或往返
學校或往返由學校主辦的活動，任何形式的性騷擾均
不會受容忍。這政策包括界定及描述性騷擾及投訴程
序等。  EQT-06

保護學生免受基於性取向的歧視政策

此政策說明學校致力於確保所有學生，包括男女同性
戀、雙性戀及變性學生的平等權利及保護，免受暴
力、威嚇及歧視。  LGL-11

不歧視殘障學生政策 

波市公校 BPS 奉行此政策，禁止對界定為殘障人士
的歧視，這是與1973 年康復法 504 段1990 年美國殘
障人士法及麻州反歧視法 ( MGL 151B ) 一致的。合殘
障條件的學生，不得基於殘障而被拒或不獲福利或不
准參予任何課程或活動。

反凌辱政策 

此政策針對任何凌辱 ( 在麻就屬罪行 ) 行為或方式，
引發到學生組織，無論是在公共或私人物業，有意或
鹵莽而令任何學生及人士，肉體及精神健康有傷害。
這政策包括談及個人法律責任，向執法機構舉報所知
的被凌辱受害人或其在案發現場。  LGL-01

學生投訴歧視程序 

此政策是針對如何對關於涉嫌基於種族、膚色、原
籍、性別、宗教、年齡、性取向、性別身份、遺傳基
因、軍役狀況及殘障歧視的投訴。 EQT-03

有關歧視及民權問題詳情
 平權處高級主任 Tanisha Sullivan， 617-635-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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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  
學生需要有一個安全及有秩序的學習環境。要有這保證，所有波士頓公
立學校均依照波市公校 BPS 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每一學校、教師
及家長亦會訂定及遵循校規  School-Based Rules。在這手冊的以下數頁
內，有行為守則的撮要。而在這手冊中，應附有你孩子所在學校的校
規，這是同樣重要的。 

校規 

每一學校有其規則—名為“校規”—學生要遵守。例如在初中，學生排
隊往另一個課室要肅靜，在另一初中，可能會讓學生小組步往課室。 

若學生破壞一條或以上的校規，會受處分。校長會要學生簽協議書，
去改變其行為或留堂。 

校規是由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組成的委員會去擬定的，在春季
時，由校基會審議。在初中及高中，學生是委員會的成員。校規要在每
一課室內張貼及在 9 月時，讓學生帶返家。 

波市公校 BPS 行為守則 

除學校各有校規外，每一學校亦須遵照波士頓公立學校行為守則。守則
列明的規則要所有 學生遵照。 

學生破壞行為守則會被罰停學及/ 或甚至開除學籍。如，學生攜帶危險
武器、藏有受管制藥物或襲擊學校教職員，會被罰開除學籍。開除學籍
為嚴重事情，對學生而言，特別是高年級學生—他們要認真明白其任何
行為，足以導至嚴重後果。 

校規及行為守則適用於校內、學校主辦活動及往返學校（在校巴上、
校巴站、地鐵公車 MBTA 及步行等）。 

不要失去在學校享有的特權！

學生有機會參予很多學校特別活動及集會，如實地考察旅行、慶祝、表
演、班慶、畢業舞會及畢業禮等。參予這些活動是要爭取的特權，不
是“權利”。違反校規或行為守則或涉及校外非法活動，學生會失去這
些特權，校長有權限制或拒絕學生參予這些特權活動及集會。 

拒載 

若學生乘搭校巴，有危害其本身或他人安全，校長有權拒絕向該學生提
供接載。校長可用錄像作為學生不守規則的證據。若拒絕接載是少過 3 
天的，是無須聆聽。第 4 天或連續多天拒載，或在評分期中有多至 6 天
拒載，便需要聆聽。在所有情況，校長必須先知會家長，才不讓學生乘
搭校巴。除非學生被罰停學，在拒載期間，學生必須返學。

錄自波士頓公立學校行
為守則引言

波士頓公立學校堅信，良好
紀律提能供平等教育機會，
及建立一個安全及有效的教
育環境…

每一學校須提供一個學習環
境，鼓勵優質學術、自由交
換想法及促進個人成長。在
學校，一方面要確保學生的
憲法權利，如:有權獲及時的
處理程序、自由表達、有秩
序的集會、個人私隱及免受
歧視。學生亦有責任不干擾
教育進程或強加、危害或損
害他人的教育權力。

波士頓公立學校的政策是用
盡一切方法，去解決紀律問
題而不拒學生於門外。跟進
公平及合理的程序是確保學
生權利…

而學生須承認及維持有益的
學習氣氛，而學校人員又必
要行使合理的權力。

學校委員會及行政機構期望
所有學校有關人等，表現出
尊重他人權利，及期望參予
教學人等，完全接納及對他
人及學校系統履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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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學   

停學是指在若干上課天不准回校。15 歲或以下的學
生，停學不能連續 6 天。16 歲或以上，停學可以多
至10天。 

停學程序。在校長罰學生停學前，須在學校召開聆
聽，邀請學生及學生家長/ 監護人出席。在聆聽中，
校長須聽取證供及決定是否罰學生停學。若學生及監
護人不同意停學的決定，可在10 個上課天內向校監
聆聽員上訴。 

在一些情況下，學生可在聆聽前 罰停課。執行緊急
停學，只能用於嚴重事件，學生做成滋擾，學生只能
在該天餘下的上課時間停學。在緊急停學前，校長須
知會家長，聆聽須在往後召開。 

開除出校  

開除學籍是指學生至少在11個上課天及最多一整學年
不能返學。校長只能在極嚴重事件中，可建議開除學
生出校。

學生因擁有武器或受管制藥品、襲擊學校教職員或判
刑，曾被其他學區開除，是不得入讀波士頓公立學
校，若波市公校 BPS 一經發現基於任何原因，被前
校開除，便會被波市公校 BPS 取消學籍。

開除出校步驟  

 在一些情況，當學生犯了可被開除的規例，校長
可以安全理由，勒令緊急停學。

 此外，在很多情況下，校長或其他行政人員召開
停學聆聽及罰學生停學。停學的目的是把學生自
學校調開，而校長為可能召開的開除出校聆聽作
準備。故此，若學生已因法律或醫療原因而不在
學校，停學聆聽無須一定要召開。

 在停學期間，校長開始召開正式開除出校聆聽程
序。其亦安排學生分派往波市公校 BPS 輔導及
干預中心（在下頁有所描述）。家長須收到以其
家長語言書寫成的開除出校通知。若家長無暇出
席，可要求延期一次。

 在開除出校聆聽中，校長聽取證人供詞及審查證
據。學生或家長/ 監護人可帶同倡議者或律師出席
聆聽。英語能力有限的家長若有需要，學校會供
翻譯。學校必須在聆聽中錄音，及在學生及家長
要求下備取。 

波市公校政策 :
行為守則 （續）

學生可罰停學或被開除出校的
事例

行為守則指出，學生擁有任何槍械會被開除出校。

行為守則指出，學生觸犯嚴重罪行，可被罰停學或開
除，這包括，但不限於﹕

 襲擊及毆打學校教職員或其他人。這是指無論是否
用武器或危險物體傷害、企圖傷害或威嚇而傷害他
人

 在受到威嚇的情況下，但並沒有使用危險武器或物
品的理由

 性侵犯

 擁有、銷售或分發受管制藥物（包括非法藥物）、
酒精或任何類型的致醉品 

 透過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或
心理健康。這些罪行包括欺淩、塗鴉、欺弱、網際
欺弱和通過任何手段﹕書面、口頭或轉發電郵傳播
威脅

 欺凌或網際欺凌﹕重復對一個或多個同學利用書
面、口頭或電子媒介，表示或用行動或手勢，或以
上全部各項，指向受害人，而引至受害人肉體或情
緒受損或造成不友善的學校環境

 “傳遞性訊- sexting”﹕用電子媒介分享或傳遞色
情訊息或圖片

 攜帶武器返校

 用假槍或危險物體威嚇他人 

 縱火或意圖縱火

 破壞或偷取私人或學校財物（或作出威嚇行為）

 炸彈恐嚇；或拉或虛報火警信號； 

 侵犯他人的民權 

 向他人作性騷擾 

 使用種族或族裔侮辱言詞或污言穢語

 破壞正確使用電郵及互聯網規則 

 打擾學校及課堂活動，包括無授權使用手機

 擅闖校內學生禁地

 阻止他人進入或離開校舍或學校範圍

 拒絕表明身份

 竄改學校記錄

 沒有出席或持續地派往波市公校 BPS 輔導及干予
中心，而無可原諒的理由，或停留在中心期間，違
反行為守則第 7 段。

在某些情況下，學生行為可與學校或學校活動無關，
如被控或證實觸犯嚴重罪行，及校長認定學生繼續出
席會騷擾學校，可無限期停學或被開除 。 

註﹕這裏所列，只作為指引，請參閱行為守則第 7 段

中，完整列出的犯規及懲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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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之後，校長向適當的學術校監呈交書面建
議，作及時程序審議。若校長決定開除學生，
必須以書面通知學生及家長。 

開除出校上訴。若學生及家長/ 監護人不同意這項
開除決定，他們可在上課10 天內向校監或校監指派
人員上訴。他們可要求校監在 90 個上課天後審議此
案。

開除出校後。當開除學生出校期滿，家長/ 監護人
（或18 歲以上學生）須到家庭資源中心，重新登記
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除非校長在開除學生出校時，
曾作建議，否則學生不會重派原校。 

紀律轉校  

校長可建議滋擾學校的學生轉派往另一學校。 

初中及高中學校的滋擾學生，只可 派往專為滋擾學
生而設的另類課程。此等派位是會直至學期終有效。
校長、家長及另類課程主任會決定學生 (1）返回原
校，(2) 轉往另一學校，或 (3) 留在另類課程。 

輔導及干予中心 

波市公校 BPS 輔導及干予中心是在 Roslindale，為帶
武器返校或等候開除出校聆聽的學生而設。 

輔導及干予中心教導代替暴力及守規矩的重要。學生
派往輔導及干予中心有一定的日數，那些派往而無前
往輔導及干予中心的，會自動被開除。 

體罰 

據本州法例及學校委員會政策，學校教職員不得對學
生打、推或使用任何身體力量。學校職員可用合理的
身體力量去控制學生，這只限於 (1) 非體力的干予不
能揍效或未揍效，及/ 或 (2) 他們相信學生的行動會
引致學生身體或他人受損。任何使用不合理力量的學
校僱員是會受紀律處分。 

殘障學生 

行為守則適用於所有 學生，但是對處罰殘障學生就
有特定的程序。可在波市公校 BPS 網址。在校監通
告 SPE-15 有所描述，可下載及打印，如有所要求，
學校可給你一份文件副本。這程序包括家長權利小冊
子，是附在個別學生課程上。 

除非聯邦法例及條例規定，學習有障學生在學年內不
能停學超過 10 天。 

家長怎樣可協助 

身為家長，可以協助你孩子守規矩及協助維持學校安
全: 

 分擔責任管束你孩子在校、學校主辦活動及往返
學校的行為 

 著你孩子履行上學的責任，及對其行為負責 

 培育你孩子對自己、他人、學校及大眾有正確的
態度 

 就你孩子的需要與學校職員溝通 

 參加個別或小組會議 

 同意學校職員有權執行政策、規則及波士頓學校
委員會的條例 

 探訪學校時，講文明及不作滋擾 

 確保你孩子只帶適用於學校的物品回校 

索取行為守則及校規   
 向校長索取這些文件副本。

 觀看波市公校 BPS 網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
org/policy-and-procedures

 到任何波市公校 BPS 歡迎中心（參看第 5 頁）或
校監辦事處，電話﹕617-635-9050，取行為守則副
本。

行為守則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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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政策:
在校使用互聯網   

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提供廣泛的科技資源，供學生
使用。這些科技資源僅用於教育目的。波市公校BPS 
可接受使用政策概述了由學校行政人員界定，在使用
所有科技資源和電子設備時，負責任地使用及所禁止
的活動。每個學生預計要遵照所列出，以及那些由波
市公校 BPS 教師和行政人員口頭提出的操作規則和
條件，在任何時間，表現出良好公民和道德行為。

可接受使用政策是經波市公校 BPS 行政人員、教
師、學生、家長、校警及波市公校 BPS 法律顧問投
入意見而擬訂的。

可接受使用的網路政策，包括互聯網﹕學生
負責任的使用

 我對我的電腦帳戶和電郵帳戶負責。我明白密碼
是屬私人的，我不應和
任何人分用我的密碼。
我明白對透過我的帳
戶，而進行的所有活動
負責。我不會允許其他
人，使用我的帳戶名和
密碼，或嘗試使用其他
人的帳戶名和密碼。我
明白嘗試以電子方式，
取得另一人的密碼是違
法的。我知道在每次結
束使用時，登出電腦帳
戶是重要的，以便其他
用者不能使用我的密
碼。

 我對我的語言負責。我在電子郵件、線上登載和
其他數碼通信中，使用適當的語言。我不會使粗
言穢語、下流庸俗或學校行政人員所認定任何其
他不當的語言。

 我對怎樣待人要負責。我會用電郵和其他通信方
式 （如﹕博客、維基、聊天、即時訊息、討論板
等）持負責任的態度。不會發送或張貼仇恨或騷
擾的郵件、同時，在學校或校外對別人用歧視或
缺德的言詞，或進行恐嚇、騷擾或從事其他反社
會行為。

 我對使用波士頓公立學校網路負責。我會負責任
地使用波市公校 BPS 科技資源。我不會搜尋、 檢
索、保存、分發或含有仇恨、令人反感或色情的

資料。除非獲學校行政人員/ 老師授權，作為指定
習作的一部份，我不會使用波市公校 BPS 任何電
腦資源，搜尋、檢索、保存，或分發有關武器的
圖像或資料。

 我對在所有線上網站的行為負責。我明白在社交
網路網站上，不應該對學習環境和/ 或我的同學、
老師和行政人員，產生負面的影響。

 我在線時對自己的誠信負責。我明白偽裝、欺騙或
假裝其他人的身份是受禁止的。這包括，但不限於
用其他人的名字，發送電郵、創建帳戶或發佈消息
或其他在線內容 （如文字、圖像、音或視頻）。

 我有責任保護波士頓公立學校網路的安全。我不
會嘗試在學校電腦，通過安裝非法軟件，這包括
共用文檔、共用軟件或免費軟件，繞過安全設置
或互聯網過濾器，或干擾網路的運作。

 我有責任保護學校財產。我明白破壞是嚴禁的。
這包括，但不限於到訪、修改或銷毀設備、程
式、檔案，或在任何電腦或科技資源上的設置。
我明白需要學校行政人員/ 教師的授權，使用帶返
學校的私人電子設備，這包括，但不限於記憶儲
存裝置 （即 USB 驅動器）。

 我有責任尊重其他人的在線財產。我會遵守著作
版權法。在沒有適當的引文和許可權，我不會抄
襲或使用其他人的著作。我不會非法下載，這包
括，但不限於受版權保護的音樂和電影材料。

 我每當在線發佈任何東西是有責任遵守校規。在
線上（如到訪網站、博客、維基、討論板、播客
和視頻伺服器）發佈功課時，我會按照波市公校 
BPS和 / 或老師的指引。我明白發佈關於自己，這
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個人資訊: 我的姓名、地址、
電話號碼或學校是不安全的。在未經家長/ 監護人
或年齡在 18 歲或以上學生的許可，我不會在線任
何網站上，這包括，但不限於網站、博客、維基
和討論論壇，發佈同學的照片、姓和名。

認識更多有關波市公校 BPS 互聯網安全

為學生和家庭查看有關可接受使用政策詳細資料網址: 

 www.bpscybersafety.org

( 可參看可接受使用政策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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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居處規定  

只有在波士頓市居住的學生，才可註冊及入讀波士頓公立
學校。 18 歲以下孩子的居處，是要在具合法撫養權的家
長或監護人居處。18 歲或以上的學生為入學原因，可另立
居處與其家長或監護人分住。 

“居處”是指人永久居住地方。臨時入住波士頓市，目的
是為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這不能視為“居處”。 

居處政策不適用於無家可歸學生。有關無家可歸學生問

題，可直接向法律顧問處提出， 電話: 617-635-9320。

波士頓市居處證明 

要是註冊入讀任何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家長或合法監護
人，須提交 2 項在波士頓市居處的下列證明文件。文件上
須預印上學生家長 / 監護人（如是18 歲或以上學生）的姓
名及目前地址。文件不得取自同一項。 
 過去 60 天以內公用服務收費單 （不接受水費單及手機

單）
 目前租約、第 8 項合同、或波市公校屋主誓書 [ 在波市

公校網址備索 ]
 屋契、過去 60 天以內樓房供銀期月結單，或半年以內

發出的物業稅單
 一年期以內的 W-2 工資扣稅表，或過去 60 天日期內的

薪金支票存根
 過去 60 天以內銀行或信用卡月結單
 過去 60 天以內獲批的政府機構*信件

*  獲批的政府機構: 稅務局 (Departments of Revenue 
– DOR)，兒童及家庭服務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 DCF)，過渡援助 (Transitional Assistance – 
DTA)，青少年服務 (Youth Services – DYS)，社會保
障Social Security，任何與麻州州府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聯絡信箋。

考試學校申請人居處 

學生申請入讀市內 3 間考試學校—波士頓拉丁學院 
Boston Latin Academy、波士頓拉丁學校 Boston Latin 及
School O’Bryant 數學及科學學校 John D. 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的居處特別規定— 請參看第 27 

頁。

申報波士頓居民
有合法撫養權家長及監護人及18 歲或以上的波士頓公立學
校學生，都需要簽一份聲明，說他們及他們的學生是波士
頓市的法定居民。他們也需要同意，若在學年間遷址，要
通知波市公校。這份聲明在此冊子第 36 頁。請不要忘記

在第36 至 38 頁上簽名，並交回校方!

若在學年中，學生搬離波士頓 
 高中學生若在12 年級開課後搬遷，可留在目前波

市公校 BPS 學校。
 幼稚園至11 年級學生，在 4 月30 日或之前，搬離

波士頓，會被立刻取消學籍
 幼稚園至11 年級學生，在 4 月30 日以後搬遷，可

留在目前學校至學期結束，並會在學期結束後，
便取消波市公校 BPS 學籍。 

 波市公校 BPS 不會為在波士頓以外居住的學生提
供接載。

執行居處規定 

當學校當局懷疑波市公校 BPS 學生家庭，目前是在
波士頓以外居住，便會進行調查。波市公校 BPS 懷
疑學生不是居民，如郵件因地址不確而退回，家長呈
交地址證明是不一致或有疑點，或由校長或匿名電話
舉報。

此外，調查懷疑是非居民家庭，居處調查員會進行有
限度抽查若干數目的考試學校及非考試學校學生。調
查人員會與地鐵MBTA人員，在地鐵站進行就地檢查
乘地鐵往返波士頓學校的市外學生。

違反居處政策學生會怎樣？

學生被發現違反居處政策，會立即被波士頓公立學校
開除。

就開除出校外，波士頓公立學校可徵收罰金，這視乎
教育服務的費用，及向家庭施予額外懲罰，如採取法
律行動，及扣留某些獎學金及獎品。

家長/ 監護人的學生因非波士頓居民而被開除，可對
此決定進行上訴，在上訴程序期間，可允許學生留
校。參看第9頁“為孩子倡議”。

居處舉報線
電話  617-635-6775

可匿名舉報關於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
而不在波士頓市居住的學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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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BPS

波市公校政策﹕
註冊入學—早些開始認識你的選擇！ 

在波士頓市有超過 120 間公立學校，所有提供的項目
都很獨特。在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派位政策中，家
庭在選擇學校可有廣泛的選擇。然而，沒有學校選擇
是“保證”的。學生以隨機系統派位，給申請人優先
與兄弟姐妹同在已就讀的學校。

在“過渡年級”﹕幼稚園、6 年級（進入初中）及 9 
年級（進入高中）的大部份學生，是要申請學校的。
在 2014-2015 學年，過渡年級註冊及轉校申請，是在 
2014 年1 月 6 日開始，其他年級是在 2014 年 2 月 5 
日。獲入讀所選學校的最佳機會，應是在首註冊期，
為子女申請所入讀的年級。

若子女在下學年開始讀幼稚園，或子女在學校的最高
年級，學校建議你在本秋，便要認識你的選擇。

學生最新的防疫注射記錄，學生出生證明書、護
照或I-94表，學生家長/ 監護人附照片身份證，及
學生最後就讀學校的成績總單（如適用）。查註
冊入學詳情，可到訪﹕www.bostonpublicschools.
org/register 網址，致電任何歡迎中心（參看第 
5 頁），或在學校、歡迎中心及波士頓圖書分館，
取一份探索波士頓公立學校 報刊。

在10月:

 找出可申請的學校。可到訪 www.
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然後點擊 “探索波
市公校 DiscoverBPS”，取得列出你的特定學校選
擇。重要﹕波市公校有新的學校派位計劃，取代
過往的3 個學區計劃。你在2014-2015學校選擇，是
基於你的住址。詳情可參看[網址]。

 想想對學校的考慮，如特別課程、學生成績、年
級結構（幼兒K0至1 年級、幼K至 5 年級、幼K至 
8 年級等）及規模。

在11月至 1月:

 認識為你預設列出的每一學校。不只依賴親友的
傳聞，每間學校都不一樣，及隨著時間，學校都
會轉變。探索波市公校 資料頁， 11月在歡迎中心
備索，或到訪 DiscoverPBS.org 網址，是對每一學
校的好介紹。學校成績報告（參看第 57 頁）對
每間學校有更詳盡資料，在歡迎中心備索或登在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schools 網址。

 在學校預覽時間探訪學校（參看這頁詳情）。
這是體現“校風”及對學生期望的最佳方法。

 親自在首期註冊為孩子入讀年級申請。如你是波
士頓公立學校新生，你要到波市公校歡迎中心申
請，帶兩個指定的居處證明（參看第 47 頁），

學校預覽時間

在學校預覽時間 - 由11月至1月- 學校在特定日期及
有特備活動歡迎訪客，協助家長認識其子女有關在
下一間學校的選擇。

 留意校展資料，第一次學校預覽時間機會，是在
今秋一個星期六舉行，每間小學及初中會開放給
訪客。到訪、與校長及老師見面、遊覽校舍及觀
看學生習作展覽。

 高中校展會在中央地點舉行。

 查波市公校網址，看額外學校預覽日期和時間。
如你不能在這些時間到訪，致電學校安排到訪。

波士頓市府的全職僱員，而又是適齡入學的學生家長
或監護人，可在工作時間內花多至 4 小時，在預訪學
校期間參觀學校。合資格獲這種福利的僱員，須要
有子女首次註冊入讀波市公校BPS，或目前在波市公
校 BPS 就讀，在轉校年級（幼稚園、6 及 9 年級）申
請新校。這些時間是“有薪假 ”及不會在休假、事
假或病假中扣除。合資格的僱員應先在使用這福利之
前，與人力資源部聯絡。

據波士頓市家長學校休假條例（12-13.3章 ), 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學生家長，每學年可有多至 21 小時到校探
訪時間，通常須用已有的假日、個人事假或“補鐘 
Comp ”時間。這條例適用僱主，在同一地點，僱使 
25 個或以上員工，學生家長必須知會僱主，及預先
計劃到校探訪。

詳情參看波市公校校監通告 SUP-3，在波市公校 BPS 
網址的“家長學校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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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學校之前

學校歡迎在上課天來參觀，最好先致
電，確知會有人帶你參觀及解答問題。
查看是否有特別時間，安排參觀及見校
長。

 � 當探訪學校時，要看些什麼及問些什
麼？

 � 學校是否歡迎及尊重孩子及成年人？

 � 是否有秩序，在牆上展示高質素的學生
習作？

 � 校長、教師及職員看來是否關心別人及
富專業？

 � 學生是否花大部份時間在學科上—閱
讀、寫作、數學、科學及社會？

 � 學生是否有興趣及參予學習？

 � 有沒有機會上音樂、美術及體育課？

 � 學校是否有課前及課餘班？時間及收費
怎樣？供什麼活動？怎樣看管？

 � 學生是否有好的安全紀錄？

 � 最早可以送學生返校的時間？最遲要接
返的時間？

查詳情

 聯絡波市公校 BPS歡迎中心，列在第 
5 頁。

 在探訪學校時，若有更多考慮的問
題，可到訪:

 www.countdowntokindergarten.org/steps/
choose.html

轉校及其他特別情況

自願要求轉校 — 家長或年滿18 歲以上學生可要求轉派另一
學校。自願轉校—是那些不因遷址、安全、課程或紀律原
因而轉校—可要求如下: 

 小學﹕每學年只轉 1 次 
 初中﹕在初中（6 至 8 年級）只可轉 1 次 
 高中﹕在高中只可轉 1 次 

要求自願轉校，可到訪任何歡迎中心。所有辦理的手續，
須要有效的附相片證明段（ID）。填表前，要問那學校是
否有學位。

安全轉校。為學生有安全及保障的學習環境，學生有時需
要派往另一間學校。（ 請參看第 40 頁、學生安全及緊急
情況及第 61 頁，無忽視孩子 NCLB 對不安全學校選擇的選
項 )。

不守紀律滋擾學生。波市公校 BPS 可基於紀律理由，把學
生調往另一小學。不過，初中及高中不守紀律學生便只能
派往另類課程。( 參看第 45 頁“ 紀律轉校”)。 

遷址轉校。學生在波士頓市內學區遷址，須轉讀新遷學區
的學校。不過，若家長書面同意自供接載，學生可繼續留
在原來學區學校到最高年級。在派位區內 的更改地址，也
會影響步行區狀況或獲校巴接載的資格。

無家可歸學生。在學年中，學生屬無家可歸，有權留在原
校，或於臨時居處所在的新學區或市鎮中的學校。詳情可
電波市公校無家可歸學生服務，電話﹕617-635-8037。 

超齡學生。學生在 20 至 22 歲，會派往波士頓成人技術學
院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這包括目前學生、新
生及重讀波市公校 BPS 的學生。不過，校長可容許部份
學生留在原來高中，學生亦有權對派往成人技術學院提
出上訴，可致電註冊服務處 Office of Enrollment Planning & 
Support 求助，電話﹕617-635-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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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政策: 
學生紀錄

如你的高中已關閉...

請把學校成績總單申請表，傳真至Charles Childress，
電話 617-635-9164。你還可郵寄申請往： 

OIIT，收件人 Charles Childress
Boston Public Schools 波士頓公立學校
26 Court Street, Boston, MA 02108

離開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的紀錄 

當學生離開波士頓公立學校，入讀非波市公校 BPS，
波市公校 BPS 會直接交學生紀錄往新校。若學生在
暑期轉新校，家長會需要數天或數週，從學校取得紀
錄。在 7 及 8 月間，學校教職員的工時是有限的。 

學生資料發放 

通常，未有家長或有關學生書面許可，個人或組織是
不能合法地取得學生紀錄的。但是有數個例外可，容
許學校發放學生資料而無須家長同意，及有時包括在
這指引中指出的通知。 

 據本州法例，當學生轉往新校，學生紀錄（包括
特殊教育紀錄）可轉往新校，而無須經家長同
意，只要   每年有通知家長關於此法便可。 

 為必須保護個人的健康或安全而發放資料，或麻
州兒童及家庭（DCF）、青少年服務處（DYS），
懲教員或其他執法人員或教育機構，可作此種要
求。 

 據聯邦“ 無忽視孩子
法”，公立校區可發放
中學生姓名、地址及電
話號碼給美國軍部及高
等教育招募    人員。
不過，家長或學生可書
面要求，不發放這些資
料。此等要求，可用兩
個方法提出要求 : 
 填寫在此手冊第 36 

頁“發放資料給軍方
及高等教育招募人
員”部份。在這段選
一格或兩格，由學生
或家長簽名。 

 向校長或用電郵呈交
書面要求。通常招募
員會在學年初索取資

學生紀錄是包括所有由波士頓公立學校，儲存有關學
生任何形式的資料。以學生姓名或用一種可辨認個別
學生的方式排列。 

學生總成績單或永久紀錄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地
址、完成年份及年級、科目及取得成績等級。從學生
離開後，永久紀錄會保留 60年 。 

其他有關學生的紀錄，是屬臨時紀錄，自學生離開學
校系統 7 年後銷毀，家長/ 監護人有權在臨時紀錄銷
毀前向在最後就讀學校的行政人員要求副本。

任何學生家長或14 歲以上進入高中的學生，有權要
求查看學生紀錄。家長或學生應在提出要求後，不超
過 2 天收到紀錄，及可要求由合資格專員解釋，或由
校長修訂紀錄。若查看你孩子的學生紀錄，可致電學
校。 

關於學生紀錄詳情 :
 可參看校監通告LGL-7“學生記錄程序”或到訪 : 
 www.doe.mass.edu/lawsregs/603cmr23.html

學生保健紀錄    

據聯邦及本州學生紀錄法律及條例，學生保健紀錄是
受特別保密保護規限的。雖然，學生保健紀錄是臨
時紀錄的一部份，但不如成績總單或臨時紀錄般可
獲得。通常只有校護，才可完全獲取臨時紀錄中的
學生保健資料。在法律上是允許某些健康資料，在
未經學生家長同意，由護士以外的學校工作人員發
佈，有關詳情，可參閱波市公校 BPS 網址，校監通
告 LGL-16，”學生健康資料”。 

波市公校 BPS 舊生取學生紀錄 
波市公校 BPS 舊生可透過提交書面 請求，獲成績總
單及畢業證明副本。

詳情請到訪波市公校 BPS 網址，及要求學校成績
總單申請表格 School Transcript Request Form 副本：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request-transcript

如你的高中仍在開辦 ... 

填寫學校成績總單申請表，並傳真或郵寄到學校。在
波市公校 BPS 網址的學校列單頁上，有每間學校的
聯絡資料。

波士頓學生咨議
會說…

波市公校 BPS 有責任
確保學生和家長，知
道他們有選擇權。在
考慮過你的選擇後，
你可決定兵役是適合
你的。你應該知道徵
兵人員所採用的手
法，並提防不完整或
不清楚的資料。 我
們有權對前途作出選
擇，但我們也有權知
道我們會踏進什麼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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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故在 2013 年 9 月 20日前呈交要求，便可
避免受游說。 

 如麻州教育改革法規定，公立學校學區必須給予
特許學校學生的姓名和地址，作為招生的目的。
如你希望發放此資料，請填寫在第 35 頁上，”發
放資料資給特許學校” 那一節。

 波士頓公立學校可發放下列資料，而無須家長同
意﹕學生姓名州特配學生識別號碼、年齡、住處
鄰區、班或級別、出席日期、參予正式組織活
動、體育隊成員、學位資格、榮譽及獎狀及升
學計劃。若你不想未經你的同意而發放，你須在 
2013 年 9 月 20日前，知會校長。可參看第 35 頁。

據麻省法例 [ 麻州普通法 M.G.L.，71 章，第 34H 段 
603 CMR 23.07(5) (a) 說明，公立學校向非擁有撫養權
的家長，供學生資料的程序。詳情可到網址﹕
www.doe.mass.edu/lawsregs/603cmr23.html?section=07

波市公校 BPS 政策說明，學生紀錄及家長與學生就
學生紀錄的權益，在每學校均有副本備索。家長或學
生可向聯邦教育部家庭政策遵行處，投訴違反家庭教
育權益及私隱法及其條例（FERPA）。

畢業典禮   
高中畢業是一個很重要及特別的時刻，所有波市公
校 BPS 高中會有正式的典禮，給畢業生一種榮譽、
並頒發證書、獎學金及其他表揚，只有那些符合波
市公校 BPS 高中所有升級規定，及 在麻省能力評斷
（Competency Determination）規定，在麻州綜合評估 
MCAS 英文、數學、歷史/ 社會及科學/ 科技/ 工程測
驗合格，方可參加高中畢業典禮及領取證書。學生未
符合畢業要求是不可“上禮台”及只領一張白紙，
取代畢業證書。

這政策只有 3 個例外:

 學生在麥迪遜高中完成 2 年技術職業課程，及取
得能力證書，則可參加畢業典禮。 

 有明顯的殘障特殊教育學生，在 22 歲，基於年齡
而高中畢業，並達到個別教育課程 IEP 的目標，
可獲出席證書，並准予參加畢業典禮。 

 其他殘障學生能符合這些規定，可選擇參予:

 在上學年，學生無超過 9 次無故缺席

 學生至少參加 10 年級麻州綜合評估 MCAS 每
科 3 次，但不合格，或交了 2 次“另類”評估
夾

 學生完成12年級，而且如在個別教育計劃IEP
中，所界定為有良好的成績，符合學校及波市
公校 BPS 所有非學術標準

很多學校在學期終舉行集會，表揚學生在幼稚園、5 
年級及 8 年級升級。但是，這些並非畢業典禮，不鼓
勵學校稱之為畢業典禮，頒發“證書”，帶四方帽及
穿禮袍。 

除高中畢業班同學外，所有學生均要出席到最後的
（第180日）上課天- 就算學年結束典禮，是在最後上
課天前舉行- 若不出席則當“缺席 ”論。 

學生紀錄 （續） tes del Estudiante (continuación)

家課  

波士頓公立學校教育工作者深信，當學生花時間在有
意義的家課習作上，他們學業成功機會更大。家課是
基於課堂習作，及鼓勵發展自律及個人責任，這亦可
促進家庭與學校合作與溝通的重要方法。 

每一波市公校 BPS 學生在每個上課天，都應有家課
習作。請參看第18 頁（小學），20 頁（初中），
及 22 頁（高中）家課指南。

若對家課有疑問，或若你或你孩子對指定家課的價
值，或數量有所關注，先與老師聯絡，然後通知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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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  

每天，學生應準時到校，
學生在開課後抵校是算遲
到，應按學校的手續辦理
才算出席。遲到過多，高
中學校可算作缺席論。( 
詳情可參看第14 頁 )     

據波士頓學校委員會政
策，學生遲到應准予進
校。校長必須(a)與校基
會審議目前關於遲到的政
策，(b)訂定處理學生遲
到的合理結果、正面的激
勵，去鼓勵準時(c)緊密地
去檢視遵行這些政策。

手機  

波士頓公立學校手機政策，目的是確保在上課時，使
用手機不至妨礙教學，這是與代表所有波市公校高
中學生的波士頓學生咨議會（BSAC），合作下訂定
的。政策是適用於所有波市公校 BPS 各級學生，包
括先導及特別許學校。 

 學生只能 在下列時間使用手機 :
 課前及課餘在校舍

內或外; 
 在課餘或體育活

動，只得教練、指
導或課程主任的許
可;

 在校內晚上或週末
活動。

 在學校範圍任何時間，
不得使用手機作任何
目的–包括致電，傳短
訊及其他供能。

 在上課天不得露手機。

 在上課天須完全關閉手
機 ( 不僅只在靜或震動
狀態 )。

違反政策學生有下列處分: 

 初犯: 沒收手機及在放學歸還。

 第二次及隨後犯規: 沒收手機及只還給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在餘下學年，學生不能再帶手機返校。

 重復違反這政策: 學生會有額外紀律處分，這與行
為手則一致。

波市公校政策:

波士頓學生咨議
會說… 

遲到政策是涉及學生和
他們教育的尊重。波市
公校 BPS 管理層看到拒
遲到學生於校門外，作
為懲罰是錯誤的。學校
需要繼續發展正面的激
勵，令學生想要前來接
受教育，如通過改善學
校文化和強調協助遲到
的學生，而不是留堂或
處罰。並需要顯示給學
生，教育是對他們如何
重要，要準時出席。

波士頓學生咨議會
說… 

對很多學生需要與家
庭或課餘工作溝通，
手機是重要的。我們
需要手機，但我們不
想打亂任何人的學
業。 波市公校手機政
策，是由及為學生 擬
訂的，在尊重我們的
學習環境和尊重學生
的權利之間，保持平
衡。

學生儲物櫃  

初中及高中學校，會指定每一學生有一儲物櫃，作安
放學校用品及個人物件。學校供應儲物櫃及鑰匙，學
生不得使用自備櫃鎖。 

最重要是家長及學生要明白，儲物櫃乃波士頓公立學
校公物，而提供給學生使用，學校教職員有權搜查儲
物櫃，及內裏任何個人物品（如大衣袋）。 

學校教職員每年至少一次，檢查所有儲物櫃，作為大
掃除，但當懷疑有安全或保安問題時，亦會隨時檢
查。在搜查中，若發現任何非法、違禁或有潛在危險
的物品或罪案證據，會交予有關當局。 

查看在校規有關儲物櫃詳情。

其他個人財物  

當有貴重個人物品如首飾、玩具或電子物品在校遺失
及失竊，是會令學生及學校職員不安。學校強烈鼓勵
家庭，要確保子女不攜帶貴重物品回校。

若此等物品會引起滋擾，按校規職員會在學校拿去學
生財物，校規亦會說明某些物品根本就不能攜帶進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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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會盡量歸還個人財物給學生或家長，不過，學校
沒有責任，補償遺失或失竊的財物或賠償給家庭財物
的價值。 

成績報告表  

成績報告表是在每年的評分期發放，通常小學及在幼
K 至 8 學校中的幼K至 5 年級，是分 3 個評分期，大
部份初中及在幼K至 8 學校中的 6 至 8 年級及高中，
設 4 個評分期。在 2013–2014學年的評分期，在這手
冊封底有列明。校基會可要求不同評分期規定，有別
於中央辦事處所定。 

通常，學生帶成績報告表返家，讓家長或監護人簽
名，然後交回給老師。一些學校在開放日或家長/ 教
師會議派發成績表。 

在評分期中段，學生有不合格危險，學校須發出警告
通知，讓學生帶返家。 

要知道子女的進展如何，可致電學校安排家長/ 教師
會議。波市公校歡迎中心可建議你怎樣與教師開一個
成功的會議。中心電話列在第 5 頁。亦可在第10 頁
看“預備一個有建設的家長—教師會議”。 

透過學區的學生資料系統 (SIS -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 家庭也可監控孩子的學術成績進展。在秋
季，學校會有詳情。

體育運動

所有波市公校 BPS 初中及高中，都給學生參加初級
校際和校際體育的機會。波市公校BPS 是麻州校際體
育協會的成員，其體育運動項目必須遵循 MIAA 規
則。

麻州已有法例規定所有學生運動員和家長，以及教
練、 體育運動主任、 校護和醫生，透過培訓和文
字材料，瞭解頭部受傷和腦震盪的後果。在學生參
加課外體育活動，家長義工和學生家長 / 監護人將
獲學校的詳細資料。法律文本可在網址查閱：http://
www.malegislature.gov/Laws/GeneralLaws/PartI/TitleXVI/
Chapter111/Section222

在每個運動季節開始的 13 個月內，每個學生運動員
必須成功通過體檢。

有關波市公校BPS 體育資料，可在學校和波市公校
BPS 網站查閱: bostonpublicschools.org/athletics。

學校取消上課  

有時，因天氣或其他緊急情況，波市公校 BPS 會關
閉學校。學校用這些方法，傳遞取消上課的訊息。 
用自動電話致電學生家裏:

 主要電台及電視台，在上午5:30 開始

 市府風暴中心  617-635-3050 

 波市公校 BPS 總機 617-635-9000

 波市公校 BPS 網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波士頓市府網址 www.cityofboston.gov/snow

  報名獲電話或電郵通知緊急風雪、泊車禁令及
取消上課。

無論決定怎樣，雖然學校是照常上課，家長亦應作最
後決定，是否安全送子女返校。若家長基於安全理
由，決定留子女在家，而家長附上字條，這算是因故
缺席。（參看 “ 升級政策﹕出席”，第14 頁。）

 若學校關閉:這天將在學期終補回 

 若在上課中天氣轉壞:會在正常時間放學 

 課餘班:當學校取消上課，所有波市公校 BPS 課餘
班、體育活動及晚上課亦會取消。 

據州府法例，學生在學年上課為180 天。據波士頓教
師公會合約，最後上課天不能遲過 6月30日，若有需
要，波市公校 BPS 會遵照這些規定，調整校曆，你
孩子就讀學校會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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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予和管治

每一波士頓公立高中（包括學區高中、考試學校和所
有高中程度的另類和先導學校）須要有一份書面學生
參予政策，紀錄在課堂及更廣泛學校社區，給予學生
扮演領導角色的機會。 作為這項政策一部份，每所
學校須有一個有效的學生政府。在這個組織的學生領
導，在學校和學區層面的決策過程中，擔當顧問、研
究員和參予者。每位校長有負責保證學生政府，在不
遲過 10月15 日成立。 

初中和小學也許要建立學生政府，但沒有這個規定。 

波士頓學生咨議會（BSAC）是全市學生領袖組織，
代表所屬的高中。在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中，波士頓
學生咨議會（BSAC）是代表學生的聲音。就高中改
革的努力，及知會他們所屬學校，關於全市的學校
議題，波士頓學生咨議會（BSAC）代表會提出其看
法。透過擬訂全學區政策，也針對學生的議題。要求
每所波市高中至少有1個，如有需要，甚至設 2 個波
士頓學生咨議會（BSAC）代表。查完整政策，可參
閱校監通告FAM-20。

除在這手冊描述外，波市公校學生有很多權利和
責任。波市公校行為守則（參看第 44頁）已有完
整列出。你也可在這www.bsaconline.org網址，點
擊“Students 學生”，認識學生的權利和責任。

校服 

波士頓公立學校無全學區的校服政策，但是，有一校
服政策，在這政策下，每一校基會可選擇 3 種意向: 
 不穿校服 
 自願穿著或服飾規定，或 
 強制（必須）穿著校服或服飾規定 

就算你孩子學校有強制穿校服政策，你亦有權不參
予。可去信校長申明你孩子不參予便是，學校教職員
須容許學生不穿校服仍可上課。 

保管書本及其他教材 

學校免費供應學生課本及其他所需文具。課本及圖書
是波市公校 BPS 財物。 

大部份學校使用課本是不超過 5 年，而且保存良好。
學生要完整歸還，拿回家的課本要包封好。 

若學生損毀或遺失書本或其他學校公物，學生或家長
須支付補回費用，家庭需知道很多課本是十分貴的。 

飲用水

根據法例規定，學校必須在上學時，向所有學生供飲
用水，而不另收費。在學校膳堂或在學生用膳時所在
範圍內，所有學校都放有飲水機。關於可飲用水詳
情，請聯繫康健處，電話 617-635-6643。

無煙草環境政策

在任何時間，和在學校物業 50 英尺範圍內，也在所
有學校主辦、校外活動，是禁止擁有、使用和展示所
有煙草製品和用具。“學校物業”包括校舍、辦公
室、倉庫、田徑場、校巴和車輛、停車場、行人路 / 
通道和 波市公校BPS 管轄下的任何其它物業。這項
政策適用於所有個人，包括學校教職員和訪客，違者
可被判罰款。違反對政策學生將如行為守則及/ 或學
校手冊中所述，受紀律處分。查完整政策，可參閱校
監通告 SHS-18。

波市公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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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質素
 家長參予政策
 家庭- 學校合約
 學校整體改善計劃
 英語學習學生
 離開不安全學校的選擇。

據聯邦無忽視孩子法NCLB，在每一州的公立學
校 （包括特許學校），規定每年有全州測驗，衡量
學生在一年所作的改進。在麻州，全州測驗是 MCAS 

— 麻州綜合評估測驗。在麻州的公立學校，衡量學
校進展是基於學校在 2017 年，目標是縮短精煉程度
差距一半。精練程度差距是指在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得分達 “精練Proficient” 水平，不同學生群
組間的差異。群組是由種族、英語學習學生、殘障學
生和低收入學生組成。成績在”精通”水平的學生，
顯示在具挑戰學科內容有扎實的瞭解，並可解決各種
各樣的問題。

基於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的成績結果，把學區
及學校放置在5 個”問責和援助水平”。1 級水平學
校是最高表現的學校。3 和 4 級水平學校是成績在
底部 20% 表現水平的學校。這些學校不獲額外的支
援，在有些學校，此等支援可包括更長的上課天和免
費課餘補習，有助他們的改善。波士頓沒有5 級水平
的學校。

中小學教育法例名為無忽視孩子（NCLB），是聯邦
最大的撥款項目，去資助美國中小學教育。無忽視孩
子NCLB對學校運，作帶來很多重要的改變。如:

 堅持對所有學生有高期望及高水平
 學校要對成績結果負責
 提高可行的教學法
 給家長較多選擇
 有多項規定協助家長在子女教育有強力的角色。

在無忽視孩子法NCLB中，有10 項“法權”或教育項
目。最大的是第1 法權。第1 法權給予學校撥款，服
務低收入學生，協助學校提供最佳教育。在 2012 - 
2013 學年，所有波士頓公立學校都獲第 1 法權撥款。

這換取要期望學校，為所有學生達到本州的標準，要
家長積極參予子女的教育。事實上，無忽視孩子法
NCLB說明家長在協助子女在校成功及在協助學校改
善中，是主要的夥伴。

在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中這段中，解釋無忽視孩子
NCLB的各部份，及列出家長的權力，包括這些題目:
 學校問責
 教育及學區成績報告

“無忽視孩子”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學校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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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學區成績報告
每年所有州及學區須分發學校成績報告，這有別於孩
子在校成績報告。

報告表包括些什麼？

據無忽視孩子法 NCLB，學校成績報告須告訴你:

 有多少教師是高資歷的（已受訓練及有檢定證
書）去執教及教那一科。

 在上一輪麻州綜合評估 MCAS 英文及數學測驗
中，學校的學生表現怎樣。

 麻州綜合評估 MCAS 各組別的表現是怎樣:
 男女生
 不同種族及族裔學生
 有資格獲減免午餐的學生
 英語程度有限學生
 在特殊教育班的學生
 游徙學生

 在各組別參加麻州綜合評估MCAS 測驗學生的百分
率

 學區及本州在麻州綜合評估MCAS 的整體表現是怎
樣

 出席率

 高中畢業率

學區成績報告須包括這些資料:

 各組別學生在麻州綜合評估MCAS與全州所有學生
表現平均相比

 州及全國閱讀及數學評估的結果

 殘障及英語程度有限學生在全國評估參予率

學校及學區成績報告表為什麼這樣重要？

這些成績報告表給家長資料，去協助他們為孩子下一
學年的教育作決定，這協助家長想想，送孩子往那間
學校。

怎樣及什麼時候獲學校及學區成績報告？

學校須郵寄或由學生帶返家學校成績報告給學生家
長，若家長要求，學校須給他們一份學校及學區成績
報告。在歡迎中心備索及登在波市公校 BPS 網址。

那裏獲協助讀懂學校及學區成績報告？

成績報告應是適合家長閱讀的，內容資料簡易明白，
若不明白報告，可向校長求助。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與教師資歷  
據無忽視孩子法 NCLB，所有學區在核心學科任教的
所有教師，須具“高資格”。核心學科是數學、科
學、閱讀、歷史、英文、外語、經濟、公民與政府、
地理及藝術。不是核心學科教師，無須具高資格。

高資格是指什麼？

“高資格”是指教師須:

 有學士學位

 有完整州府教師證書或教師執照

 能證明知悉每一任教學科。

據無忽視孩子法 NCLB，第1 法權學校只能新聘高資
格教師， 就算教師有多年教學， 亦需經常培訓，去
達到高資格。

怎樣知道教師的資歷？

你有權去知道孩子就讀學校教師的資歷，特別是教你
孩子的教師，學校須在校存此資料，若問及便要給
你。一些學校要你書面提出要求。

你可找到:

 教師是否符合州的教學標準，任教有關年級及科
目

 教師是否基於應急及特殊情況任教

 教師在大學的主修科

 教師是否有其他高級學位及修讀那一門學科

 孩子的助教所供服務及他們的資歷。

每年，學區須告訴你有多少在校教師具高資格。這資
料會作為孩子所在學校的成績報告表（參看學校及學
區成績報告表段，第 57 頁）。

無忽視孩子法對助教怎樣說？

助教是成年人，支援教師及家長。在第1法權學校，
所有支援教師的助教，須至少有 2 年大學學歷或通過
學區測驗。

任翻譯及家長參予項目的助教，無須達此規定。



2013–2014 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為家庭及學生58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與教師資歷 （續） 

若孩子的教師不合高資格是否獲通知？

據無忽視孩子法 NCLB，若教師不具高資格，子女校
長須告訴你。若代課教師連續超過 4 個星期代課，而
不具高資格，校長須通知你，長期代課超過連續第 5 
個星期，校長亦要通知家長。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與家長參予政策
據無忽視孩子法，第1 法權學校須有書面的家長參予
政策， 由家長訂定及批准。 這政策列明家長怎樣參
予為孩子的教育夥伴。此計劃應隨著家長的關注而改
變，作經常審議，政策的擬訂、審議及評估須包括家
長在內。

家長參予政策內有什麼資料？

這政策須包括 3 個主要範圍: (1) 政策擬訂， (2) 分擔
學生成功的責任，及 (3) 讓教育工作者與家長共同努
力，去協助所有學生達至學習目標。

 政策擬訂。政策須說明家長怎樣參予擬訂學校的
家長參予政策，應咨詢家長批准政策及第1 法權計
劃。如: 要在如何運用第 1 法權撥款，作主要決定
時，應有咨詢家長計劃。政策要說明學校怎樣去
支援家長出席重要的第1 法權會議，供接載、食物
及托兒。

 分責。政策須包括一份學校- 家長合約，列出學校
怎樣與家長合作，去協助學生改進學業，政策應
訂出合約的目標，亦說明家長及學校怎樣共同制
定這合約。（詳情可參看第 57 頁“無忽視孩子法
NCLB及學校家長合約”)。

 教育工作者及家長技巧與知識。政策應指出家長
及教育工作者的培訓及資料，家長有機會知道:

 期望學生要達到的標準及指定的學習目標
 怎樣衡量學生進展
 怎樣評估學生
 家長怎樣與老師合作，改善孩子成績
 供家長去協助孩子的材料及培訓機會。

教職員應有機會，去認識關於讓家長作為平等夥伴的
重要。盡可能，家長應是受培訓職員的一員。

誰寫這政策？

學校須讓家長參予擬訂家長參予政策，學校會在學期
初開會，聽取你的意見。

怎樣取得家長參予政策？

向孩子的校長或學校家長聯絡員取一份政策，其內容
是簡明的，若要協助理解，可問校長，除了英文，政
策也翻譯成其他文字的。

怎樣參予擬訂家長參予政策？

在家長週年會議或通常稱之為“開放日”中，學校
須解釋第1 法權課程。大部份學校在學年初舉行開放
日。學校須讓家長知道怎樣整體地參予學校，及擬訂
家長參予政策，你的參予，仍對孩子及學校有作用，
若不能出席，致電家長及問你怎樣可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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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與家庭 - 學校合約
每間第1 法權學校，須有家- 校合約這講述學校及家
長建立夥伴，去協助學生學業成功。這列明學校怎
樣去配合學生需要，家長及學生的角色及責任。這作
為個別學生，其家長/ 監護人及學校間的書面合同的
基。 家長/監護人、 學生、 學生的老師及校長，全體
要簽這同意書。

合約包括些什麼？

合約包括所有及家長、學生、教師及校長，同意協助
學生學習的工作及責任。各學校有不同的合約。

合約須說明學校怎樣提供高質量及有效的教學，去協
助所有學生學業成功，這應包括學校會做的:

 確保所有教師是高資格

 為所有學生提供高質教學

 檢視所有學生進展

 確保所有學生獲富挑戰的功課及高質教學

 每年超過一次，向家長報告學校怎樣協助學生取
得進展

 為家長及教師創造良好工作關係的方法

 確保教師經常向家長報告其子女的進展

 確保家長可合理地通達教職員

 確保家庭獲協助孩子在複習科目，如數學及科學
的資料、材料及訓練

 供家長資源，如接載及托兒需要，去參予學校活
動。

合約亦應說明期望家長及學生要做到的﹕如可包括:

 確保完成所有指定的家課

 在家花時間閱讀

 盡可能避免遲到及缺席

 尊重學校教職員

怎樣拿到一份家-校合約？

在學年初，你應收到一份並簽名。你亦可向學校要
求一份。

學校整體改善計劃 
學校整體改善計劃（WSIP）是學校備妥的計劃，是
這學年學校教學的指引。這計劃說明學校確保所有學
生升級或畢業。

學校整體計劃WSIP亦是第1 法權學校的運作計劃，並
須符合所有第1 法權規定。

學校整體改善計劃WSIP包括些什麼？

學校整體改善計劃WSIP包括:

 一個需要的評估，包括成就數據

 教學目標及策略

 學生支援策略

 協助在掙扎中學生的策略

 學校怎樣括進家長在孩子的教育中

 培訓教師，協助他們做得更好

 學校怎樣善用所有資源

 怎樣運用學生成績資料去改善教學

 支援學生的最佳方法是什麼

 學校怎樣達每年足夠進展AYP

 地區撥款及所有學校資助的預算

 學校計劃中為康健的努力，名為康健行動計劃。

怎樣讀得學校整體改善計劃？

歡迎在學校閱讀。

學校會有計劃的撮要，給家長及其他想知道學校計劃
的人，學校應用主要語言翻譯撮要。

若要協助理解釋學校整體改善計劃，要求校長與你一
起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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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英語學習學生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說明，若是英語學習學生 ELL 
家長，會預料:

 要測驗子女英語水平，並告知成績

 如波士頓公立學校認為孩子應在英語學習課程，
你有權選擇認為最好的課程，請參看第 24-25 頁英
語學習學生，波市公校BPS供不同英語學習課程資
料。

 給學障學生的英語學習課程，是要符合個別學生
教育課程 IEP 的需要

 除學習英語外，你孩子亦應學習與所有其他學生
一樣的數學、歷史及各科內容

 你所獲資料應是簡易明白，盡可能獲取用你所認
識語言書寫的資料。

無忽視孩子法 NCLB 與離開不安全學校的選擇 
無忽視孩子法NCLB其中對離開不安全學校的選擇，
讓家長:

 把孩子調離（中或小）學校，而這些學校被指
為“不安全或有持續危險”

 的孩子調離（中或小）學校，若其是:

 嚴重肉體及/ 或精神被襲的受害人

 受危險武器 ( 包括但不只是槍或刀 ) 襲擊的受
害人

 在校園、校巴或學校贊助活動中，暴力刑事罪
行的受害人

怎樣算是不安全或有持續危險的學校？

目前，波士頓公立學校內沒有一間學校，被認為是不
安全的學校。

在麻省，一所不安全或有持續危險的學校是指連續 3 
年或以上:

 有一個或多個學生帶槍返校，而被驅逐出校

 因武器，肉體襲擊或暴力罪行而驅逐出校超過 45 
天，而這些學生人數超過全校總人數的1.5%。

怎樣知道學校被認為是不安全？

若學校被認定是不安全，家長會獲通知。你可聯絡校
長查詢。

若孩子覺得不安全怎辦？

你可要求轉校，家長/ 監護人須填寫及簽署“要求安
全轉校表”，呈交校長，或課程主任審議及建議。詳
情與校長聯絡。

參看第 40 頁，學校安全及緊急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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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家長訓練及專業培訓機構 
 機構 網址及電話 供訓練類別

波士頓社區行動
（ABCD）

bostonabcd.org
617-348-6000

供在波士頓家庭多樣資源，包括啟蒙、青年項目、職訓技巧
及房屋。

美國學生援助
大學途徑中心

asa.org/plan/centers
617-536-0200

免費協助所有年齡人士，策劃及支付大學及其他建
立事業的項目，在波士頓公立圖書總館，亞美福利
會 (華埠)，Harborside 社區中心，及下列分館 Codman 
Square、Egleston Square、Hyde Park 及南波士頓。

波士頓課餘與以外
及波士頓導航

bostonbeyond.org
bostonavigator.org
617-345-5322

協助家長及照顧者在波士頓鄰區找課餘班及暑期班，關於在
上學時間以外托兒，供其他資訊。BOSTONavigator.org 波士頓
導航列出超過 1,500 個項目，主理課餘班、課前班、週末班及
暑期班。

波士頓 BEST 創議
（擬訂典範制度訓
練青年工人）

youthworkcentral.org
617-451-0049 /
TTY 617-451-0007

致力改善青年工人技巧及獲專業培訓機會，供青年工作證書
課程。一項健康資源行動。

波士頓就業鏈結 bostoncareerlink.org
617-541-1400

一站可獲就業服務、勞力培訓、就業服務。

波士頓青年及家庭
中心（社區中心）

cityofboston.gov/bcyf
617-635-4920

為嬰兒、兒童、青年及各年齡成年人而設的項目及服務。在
每一波士頓鄰區辦進修及有趣的教育與康樂項目。

波士頓
華埠社區中心

bcnc.net
617-635-5129 x 1035

課餘、藝術和進修、青年發展、成人英文班。家庭服務項目
包括家長研修班，集體及個人支援。支援有特殊需要或在特
殊班孩子的父母。用中國方言如廣東或普通話提供服務。

第1 法權家長會 
(BPAC )

bpsfamilies.org
617-635-9660

讓波士頓公立學校家庭有參予機會，參予第1法權服務決策。

波士頓家長組織網
（BPON）

bpon.org
617-522-2766

一個全市項目，著眼組織家長及社區一起改善波士頓公立學
校。

波士頓教育夥伴 bostonpartners.org
617-451-6145

訓練義工助波市公校學生閱讀、寫作及數學、社交及學習技
巧、說話能力，縮短成績差距，改善麻州綜合平估測驗MCAS
及建立自信。

波市公校 BPS
 成人教育

bostonpublicschools.org/
department/adult-education
617-635-9300

課程有助波士頓居民達至基本識字及學能技巧。用替代途
徑，給成人、中途輟學及高中學生，有第二次機會，取得高
中文憑或同等學歷 GED。

波市公校部門延長
學習時間、課餘班
及服務（DELTAS）

617-635-1578 與社區及政府機構、健康機構、高等教育機構及家庭合作，
確保波市公校 BPS 學生，可達優質課外時間活動及服務，支
援學業成功及健康發展。供學校課餘班，延長學習課程及服
務資訊及資源。

波市公校家庭識字
計劃/ 成人學習中心

boston.k12.ma.us/adulted/
Adult_Learning_Center.htm;
617-635-9300

為學齡孩子的家長設成人教育班，包括英文為第二語言，識
字及數學，由基礎高中文憑預習，加上親子技巧，家長及孩
子每月研習，電腦課及設輔導。

波市公校 BPS 
家長大學

bpsfamilies.org/
parentuniversity
617-635-1683

免費學習班，目標是有助波市公校 BPS 家長，加深明白孩子
怎樣學習及發展 ；孩子應該學些什麼 ； 如何協助孩子成功 
； 和如何將其他家長聚集在一起工作，改善學校課程關於不
同的財務管理、 衛生和健康、英語為第二語言 （ESL課程） 
和電腦知識。

波市公校 BPS 特殊
教育及學生服務

617-635-8599 服務有或沒有殘障的學生及支援家庭，包括輔導、無家可歸
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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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 網址及電話 供訓練類別

波市公校 BPS 特
殊學生家長會 
(SpedPAC )

617-635-9210 支援、訓練及為波市公校BPS特殊學生家庭倡議。

波市公校 BPS 第一
法權家庭及職員訓
練中心

617-635-7750 供家長及職員培訓及參予機會，包括有關波士頓公立學校的
研習及家長大學，透過第 1 法權撥款提供服務。

波市公校 BPS 迎新
服務

617-635-9085 支援家庭和學校有關選擇、註冊登記，並成功地轉讀波市公
校 BPS 的學校，主要重點著重過渡年級： 幼稚園、 6和 9 年
級。支援學生、 家長培訓和學校行政人員和教職員的專業培
訓。

波士頓托兒選擇 childcarechoicesofboston.org
617-542-KIDS (5437)

供在波士頓的檢定托兒中心、提供者及課餘班資料與資源。
提供訓練協助幼兒專業人員，取得及保持孩子發展輔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CDA) 證書。

Roxbury 兒童服務 csrox.org
617-445-6655 ( 英及西語 )

社會服務項目，服務全麻州的低收入孩子、家庭及成人，包
括緊密的領養照顧、領養、穩定及支援家庭（FSS）、家長導
師、麻州兒童家庭（MFFK），及為無家可歸的個人及家庭的
項目。

城市鏈結 bc.edu/schools/lsoe/
cityconnects/
617-552-4231

城市鏈結是由波士頓學院主理，與200個社區夥伴合作，在波
市公校數間學校，連接家庭到家庭服務、取得服務同意書、
取得撥款及交通，協助有語言障礙人士，及提供基本需要如
房屋及衣服。

全市家長會
（CPC ）

617-635-9210 為所有波市公校 BPS 學生倡議優質教育，為家長供技術援
助，倡議服務、訓練、支援及資源。

幼稚園入學倒數 countdowntokindergarten.
org
617-635-6816

供資料協助孩子及家庭準備入幼稚園。入學倒數讓家庭、教
育工作者及社區人士參予全市努力，去慶祝及支持過渡到幼
稚園。為學前兒童設游戲小組，集合家長、孩子及幼兒教育
專業人員，建立友伴支援社區，培育行為，協助家庭取得所
需服務，示範適當成長發展練習。

Dudley 街社區創意 
 （DSNI）

dsni.org
617-442-9670

讓家長、家庭、居民及夥伴知悉快將影響Dudley 街與鄰區家
庭有關的教育會議、訓練、大會及公聽。

東波士頓Ecumenical
社區議會

ebecc.org
617-567-2750 ( 英及西語 )

以鄰區為基礎，透過教育、服務、倡議、社區組織及領袖培
訓，支援各年齡拉丁裔移民。

EDCO 協作 edcollab.org
617-738-5600

供中途輟學、不上學及其他有危機的學生，全面學術課程、
輔導與支援服務及兼職。

家庭第一 families-first.org
617-868-7687

為不同背景及生活情況的家長，在各個地點及波士頓周圍，
設親子項目，強調自律、自尊及溝通。

麻州家庭培育中心 familynurturing.org
617-474-1143

項目及資源是針對有被虐及忽視危險的孩子家庭，提升親子
技巧、改善關係、連結其他家庭，去互相支援，接連有文化
相應的社區資源。

特殊學生聯會 fcsn.org
1-800-331-0688

關於特殊教育資料、訓練及轉介、保健倡議、預早干預、支
援學障孩童、免費家庭熱線、協助有個別教育課程學生。

自由之家 freedomhouse.com
（網頁在擬建中）
617-445-3700

很多項目是在波士頓最不安的鄰區，促進青少年及成人的優
秀教育、經濟自給、社區參予及社會公義。

供家長訓練及專業培訓機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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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行動 hria.org
617-451-0049

供資料及工具，協助個人、專業人員、社區組織、聯盟及組
織，致力改善社區健康。青年及友伴領袖才項目，集中青年
增權。

Hyde Square 工作組 hydesquare.org
617-524-8303
( 英及西語 )

在 Jamaica Plain/ Roxbury 的 Hyde Square/ Jackson Square 設青年
與成人教育項目及社區組織，供補習及進修活動善學生，特
別在語言及識字、課餘班、升學預備，去改學術表現。

La Alianza Hispana laalianza.org
617-427-7175 ( 英及西語 )

支援家庭服務、英語學習、成人及耆英服務、成人教育及職
訓、課餘班。 

麻省兒童倡議 massadvocates.org
617-357-8431 ( 英及西語 )

支援社區組織，集波士頓家長、神職人員及社區領袖，確保
波士頓公立學校就讀所有孩子的教育質素及優秀。

家長論壇 parentsforum.org
617-864-3801

供聯絡網、支援及 ( 英及西語 ) 研習 , 協助孩童家長到年青成
人 ,使之更有自信及能力，面對家庭生活的挑戰、危機及衝
突。在Roxbury及波士頓其他地區舉辦研習。

家長中心 PLACE pplace.org
( 英、西語及葡萄牙語 )
1-877-471-0980 ( 免費 )
617-236-7210

設免費研習、專業培訓、資料及資源，有助家庭為孩子的教
育扮演有力的角色，用英、西及葡語，供全州資料及訓練，
講無忽視子法NCLB，支持親善家庭學校及家長參予。

B.I.N.D. 工程( 波士
頓殘障括進網絡 )

bgcdorchester.org/programs/
BIND.html
617-288-7120

殘障兒童課餘班 , 供全面括進社區活動 , 在Dorchester 男女童
會 ; 一般倡議和家庭支援。

希望計劃 prohope.org
617-442-1880

多種服務機構，供途徑取得教育、托兒所、職訓、房屋及緊
急服務。

波士頓閱讀 readboston.org
617-918-5286
熱線 : 617-635-READ

家庭及校基識字班，確保在波士頓所有孩子到 3年級畢業閱讀
流暢。家長研習、資助借書的圖書館，協助在家閱讀計劃，
駐校家長聯絡。

波市公校
BPS 團隊

617-635-6751 
bostonpublicschools.org/
teambps

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親善大使志願者網路。BPS 波市公校團
隊由家長、校友、教育工作者和社區夥伴組成，有助於投射
正面的光芒在波市公校 BPS 在學校發生好的事情。大使還協
助歡慶我們的學生活動，強化我們的學校和改善我們學區。

把科技帶回家 techgoeshome.org
617-635-2822

給波市公校家長及學生科技訓練，聚焦範圍包括電腦技術、
有效溝通、互聯網資源、就業資源及財務知識。完成課程可
用極低價購買電腦，還有資格獲互聯網服務折扣。

東麻州
市區同盟

ulem.org
617-442-4519

項目是對準社區成員，在教育及經濟條件的轉化，為個別、
家庭、商業及社區組織服務，供電腦、科技訓練及證書、就
業訓練。

市區自豪 urbanpride.org
617-206-4570

直接支援從出生至22歲，有殘障的家庭子女及青年成人，協
助家庭及個人，準備參予有效的個別教育課程會議，及過渡
計劃會議，家庭支援小組。

WAITT 堂 waitthouseinc.org
617-445-5510

為初學者供成人識字服務、協助已有高中證件，而想過渡到
大學的人士，供閱讀、寫作、電腦及數學班、訓練項目及就
業技巧，為 ESOL 學者供過渡服務，進升到成人基礎教育、
成人文憑、大學、就業及技巧訓練項目，事業警覺、財務識
字及電腦識字。

供家長訓練及專業培訓機構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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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索引
小學及幼稚園至 8 年級（幼K至 8 年級）學校

Adams Elementary School（A）
Hannah Irvin 校長 
165 Webster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383
adams@bostonpublicschools.org

Baldwin Early Learning Pilot Academy（D）
Graciela Hopkins 校長
121 Corey Road, Brighton 02135
617-635-8409
nzelc@bostonpublicschools.org

Bates Elementary School（E）
Kelly Hung 校長
426 Beech Street,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064
bates@bostonpublicschools.org

Beethoven Elementary School（E）
Edward Puliafico 校長
5125 Washington St., West Roxbury 02132
617-635-8149
beethoven@bostonpublicschools.org

Blackstone Elementary School（B）
Danielle Morrissey 校長
380 Shawmut Avenue, Boston 02118
617-635-8471
blackstone@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Teachers Union School（D）
Lindsay Chaves 及 Betsy Drinan 教師領導
25 Walk Hill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7717
btuschool@bostonpublicschools.org

Bradley Elementary School（A）
Linda Manzo 校長
110 Beachview Road, E. Boston 02128
617-635-8422
bradley@bostonpublicschools.org

Channing Elementary School（E）
Corrinna Horton 校長
35 Sunnyside Street, Hyde Park 02136
617-635-8722
channi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Chittick Elementary School（E）
Michelle Burnett-Herndon 校長
154 Ruskindale Road, Mattapan 02126
617-635-8652
chittick@bostonpublicschools.org

Clap Innovation School（C）
Justin A. Vernon 校長
35 Harvest Street,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672
clap@bostonpublicschools.org

Condon Elementary School（C）
Ann Garofalo 校長
200 D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8608
cond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Conley Elementary School（E）
Joseph Foley 校長
450 Poplar Street,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099
conley@bostonpublicschools.org

Curley K-8 School（D）
Katherine Grassa 校長
40 Pershing Road,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239
curley@bostonpublicschools.org

Dever Elementary School（C）
Michael Sabin 校長
325 Mt. Vernon St.,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694
dev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Dudley St. Neighborhood Charter School（B）
Christine Landry 校長
6 Shirley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507
dudleystreetschool@bostonpublicschools.org 

East Boston Early Education Center （A）
Olga Frechon 校長
135 Gove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6456
ebostoneec@bostonpublicschools.org

Edison K-8 School（D）
Mary Driscoll 校長 
60 Glenmont Road, Brighton 02135 
617-635-8436
edis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Eliot K-8 School（A）
Traci Walker Griffith 校長
K1-4: 16 Charter Street, Boston 02113
5-8: 585 Commercial Street, Boston 02109
617-635-8545
eliot@bostonpublicschools.org

Ellis Elementary School（B）
Cynthia Jacobs-Tolbert 校長
302 Walnut Avenue, Roxbury 02119
617-635-8257
ellis@bostonpublicschools.org

Ellison/ Parks Early Education School（F）
Natalie Ake 校長
108 Babson Street, Mattapan 02126
617-635-7680
ellison-parks@bostonpublicschools.org

Everett Elementary School（C）
Laura Miceli, 校長
71 Pleasant Street,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778
everett@bostonpublicschools.org

Gardner Pilot Academy（D）
Erica Herman 校長 
30 Athol Street, Allston 02134
617-635-8365
gardn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E. Greenwood Leadership Academy（F）
Catarina A. da Silva, 校長
612 Metropolitan Avenue, Hyde Park 02136
617-635-8665
egreenwood@bostonpublicschools.org

S. Greenwood K-8 School（F）
Alexander Mathews, 校長
189 Flenway Street, Dorchester 02121
617-635-8710
sgreenwood@bostonpublicschools.org

Grew Elementary School（E）
Maud Wright 校長
40 Gordon Avenue, Hyde Park 02136
617-635-8715
grew@bostonpublicschools.org

Guild Elementary School（A）
Anthony Valdez 校長
195 Leyden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523
guild@bostonpublicschools.org

Hale Elementary School（B）
Sandra Mitchell-Woods 校長
51 Cedar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205
hale@bostonpublicschools.org

Haley Elementary School（E）
Angel Charles 校長
570 American Legion Highway,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169
haley@bostonpublicschools.org

Harvard/Kent Elementary School（A）
Jason Gallagher 校長
50 Bunker Hill St., Charlestown 02129
617-635-8358
harvard-kent@bostonpublicschools.org

Haynes Early Education Center（B）
Donette Wilson-Wood 校長
263 Blue Hill Avenue, Roxbury 02119 
617-635-6446 
hayneseec@bostonpublicschools.org

 每一學校名稱之後面的英文字母，是代表學校所屬“網絡”。請參看第 9 頁認識其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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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 Elementary School（F）
Patricia Lampron 校長
1669 Dorchester Avenue, Dorchester 02122
617-635-8725
henders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Hennigan Elementary School（D）
Maria Cordon 校長
200 Heath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264
hennigan@bostonpublicschools.org

Hernandez K-8 School（F）
Ana Tavares 校長
61 School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187
hernandez@bostonpublicschools.org

Higginson School (K0-2)（B）
Marie Mullen 校長
160 Harrishof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909
higgins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Higginson/Lewis K-8 School（B）
Joy Salesman-Oliver 校長
131 Walnut Ave., Roxbury 02119
617-635-8137
higginsonlewis@bostonpublicschools.org

Holland Elementary School（C）
Jeichael Henderson 校長
85 Olney Street, Dorchester 02121
617-635-8832
holland@bostonpublicschools.org

Holmes Elementary School（C） 
Yeshi Gaskin 校長
40 School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617-635-8681
holmes@bostonpublicschools.org

Hurley K-8 School（B）
Marjorie Soto 校長
70 Worcester Street, Boston 02118
617-635-8489
hurley@bostonpublicschools.org

Jackson/Mann K-8 School（D）
Andy Tuite 校長
40 Armington Street, Allston 02134
617-635-8532
jackson-mann@bostonpublicschools.org

J.F. Kennedy Elementary School（D）
Waleska Landing-Rivera 校長
7 Bolster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127
jkennedy@bostonpublicschools.org

P.J. Kennedy Elementary School（A）
Walter Henderson 校長 
343 Saratoga S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466
pkennedy@bostonpublicschools.org

Kenny Elementary School（F）
Suzanne Federspiel 校長
19 Oakton Avenue, Dorchester 02122
617-635-8789
kenny@bostonpublicschools.org

Kilmer K-8 School（E）
Jennifer Cramer 校長
35 Baker Street 及 140 Russett Road 
West Roxbury 02132
Baker Street (幼K 至 3 年級): 617-635-8060
Russett Road (4 至 8 年級): 617-635-6855
kilm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King K-8 School（B）
Khita Pottinger 校長
77 Lawrence Avenue, Dorchester 02124
617-635-8212
ki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Lee Academy (K0-1) （F）
Amelia Gordon 校長
25 Dunbar Avenue, Dorchester 02124
617-635-8618
lee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Lee K-8 School（F）
Kimberly Crowley 校長
155 Talbot Avenue, Dorchester 02124
617-635-8687
lee@bostonpublicschools.org

Lyndon K-8 School（E）
Kathleen Tunney 及 Andre Ward,
管理小組
20 Mt. Vernon St., West Roxbury 02132
617-635-6824
lynd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Lyon K-8 School（D）
Deborah Rooney 校長
50 及 95 Beechcroft Street, Brighton 02135 
617-635-7945
ly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Manning Elementary School（D）
Ethan d’Ablemont Burnes 校長
130 Louder’s Lane,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102
manni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Mason Elementary School（B）
Lauretta Lewis-Medley 校長
150 Norfolk Avenue, Roxbury 02119
617-635-8405
mas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Mather Elementary School（F）
Emily Cox, 校長
1 Parish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617-635-8757
math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Mattahunt Elementary School（E）
Genteen Lacet Jean-Michael 校長
100 Hebron Street, Mattapan 02126
617-635-8792
mattahunt@bostonpublicschools.org

McKay K-8 School（A）
Jordan Weymer 校長
122 Cottage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510
mckay@bostonpublicschools.org

Mendell Elementary School（B）
Julia Bott 校長  
164 School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234
mendell@bostonpublicschools.org

Mildred Avenue School （3-8）（F）
Deborah Dancy 校長
5 Mildred Avenue, Mattapan 02126 
617-635-1642
mildredave@bostonpublicschools.org

Mission Hill K-8 School（D）
Ayla Gavins 校長
67 Child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6384
missionhill@bostonpublicschools.org

Mozart Elementary School（E）
Erin Borthwick 校長
236 Beech Street,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082
mozart@bostonpublicschools.org

Murphy K-8 School（F）
Karen Cahill 校長
1 Worrell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617-635-8781
murphy@bostonpublicschools.org
Murphy Satellite (特殊教育):
215 Dorchester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murphysatellite@bostonpublicschools.org

O’Donnell Elementary School（A）
C. Sura O’Mard 校長
33 Trenton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454
odonnell@bostonpublicschools.org

Ohrenberger School (3-8）（E）
Naomi Krakow 校長
175 West Boundary Road, 
West Roxbury 02132
617-635-8157
ohrenberg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Orchard Gardens K-8 School（B）
Andrew Bott 校長
906 Albany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1660
orchardgardens@bostonpublicschools.org 

小學及幼K至 8 年級學校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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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is Elementary School（A）
Paula Cerqueira-Goncalves 校長
218 Marion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372
otis@bostonpublicschools.org

Perkins Elementary School（C）
Craig Martin 校長 
50 Burke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8601
perkins@bostonpublicschools.org

Perry K-8 School（C）
Edward Lee 校長
745 E. Seventh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8840
perry@bostonpublicschools.org

Philbrick Elementary School（E）
Amy Sprott 校長
40 Philbrick Street,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069
philbrick@bostonpublicschools.org

Quincy Elementary School（A）
Simon Ho 校長
88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02111
617-635-8497
quincy@bostonpublicschools.org

Roosevelt K-8 School（E）
Lynda-Lee Sheridan 校長
95 Needham Road (2 至 8 年級) 及
30 Millstone Road (幼低 K1至1年級), 
Hyde Park 02136
617-635-8676
roosevelt@bostonpublicschools.org

Russell Elementary School（C）
Tamara Blake 校長
750 Columbia Road,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803
russell@bostonpublicschools.org

Sumner Elementary School（E）
Catherine MacCuish 校長
15 Basile Street,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131
sumn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Taylor Elementary School（F）
Jennifer Marks 校長
1060 Morton Street, Mattapan 02126
617-635-8731
taylor@bostonpublicschools.org

Tobin K-8 School（D）
Efrain Toledano 校長 
40 Smith Street, Roxbury 02120 
617-635-8393
tobin@bostonpublicschools.org

Trotter Elementary School（B）
Mairead Nolan 校長
135 Humboldt Avenue, Dorchester 02121
617-635-8225
trott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Tynan Elementary School（C）
Leslie Gant 校長
650 E. Fourth Street, S. Boston 02127
617-635-8641
tynan@bostonpublicschools.org

Umana Academy（A）
Alexandra Montes McNeil 校長
312 Border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8481
umana@bostonpublicschools.org

UP Academy Dorchester（C）
Lana Ewing 校長
35 Westville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617-635-8810
UPAcademyDorchester@bostonpublicschools.
org

Warren/Prescott K-8 School（A）
Michele Davis 校長
50 School Street, Charlestown 02129
617-635-8346
warren-prescott@bostonpublicschools.org

West Zone Early Learning Center（D）
Jean Larrabee 校長
200 Heath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275
wzelc@bostonpublicschools.org

Winship Elementary School（D）
Nadine Marcellus 校長
54 Dighton Street, Brighton 02135
617-635-8399
winship@bostonpublicschools.org

Winthrop Elementary School（B）
Leah Blake 校長
35 Brookford Street,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379
winthrop@bostonpublicschools.org

Young Achievers Science & Math K-8 
School（F）
Virginia Chalmers 校長
20 Outlook Road, Mattapan 02126 
617-635-6804
youngachievers@bostonpublicschools.org

Dearborn School（6-9）（G）
請參看第 67 頁。

Edwards Middle School（A）
Robert Rametti  校長
28 Walker Street, Charlestown 02129 
617-635-8516
edwards@bostonpublicschools.org

Frederick Pilot Middle School（C）
James Brewer 校長
270 Columbia Road, Dorchester 02121
617-635-1650
frederick@bostonpublicschools.org

The Harbor School（F）
Nadia Cyprien 校長
11 Charles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617-635-6365
harbor@bostonpublicschools.org

Irving Middle School（E）
Arthur Unobskey 校長l 
105 Cummins Highway,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072
irvi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McCormack Middle School（C）
Michael Sabin 校長
315 Mt. Vernon Street, Dorchester 02125 
617-635-8657
mccormack@bostonpublicschools.org

Quincy Upper School（6-12）（G）
請參看第 67 頁。

Rogers Middle School（E）
Corbett Coutts 校長
15 Everett Street, Hyde Park 02136 
617-635-8700
rogers@bostonpublicschools.org

TechBoston Academy (6 -12) （G）
參看第67頁。

Timilty Middle School（B）
Renee McCall 校長 
205 Roxbury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109
timilty@bostonpublicschools.org

UP Academy Boston（C）
Jamie Morrison 校長
215 Dorchester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8819
UP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小學及幼K至 8 年級學校 （續） 初中學校

 每一學校名稱之後面的英文字母，是代表學校所屬“網絡”。請參看第 9 頁認識其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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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G）
Lisa Gilbert-Smith 校長
20 Warren Street, Brighton 02135 
617-635-8865
acc@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G）
Sheila Azores 校長
429 Norfolk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617-635-1542
adultacad@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Arts Academy（G）
Anne Clark, 校長 
174 Ipswich Street, Boston 02215 
617-635-6470
arts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Community Leadership Academy（G）
Brett Dickens 校長
655 Metropolitan Avenue, Hyde Park 02136
617-635-8937
bost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Day & Evening Academy（G）
Beatriz Zapater 校長
20 Kearsarge Avenue, Roxbury 02119
617-635-6789
eveni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Green Academy（G）
Matthew Holzer 及Natalie Jaeger 署理共同
校長
95G Street, 3rdrd Floor,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9860
info@bostongreenacademy.org

Bosto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G）
Nicole Bahnam 校長
100 Maxwell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617-635-9373
bihs@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Latin Academy（G）
Emilia Pastor 校長 
205 Townsend St., Dorchester 02121 
617-635-9957
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Boston Latin School（G）
Lynne Mooney Teta 校長 
78 Avenue Louis Pasteur, Boston 02115 
617-635-8895
latin@bostonpublicschools.org

Brighton High School（G）
Patrick Tutweiler 校長
25 Warren Street, Brighton 02135 
617-635-9873
bright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Burke High School（G）
Lindsa McIntyre 校長 
60 Washington Street, Dorchester 02121 
617-635-9837
burke@bostonpublicschools.org

Charlestown High School（G）
William Thomas 校長
240 Medford Street, Charlestown 02129
617-635-9914
charlestown@bostonpublicschools.org

Community Academy（G）
Harold Miller Jr. 校長
25 Glen Road,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7734
commacad@bostonpublicschools.org

Community Academy of Science and 
Health（G）
Tanya Freeman-Wisdom 校長
11 Charles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617-635-8950 
CASH@bostonpublicschools.org

Dearborn School（6-9）（G）
Jose Duarte 校長
35 Greenville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8412
dearborn@bostonpublicschools.org

Dorchester Academy（G）
Kwesi Moody 校長 
18 Croftland Avenue, Dorchester 02124 
617-635-9730
dorchesteracad@bostonpublicschools.org

East Boston High School（G）
Phil Brangiforte 校長
86 White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617-635-9896
ebost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The English High School（G）
Ligia Noriega-Murphy 校長
144 McBride S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979
english@bostonpublicschools.org

Excel High School（G）
Stephanie Sibley 校長
95 G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9870
excel@bostonpublicschools.org

Fenway High School（G）
Peggy Kemp 校長
174 Ipswich Street, Boston 02215 
617-635-9911
fenway@bostonpublicschools.org

Greater Egleston High School（G）
Julie Coles 校長
80 School Street, Roxbury 02119
617-635-6429
eglest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Harbor High School（G）
Isabel DePina 校長
11 Charles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617-635-6365
harbor@bostonpublicschools.org

Kennedy Academy for Health Careers（G）
Caren Walker Gregory 校長
9至10 年級﹕10 Fenwood Road, Boston 02115 
617-635-8450
11至12 年級﹕110 The Fenway, Boston 02115 
617-373-8576
healthcareers@bostonpublicschools.org

Lyon High School（G）
Jean-Dominique Anoh 校長
95 Beechcroft Street, Brighton 02135 
617-635-8351
ly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Mad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H）
Diane Ross Gary 校長
75 Malcolm X Boulevard, Roxbury 02120 
617-635-8970
madis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Muniz Academy（G）
Dania Vázquez 校長
20 Child Street, Jamaica Plain 02130
617-635-8198
muniz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New Mission High School（G）
Naia Wilson 校長
655 Metropolitan Avenue, Hyde Park 02136 
617-635-6437
newmissi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O’Bryant School of Math & Science（G）
Steven Sullivan 校長
55 Malcolm X Boulevard, Roxbury 02120 
617-635-9932
obryant@bostonpublicschools.org

Quincy Upper School (6-12) （G）
Richard Chang 及 Stephen Cirasuolo 
共同校長
152 Arlington St., Boston 02116 
617-635-8940
quincyupp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Snow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at Copley（G）
Cara Livermore 校長
150 Newbury Street, Boston 02116 
617-635-9989
snowden@bostonpublicschools.org

高中學校



2013–2014 波士頓公立學校手冊

為家庭及學生68

TechBoston Academy (6-12)（G）
Keith Love 及 Nora Vernazza 共同校長
9 Peacevale Road, Dorchester 02124 
617-635-1615 
tbainfo@techboston.org

Urban Science Academy（G）
Nicole Gittens 校長
1205 VFW Parkway, West Roxbury 02132 
617-635-8930
urbanscience@bostonpublicschools.org 

Carter Development Center（B）
Marianne Kopaczynski 校長
396 Northampton Street, Boston 02118 
617-635-9832
carter@bostonpublicschools.org

Counseling & Intervention Center 
Jodie Elgee 過渡課程主任 
515 Hyde Park Ave., Roslindale 02131
617-635-8123
cic@bostonpublicschools.org

Roland Hayes School of Music 
Gregory Gazzola 課程主任
55 Malcolm X Boulevard, Roxbury 02120
617-635-8973
rolandhayes@bostonpublicschools.org

Horace Mann School for the Deaf & Hard of 
Hearing (PreK-12)（D）
Jeremiah Ford 校長 
40 Armington Street, Allston 02134 
617-635-8534
hmann@bostonpublicschools.org 

高中學校 （續）

特殊教育學校及課程
McKinley Schools
Velecia Saunders 校長
90 Warren Avenue, Boston 02116 
617-635-9976

McKinley Elementary School（D）
Christine Stella 課程主任
90 Warren Avenue, Boston 02116 
617-635-9978
mckelem@bostonpublicschools.org

McKinley Midle School（D）
Joseph Brown 課程主任
50 St. Mary Street, Boston 02215 
617-635-9853
mckmid@bostonpublicschools.org

McKinley Preparatory High School（G）
Joseph Brown 課程主任
97 Peterborough Street, Boston 02215 
617-635-9907
mckprep@bostonpublicschools.org

McKinley South End Academy（G）
Christine Stella 課程主任
90 Warren Avenue, Boston 02116 
617-635-9976
mckseacad@bostonpublicschools.org

Middle School Academy（C）
Yvonne Vest 課程主任
215 Dorchester Street, South Boston 02127
617-635-1534
middleacad@bostonpublicschools.org

Newcomers Academy（F）
在波士頓國際學校高中設課程
Nicole Bahnam 校長
100 Maxwell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617-635-7993
newcomers@bostonpublicschools.org

Re-Engagement Center 
Gail Forbes-Harris 主任
Madison Park Complex
55 Malcolm X Blvd., Roxbury 02120
617-635-2273

 每一學校名稱之後面的英文字母，是代表學校所屬“網絡”。請參看第 9 頁認識其意思。

West Roxbury Academy（G）
Rudolph Weekes 校長
1205 VFW Parkway, West Roxbury 02132
617-635-8935
westroxburyacademy@bostonpublicschool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