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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亲爱的家长/监护人和学生们： 

2021-22 新学年，欢迎您的到来！ 

约克郡学区致力于帮助学生掌握所需知识和技能，从而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我们相信，

在学生、家长/监护人和教职工的通力合作下，我们定能创造出一个安全、富有成效的

学校环境，并提供受到严格管理的教学机会。《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提供了有助于强

化你我之间合作关系的信息和政策。 

除校历、教学时间和名录信息外，《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还提供了学区可用的课程设

置简要说明，以及学区政策的相关信息。如需课程或政策的其他相关信息，请咨询所在

学校办公室职员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为 www.yorkcountyschools.org。  

《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专门针对本学区的行为准则。请与您的孩子一同查看该部分，使其能够
了解学区对于学生行为的要求。 

此外，所有家长/监护人和学生都必须填写《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背面的表格并签名。请在每份表格上面

指定的日期之前填写完成。 

祝愿您和您的孩子能够顺利度过一个难忘的学年。感谢您对于约克郡学校的长期支持！ 

此致 

Victor D. Shandor，教育博士 

学区负责人 

运营时间 

教学时间 
学校 上课时间 放学时间 

Bethel Manor、

Magruder、Mt.Vernon 和 
Tabb  

小学 上午 8:40 下午 3:20 

Coventry、Dare、Grafton 

Bethel、Seaford、Waller 

Mill 和 Yorktown 小学 上午 8:55 下午 3:35 

Queens Lake 和 Tabb 

初中 上午 8:00 下午 2:45 

Grafton 和 Yorktown  

初中 上午 8:05 下午 2:50 

Bruton、Grafton、Tabb 和 

York 高中 上午 7:20 下午 2:05 

York River 学院 上午 8:25 下午 3:10 
 

办公时间 
办公室 上班时间 下班时间 

小学 上午 8:00 下午 4:15 

初中 上午 7:30 下午 4:00 

高中 上午 7:00 下午 4:00 

校务委员会办公室 上午 8:00 下午 5:00 

提前放学时间安排 

放学时间  
10 月 1 日、 11 月 11 日、1 月 27-28 日 

3 月 11 日、4 月 1 日、5 月 13 日、6 月 9-10 日的放学时间 

学校 

提前放学时

间 

Bethel Manor、Magruder、

Mt. Vernon 和 Tabb 小学  下午 12:45 

Coventry、Dare、Grafton Bethel、

Seaford、Waller Mill 和 Yorktown 

小学  下午 1:00 

Queens Lake 和 Tabb 初中   中午 12:00 

Grafton 和 Yorktown 初中  下午 12:05 

Bruton、Grafton、Tabb 和 York 高

中  下午 11:20 

York River 学院 下午 12:25 

 

  

http://www.yorkcounty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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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课程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GBG、IGBGA 和 IGBH 

约克郡学区 (YCSD) 提供数种替代课程。学区可根

据学区负责人的批准或建议为学生分配可选课程。 

在中学阶段，学生有机会参与到虚拟高中、学习

中心、企业学院的课程或者是通过成人教育计划

提供的可选课程当中。满足企业学院毕业要求的

学生将通过 YCSD 收到高中毕业证书。 

出勤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EA、JEC、JED 和 IUY 

按时出勤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出勤习惯形成于人生的早期阶段，因此家长从学

前班开始就应当督促孩子按时上学。养成良好出

勤习惯的学生在学校更加容易获得成功。YCSD 希

望所有学生都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希望学生每天

都能够到校学习。 

按照《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54 条的要求，

任何在每个学年的 9 月 30 日当天或之前年满 5 周

岁且未超过 18 周岁的学生都必须每天按时到校上

课。 

请假 
如果孩子要请假，家长/监护人必须打电话联系学

校。家长/监护人有责任在 72 小时内向学校提交

请假条，说明请假原因。合理的请假理由如下：

生病（包括精神健康、行为健康和药物滥用疾

病）、家人去世、参加葬礼、法律义务、停课、

宗教活动、军事义务、受伤、接受手术、医生或

牙科预约就诊（如果无法安排在课外时间）、现

役军人父母被征召服役、正在休假或刚从《军人

子女教育机会州际协定》规定的部署中返回和/或

由校长认定的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 
家长/监护人应当与校长就其认为构成例外情况的

任何请假事宜与进行讨论。在此情况下，校长应

当针对请假是否拥有正当理由做出最终决断。 

补课 
申请补课时，家长/监护人应当提前 24 小时通知

教师，方便他们为孩子准备家庭作业。请假一天

至少有一 (1) 天可用于补课的时间。如果部分学生

未能按时完成补课任务，他们的作业评分会下降。

如果无故缺勤或无故迟到，学生不得补课或补考。

对于到期日在无故缺勤期间的延期任务，学生仍

然有可能获得学分。延期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研究

论文、短文、读书报告、课题、测验和季度评估。

按照《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54 条的要求，

学校会尝试给学生家里打电话以确认请假的真实

性。如果学生缺勤或迟到，我们希望家长/监护人

能够通知学校。 

无故缺勤 
任何未提供家长/监护人的书面申请或医生证明的

缺勤行为均被视为无故缺勤。任何未在上述请假

部分提到的缺勤行为均被视为无故缺勤。如果学

生的缺勤次数累计超过十 (10) 次，将被视为过度

缺勤，同时又无法提供医生证明或要求学生请假

的机构出具的特定文书，则该缺勤行为将被视为

无故缺勤（此规定的例外情况可由与学区的出勤

负责人共同确定）。  

如果学生累计缺勤天数过多（十 (10) 天或以上），

则需要提供医生证明。请假一天至少有一 (1) 天可

用于补课的时间。如果学生缺勤的理由是参与宗

教活动，则该缺勤行为在学生的出勤记录中将记

录为请假。学生不会因参与宗教活动导致缺勤，

而被剥夺任何奖项或是竞争任何奖项的资格或机

会，也不会被剥夺参加替代测验或测试的权利。  

出庭或预约看诊的证据应在学生返校后提交给校

长进行行政审核。 

  

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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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出勤法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58 条的要求，

无故缺勤次数超过五 (5) 次会导致学生面临上诉，

上诉将提交至约克郡青少年和家庭关系法庭。如

果公立学校的未成年学生在正常教学日连续十 (10) 

天或以上无故缺勤，法院将吊销其驾照（《弗吉

尼亚州法典》第 46.2-334.001 条）。 

州法规规定，学生连续缺勤十五 (15) 天会导致该

学生从出勤名单中除名。 

如果学生已累计五 (5) 次无故缺勤，且总缺勤次数

达到十 (10) 次，家长/监护人将收到学校的书面通

知。如果学生累计五 (5) 次无故缺勤，该问题将转

交给学区的出勤负责人，如果再发生一次无故缺

勤的情况，则出勤负责人和家长/监护人将需要一

起制定相关计划以改善该生的出勤情况。持续无

故缺勤可导致家长/监护人面临法庭诉讼。 

家长/监护人应当就其认为构成例外情况的任何请

假事宜与学校校长进行讨论。在此情况下，校长

应当针对请假是否拥有正当理由做出最终决断。 

迟到 – 学生应当按时到校上课。如果迟到，学生

应当携带家长或监护人开具的说明迟到原因的便

条，然后签到并从出勤办公室领取迟到通知单。

学校管理层将决定迟到是否拥有正当理由。 

早退 – 学生应当携带家长或监护人开具的说明早

退理由的便条，在办公室签退并在返回时重新签

到。家长/监护人应在正常教学时间内将学生需要

从学校签退的情况报告给学校办公室。 

缺勤对于高中学分的影响 
板块课程 

• 如果某门课程缺勤时间超过八 (8) 天，则被视为

过度缺勤。 

• 如果某门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五 (5) 天（或者半

学分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两 (2) 天），则学校会

向家长或监护人寄送通知。 

• 如果某门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八 (8) 天（或者半

学分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四 (4) 天），则学校会

向家长或监护人寄送第二份通知。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缺勤时间超过八 (8) 

天的学生补课。以下情况被视为特殊情况： 

1. 经校长批准的预先安排的缺勤。 

2. 造成房屋受损的自然灾害（例如火灾、洪

水）。 

3. 直系亲属去世。 

4. 直系亲属罹患重病或其他疾病，须提供医生

证明。 

• 由于过度缺勤而无法补课可能导致成绩不及格，

无法获得高中学分。 

单节（非板块）课程 

• 如果某门课程缺勤时间超过十五 (15) 天，则被

视为过度缺勤。 

• 如果某门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十 (10) 天（或者

某学期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四 (4) 天），则学校

会向家长或监护人寄送通知。 

• 如果某门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十五 (15) 天（或

者某学期课程的缺勤时间达到七 (7) 天），则学

校会向家长或监护人寄送第二份通知。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缺勤时间超过十五 

(15) 天的学生补课。以下情况被视为特殊情况： 

1. 经校长批准的预先安排的缺勤。 

2. 影响住房的自然灾害  
（例如火灾、洪灾）。 

3. 直系亲属去世。 

4. 直系亲属罹患重病或其他疾病，须提供医生

证明。 

• 由于过度缺勤而无法补课可能导致成绩不及格，
无法获得高中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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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认可 
在整个学年期间，所有小学生都有机会通过参与

班级、年级、学校、郡、本地、州和全国性的活

动获得认可。活动、计划和竞赛的相关通知整个

学年均可收到。各学校会举办颁奖典礼，表彰获

奖学生。升入初中的五 (5) 年级学生将有机会获得

卓越教育总统奖。该奖项的获奖标准包括： 平均

成绩达到 3.5 分，以及在标准化的成绩测验中获

得百分位排名占 85 位或更高的成绩总分。 

在中学阶段，各学校和学区的奖励系统将对杰出

的学生成绩予以鼓励和认可。在学业成绩、视觉

和表演艺术、职业/技术领域、公民义务（或领导

力）以及运动方面的高质量表现将通过证书、奖

牌、奖杯、信件、饰针、文凭印章和/或类似奖励

方式进行表彰。对于学生的特殊成就，还将通过

公告、表彰典礼或宴会的形式对外公布。 

学区会主动寻求为计划接受中学后教育的毕业生

提供奖学金。各学校会指定和公布计划、活动和

竞赛。下面列出了部分奖项和认可示例： 

• 学业挑战 

• 数学竞赛 

• 计算机大挑战 

• 奖学金竞赛 

• 国家荣耀协会 

• 头脑奥林匹克竞赛 

• 职业/技术教育竞赛 

• 体育运动 

• 艺术竞赛 

• 辩论赛 

• 科学竞赛 

• 全州优秀高中生 

• 辩论 

• 独幕剧 

• 男孩训练营/女孩训练营 

自行车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允许但不提倡学生骑车前来学

校 。 Bethel Manor 小 学 、 Coventry 小 学 、

Mt. Vernon 小学、Grafton 初中、Queens Lake 初中、

Tabb 初中和 Grafton 高中允许骑自行车，前提是

家长/监护人必须向所在学校的校长提供书面许可。 

儿童虐待 
法律保护 18 周岁以下的儿童在家免受极端虐待。

其要求“…任何教师或者公立或私立学校雇用的

其他人员…”报告涉嫌虐待和忽视儿童的事件。

学校雇员必须将涉嫌虐待儿童的事件报告至儿童

保护服务处。社工随后将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如

果社会服务机构发现家长/监护人未能以适当方式

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提供协助，尽量改变这

种状况。学生和家长/监护人有必要了解此过程，

因为法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受到虐待和忽视的儿

童，而非惩罚任何人。如果学生认为自己受到虐

待或忽视，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辅导员、教师或

校长。 

儿童寻找 
参考：8 VAC 20-81-50 

儿童寻找是《身心障碍者教育法案》(IDEA) 的一

个组成部分。YCSD 持续推行各种策略，以确定、

寻找和评估居住在或由双亲安置在其管辖范围内

私立学校的两 (2) 至二十一 (21) 周岁且需要早期介

入或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的孩子（包括在家接受

教育或在家接受辅导的孩子）。YCSD 为可能残障

的儿童提供评估服务。请联系学生所在学校的管

理人员，了解转入特殊教育的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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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 (CIPA) 
《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CIPA) 是一项联邦法案，

旨在解决通过学校和图书馆计算机访问不当内容

的相关问题。该法律适用于获得美国教育部的电

子费率基金的所有学校。YCSD 有专门的软件来过

滤可能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的不当互联网内

容。 

咨询服务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KB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认为，家长/监护人是学生的第

一任老师，公立学校应当努力协助强化来自家庭

和家长的支持。YCSD 为从学前班到 12 年级的所

有学生提供咨询服务。辅导员将与家长/监护人和

学校工作人员紧密合作，以发现并消除学生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我们欢迎家长/监护人与学校

辅导员联系，讨论有关学生在学校的问题。学校

辅导员提供以下三 (3) 个主要方面的服务：学业相

关咨询、职业相关咨询和个人/社会相关咨询。 

学业相关咨询 
学校辅导员会帮助学生和家长/监护人了解可选课

程安排、制定学习计划、安排和说明学业测验及

寻求中学后继续学业的机会。 

YCSD 全体 10 年级学生都可以免费参加学业能向

初 步 测 验 / 国 家 奖 学 金 申 请 资 格 测 验 

(PSAT/NMSQT)。此类测验将在正常上课时间进行。

PSAT/NMSQT 能够就学生在数学和语言技能方面

的表现提供卓越反馈，还能够为学生提供免费分

数报告，以帮助他们在这些重要的学科领域进行

自我评估。学生还将有机会在高三学年期间通过

支付必要费用，报名并重新参加 PSAT/NMSQT。

在高三学年期间参加该测试获得高分的学生将有

资格参与国家奖学金计划，这是一项由企业赞助

的计划，可为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大学奖学

金。获得 NMSQT 入选资格的学生可在提出申请的

情况下基于其  SAT 分数（必须能够与其  PSAT/ 

NMSQT 分数相差无几）获得最终资格认定和奖学

金。如需该计划的更多相关信息，或者想要报名

参加上述测试，请联系所在高中的辅导员。 

职业相关咨询 
咨询服务可帮助学生获得有关工作、实习、中学

后教育及就业机会的信息，并帮助他们制定行动

计划。从小学学年开始，学生就能够探索与职涯

类型相关的各种不同职业。学生开始制定学业和

职业组合规划，其中包含自身兴趣、可靠性和责

任心等价值观，以及为自身就未来兴趣和目标做

出的决定提供支持的技能等各方面相关信息。3 

年级至 11 年级的学生将参与到各式各样的职业探

索活动中。中学阶段的学生将填写兴趣调查表和

职业评估表，还需要探讨职业发展路径。学区会

着重帮助学生建立起学业优势和职业目标之间的

联系。 

约克郡学区致力于确保所有学生在毕业时都能够

拥有充足的知识和技能，以此帮助他们在所选择

的职业道路上获得成功，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

民。职业指导将协助高中生探索完成学业进入未

来职场的道路。职业指导将查看学业和职业规划，

并将课程选择与学生的职业兴趣相匹配，以此为

学生和辅导员提供支持。学生将在工作申请、简

历制作、作品辑编制和必要的面试技巧等方面获

得帮助。YCSD 为学生提供了多种途径来体验他们

自行选择的职业领域，同时还可修取高中课程的

学分：   

• 实习机会  

• 导师制  

• 校外实习 

• 临床教学 

• 合作教育  

• 通过积累工作经验获得学分 

个人/社会咨询 
咨询有助于学生了解自己、他人的权利和需求、

如何解决冲突以及如何明确反映其兴趣、能力和

才能的个人目标。此类咨询可以在解决社会发展

一般性问题的小组中提供，也可以通过专注于解

决参与者具体问题的结构化个人或小组多阶段咨

询服务来提供。 

家长/监护人全年都可以与孩子的学校联系，以查

看相关资料并就学校咨询人员提供的服务进行讨

论。家长/监护人如需对孩子参与个人/社会咨询

服务的情况进行变更，则必须向学生所在学校的

校长提出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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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文件 
持有孩子监护文件的家长/监护人应在孩子报名时

以及对监护文件进行更改后，向学校总办公室提

供一份副本。 

歧视、骚扰和不当性行为（教育法
修正案第九条）政策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致力于营造没有歧视、骚扰和

不当性行为的教学环境和工作场所。作为本手册

的附录，校务委员会政策文件  GB 、 GB-F 、

GBA/JFHA、GB-F/JFHA-F（请参见附录 A 至 D）概

述了该学区报告和处理投诉的承诺和程序。 

学校/在线提供的通用文档 
• 政策手册 

(https://go.boarddocs.com/vsba/ycsd/Board.nsf
/Public?open&id=policies)  

• 资优教育计划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
Programs/docs/GiftedEd_Plan_2018-22.pdf 

• 学习计划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tudentI
nfo/pos.aspx 

• 家庭生活教育（约克郡校区） 

• 认证报告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student
Achievement/accreditationStatus.aspx 

• ASBESTOS INSPECTION REPORT AND 
MANAGEMENT PLAN, AHERA 40 CFR, PART 763 
(SCHOOL)（石棉检验报告和管理计划，《石绵

危害紧急反应法案》(AHERA)，《美国联邦法

案》第 40 卷第 763 条（学校）） 

• 学校改进计划（学校） 

• 危害通信标准（学校） 

• 已核准的年度预算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
default.aspx 

• 资本改良预算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
docs/SchoolBoard_ApprovedCIP22-27.pdf 

英语学习者 (EL) 计划 
对于符合英语学习者 (EL) 资格的学生，我们将根

据其确定的学业需求向其提供教学服务。EL 教师

将利用 YCSD 课程、世界级教学设计和评估 (WIDA)、

英语语言发展 (ELD) 标准框架以及学生的 EL 教学

计划来推动其教学决策和 EL 服务计划。 

  

https://go.boarddocs.com/vsba/ycsd/Board.nsf/Public?open&id=policies
https://go.boarddocs.com/vsba/ycsd/Board.nsf/Public?open&id=policies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Programs/docs/GiftedEd_Plan_2018-22.pdf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Programs/docs/GiftedEd_Plan_2018-22.pdf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tudentInfo/pos.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tudentInfo/pos.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studentAchievement/accreditationStatus.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studentAchievement/accreditationStatus.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default.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default.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docs/SchoolBoard_ApprovedCIP22-27.pdf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aboutUs/budget/docs/SchoolBoard_ApprovedCIP22-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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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EC 

家长/监护人或对学生有监护权的其他成年人必须

提供两份在约克郡居住的证明文件。 《弗吉尼亚

州法典》 第 22.1-264.1 条规定，如果家长或监护

人为了免除学费或让学生入读学生所在出勤区之

外的学校，故意就孩子在特定学区或出勤区的居

住情况作出虚假陈述，则家长或监护人可能会遭

到 4 级轻罪指控。  

1. 首次入读 YCSD 学校的任何学生都必须提供： 

A. 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原件，非美国公民则提

供其他有据可查的证明文件）。 

B. 在入读幼儿园和小学之前，需提交综合体检

报告（《弗吉尼亚州法典》 第 22.1-270 条）。

在入读幼儿园、学前班或小学之前的一 (1) 

个公历年内出具的体检报告均有效。体检必

须由执业医师执行，或在执业医师的监督下

由执业护士或执业医师助理执行。 

• 请通过以下渠道获取《学校入学体检和

免疫接种表》（MCH 213 G，于 2010 年 

10 月修订）：任何 YCSD 学校、半岛卫

生 部  (PENINSULA HEALTH 

DEPARTMENT)、任何家庭诊所、军事诊

所或 YCSD 网站 
http://www.doe.virginia.gov/support/he
alth_medical/school_entrance_form/sch
ool_entrance_form.pdf  

C. 免疫接种证明，且证明上应显示已按照弗吉

尼亚州法律规定对每种疫苗进行了规定剂次

的接种。下方列出了可接受的最低免疫接种

标准： 

1) 所有新入学的孩子（学前班至 12 年级）

必须接种四 (4) 剂百白破疫苗 （DTP 或 

DTAP），其中一剂必须在孩子年满 4 周

岁以后接种。 

注： 医学上免于接种百日咳疫苗 （DTP 或 

DTaP）的孩子必须接种 DT （白喉、破

伤风）疫苗。不符合破伤风和白喉疫

苗最低要求的 7 岁和 7 岁以上孩子需

要接种成人 Td 疫苗。 

2) 所有新入学的孩子（学前班至 12 年级）

必须接种四  (4) 剂脊髓灰质炎疫苗 

(OPV/IPV)，其中一剂必须在孩子年满 4 

周岁以后接种。  

注：  如果第三剂在 4 岁或之后接种且与前

一剂的接种时间相距至少六 (6) 个月，

则不需要再接种第四剂。 

3) 两 (2) 剂麻疹疫苗（第一剂在孩子满 12 

个月以后接种）。  

4) 一 (1) 剂风疹疫苗（第一剂在孩子满 12 

个月以后接种）。  

5) 两 (2) 剂腮腺炎疫苗（第一剂在孩子满 

12 个月以后接种）。  

注： 接种两 (2) 次麻腮风三联疫苗也可满足

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风疹疫苗的

接种要求 — 第一剂在孩子满 12 个月

以后接种；第二剂在孩子入读学前班

之前接种。 

6) 三 (3) 剂乙肝疫苗（如果在 11 至 15 岁之

间接种，则注射两  (2) 剂默克成人制

剂）。 

7) 易感学生接种两 (2) 剂水痘疫苗（第一

剂在孩子满 12 个月以后接种；第二剂在

孩子入读学前班之前接种）。 

8) 无论上次是何时接种含破伤风疫苗成分

的疫苗，所有即将升入 7 年级的学生都

必须接种百白破疫苗。如有记录证明在

升入 7 年级之前已接种一剂百白破疫苗，

则无需再接种。所有升入 7 至 12 年级的

新生都必须接种一 (1) 剂百白破疫苗。 
9)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少接种两（2）

剂脑膜炎双球菌疫苗（MENACWY）
（第一剂在升入 7 年级之前；第二剂在
升入 12 年级之前）。 

10)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少接种两（2）
剂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HPV）（第一
剂在升入 7 年级之前）。  

注：在查看卫生委员会批准的宣传材料后，
父母/监护人可自行决定选择不为孩子
接种 HPV 疫苗。 

11)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少接种两
（2）剂甲型肝炎疫苗（HAV）（第一剂
在 12 个月或稍微大一点的年龄；第二剂

在上幼儿园之前）。 

按照《弗吉尼亚州法典》§ 第 22.1271.2.B 条

的规定，可以有条件地接收免疫接种记录不

完整的孩子，但前提是其家长或监护人必须

在报名时提供证明孩子已接种至少一剂必要

疫苗的文件以及在报名后 90 个公历日内提交

完成剩余剂次的书面计划。如果家长未在 90 

个公历日内提供所需的文件，则该学生将被

退学。  

http://www.doe.virginia.gov/support/health_medical/school_entrance_form/school_entrance_form.pdf
http://www.doe.virginia.gov/support/health_medical/school_entrance_form/school_entrance_form.pdf
http://www.doe.virginia.gov/support/health_medical/school_entrance_form/school_entrance_for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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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宽限期不适用于百白破疫苗要求，因为

百白破疫苗是单剂疫苗，不是多剂疫苗。 

D. 体检和免疫豁免： 

1. 医疗豁免书是由医生出具的书面声明，

用以证实孩子在当时进行免疫接种会危

害其健康，且已制定在未来进行免疫接

种的计划 

2. 宗教豁免书是由家长签名且经过公证的

名为“宗教豁免证书”的 CRE-1 表格。 

E. 证明家长或其他对孩子有监护权的成年人是

约克郡居民的证明文件。证明约克郡居民身

份的文件包括公用事业公司报表、银行对账

单、汽车/房屋所有人/租赁保险单、租赁合

同或房租收据、经公证的房主信函、财产税

单、抵押贷款证明、过户交房证明。根据

“家长信息表—居住证明”的规定，需要提

供两 (2) 份所列文件。根据 《弗吉尼亚州法

典》第  22.13 条的规定，为了 (I) 免交第 

22.15 条批准的学费或 (II) 让学生入读学生

所在出勤区之外的学校， 故意就孩子在特定

学区或学校出勤区的居住情况作出虚假陈述

的任何个人都可能 构成 4 级轻罪，并且此人

应根据第 22.15 条之规定向基于此类虚假陈

述而接收孩子的学区支付孩子在该学区入读

期间的学费。 

F. YCSD 将根据 2001 年《麦金尼·凡托无家可

归者援助法案》的规定接收被确认为无家可

归者的学生，并将协助其获取相关报名文件。 

G. 通过交换生主办机构访问美国的学生在提供

相应文书后可入读约克郡的学校。美国国土

安全部要求希望入读美国学校的境外学生必

须前往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进行登

记。有关具体信息，请联系学校行政部 

(757-833-7001)。 

H.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3.4 条的规

定，应及时接收寄养于当地社会福利机构的

学生，即使该社会福利机构无法提供报名所

需的证明文件。但是，为此类学生报名的人

员应据其所知提供一份书面声明，声明应包

含以下内容：(I) 学生的年龄；(II) 符合法典

第 22.1-3.2 条的要求（学生的在校状况）；

以及 (III) 学生身体健康，没有传染或传播疾

病。 

I. 2009 年 7 月 1 日，弗吉尼亚州加入了《军人

子女教育机会州际契约》（法典第 22.1-

360 条）。这份契约有利于及时录取军人家

庭的子女，并确保他们不会因难以从之前的

学区转移学籍档案或入学要求的不同而处于

不利地位。根据该契约的规定，无法提供免

疫接种证明的军人家庭子女可以立即入学，

但应在入学后 30 天内获得接收州要求的所

有免疫接种。该契约并没有免除这些孩子的

体检要求。 

J. 入读学前班的学生必须在入学当年的 9 月 30 

日或之前已年满 5 周岁。 

K.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3.2 条《学

校开除记录宣誓书》的规定，家长/监护人

在为孩子报名时应发表誓词或誓言，表明孩

子是否曾因与武器、酒精、毒品或故意伤害

他人相关的罪行而被私立或公立学校开除。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 (FERPA)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FERPA)（《美国法

典》第 20 卷第 1232g 条：《美国联邦法规》第 34 

卷第 99 部分）是一项联邦法律，旨在保护学生学

籍档案的隐私权。该法律适用于根据美国教育部

的适用计划获得补助的所有学校。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赋予了家长/监护人

某些与其子女学籍档案有关的权利。这些权利将

在学生年满 18 岁或入读高中以上学校时转让给学

生。已获得相关权利学生是“获授权学生”。但

是，根据 1954 年《国内税收法》第 152 条的规定，

对于虽年满 18 岁但仍需依靠家长/监护人生活的

获授权学生，学校仍可以在未经学生同意的情况

下向该学生的家长/监护人披露其学籍档案信息。

年满 18 岁的残疾学生的家长/监护人可以保留其

权利，但前提是该学生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无行为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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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教育 
学区为学前班至 10 年级制定了家庭生活教育计划，

旨在实现弗吉尼亚州教育部的目标。您可以在学

区网站的家长资源部分中在线查看按年级划分的

家庭生活教育课题列表：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

efault.aspx. 

如果家长/监护人不希望孩子参与任何或所有家庭

生活教育课题，只需填写 Rycor 上的《家庭生活

教育取消申请》表格。本手册中包括一份供家长/

监护人预览的表格。印刷/视听材料以及家庭生活

教育课程指南可在您孩子的所在学校以及约克郡

校务委员会办公室提前查看。 

费用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N 

• 国际文凭课程 (IB) 考试 

费用由国际文凭组织确定 

• 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AP) 考试 

费用由美国大学理事会确定 

• 艺术课程 

全年（15 美元），每学期（7.50 美元）— 不予退

款 

九周（5 美元） 仅限初中 — 不予退款 

• 戏剧课程 

仅限初中 — 全年（15 美元），每学期（7.50 美

元），九周（5 美元）— 不予退款 

• 职业/技术教育 

全年（15 美元），每学期（7.50 美元），九周（5 

美元） — 不予退款 

• 乐器租赁 

初中及高中（30 美元）— 不予退款（注：仅限初
中 — 根据乐队指挥的指示付款） 

• 乐队制服 

高中（20 美元）— 不予退款 

• 体育运动 

初中 — 每季 50 美元；最高 100 美元  

（第三季免费） 

高中 — 每季 60 美元；最高 120 美元  

（第三季免费） 

• 停车 

高中— 全年（100 美元）， 

每学期（50 美元）— 不予退款 

注： 

• 费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请使用支票向学生所在学校付款。 

• 教科书丢失费用将列入现时重置成本，并将对受
损书籍收取费用。 

• 将对不归还锁具和/或损坏储物柜的学生收取更
换或维修费用。 

• 当参加职业/技术或艺术课程的学生所选项目的
费用超过课程费用时，学生须自行承担额外费
用，并且该项目将由学生保留。 

• 舞台乐队和合唱团等特殊表演团体需自行购买服
装。 

•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免收费用或制定付款计
划。所有要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校长提出。 

• 1 月 1 日之后入学的学生须支付百分之五十 (50) 

的指定费用，学期课程除外。 

• 学校可能会对超期未归还的图书馆书籍收取费
用。 

• 选择参加职业/技术认证考试的学生须支付认证
机构指定的费用。常规费用为每月 20 美元至 120 

美元不等。 

有关其他信息，请咨询您孩子所在的学校。 

消防车道 
YCSD 学校前方的消防车道是紧急情况下供急救人

员无障碍进入学校的通道。这些车道为非停车区。

车道上有黄色油漆标记和/或“禁止停车：消防车

道”的标志。只有校车在接送学生时可临时在此

停靠，且驾驶员不得离开校车。未经许可在消防车

道上停车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而且会构成安全隐患。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efault.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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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 
美术教育是整个教学计划的组成部分。美术教师

会在协商讨论的基础上直接与学生小组和其他教

师合作，将美术活动与这门课程的其他领域联系

起来。通过美术教学，学生可以接触到多种艺术

形式、媒体、工具和技术。 

筹款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DGCY 

筹款活动是指有助于任何学校俱乐部或组织运作

或维护的活动。 

筹款又可进一步分为内部筹款和外部筹款。内部

筹款活动是指在学校或学校专用的其他地点进行

的筹款活动。外部筹款活动是指从社区筹集资金

的活动。学生不得在学校内为自己或非学校组织

出售任何物品。 

根据《弗吉尼亚州认证公立学校标准》标准 D-18 

的规定，应禁止涉及小学生上门推销的筹款活动。 

小学 
筹款活动仅限于内部筹款活动。内部筹款活动将

由校长经过谨慎考虑后作出决定。小学不得进行

任何外部筹款活动。 

初中 
内部筹款活动将由校长经过谨慎考虑后作出决定。

每所学校每学年只能进行一(1) 次外部筹款活动。 

高中 
内部筹款活动将由校长经过谨慎考虑后作出决定。

每所学校每学年只能进行一(1) 次外部筹款活动。

该限制并不排除在学校课程、活动课程、年鉴和/

或演出中投放广告。此外，该限制也不排除学校

俱乐部和组织在获得校长批准后每学年每个俱乐

部或组织参与不超过一(1) 次外部筹款活动。 

照片及相关物品 
向学生出售照片及相关物品被视为是内部筹款活

动，同时也是向学生及其家长/监护人提供的服务。

必须制作征集竞争性方案的广告，且必须以保密

的方式适当接受相关方案。可以根据服务质量和

价格来签订合同，但不应将任何供应商指定为

“官方供应商”。学校必须向学生和家长/监护人

明确全面地披露该项目是一项筹款活动，并且他

们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商品。披露内

容必须包括学校将要保留的金额以及这些资金的

用途。 

出版物 
年鉴、报纸、期刊或其他学校出版物需要付费以

抵消其成本。费用因学校而异。如果在出版物的

基本成本上增加了额外费用，则必须将该项目视

为筹款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遵守校务

委员会有关此类活动的政策。 

资优教育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GBB 

对于学前班至 12 年级中具有潜在突出能力和/或

已展示出突出能力的学生，以及在综合智能方面

具有出色表现的学生，YCSD 会将其评定为资优学

生。 

K-7 年级 

我们将在学前班的春季学期和整个 1 至 12 年级对

资优学生进行认定。学前班至 5 年级的所有资优

学生都会在 Dare 小学校园的学区资优教育中心参

加延伸 (EXTEND) 课程。学前班的资优学生会在每

个春季学期的教学日参加专题研讨班；而 1 至 5 

年级的学生则会每周抽一(1) 天从其本校出发前往

参加该课程。6 至 7 年级的资优学生每周都会在其

本校与资优教育教师召开学习会。所有资优学生

将参加跨学科的单元学习和强调抽象思维及独立

学习的研究活动，因此他们的学习会得到“延伸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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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年级 

我们鼓励 8 至 12 年级的资优学生从可用的高级中

学课程方案中选择课程，其中包括 YCSD 荣誉课程、

预科课程、弗吉尼亚州虚拟在线课程、国际文凭

大学预科课程、进阶先修课程、艺术学院、夏季

寄宿制英才学校 (Summer Residential Governor’s 

School)、大学先修课程和新视野英才科技学院 

(New Horizons Governor’s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此外，资优学生还可选择与当地大

学合作开展的同步双学分课程、研讨班和益趣创

新活动。 

资优教育咨询委员会 

委员会指定的资优教育咨询委员会（GEAC）将在

与资优教育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为 YCSD 提供咨询

和协助。有关例行学习会的信息，请访问校务委

员会办公室的 YCSD 网站，资优教育人员会将见面

会的相关信息告知家长/监护人。此外， GEAC 会

议必须符合 FOIA 。我们鼓励家长/监护人提出并

分享有关约克郡资优教育的任何问题和疑问。每

次学习会都包含公众意见征询环节。有关该委员

会的信息，请联系任一指定委员会成员或资优教

育的相关人员。有关联系信息，请访问学区网站：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Programs
/giftedEducation.aspx. 

有意在资优教育咨询委员会中担任学校代表的任

何人员都可以联系其孩子的校长或资优项目协调

员提交申请。 

有关资优服务筛选、介绍、时间安排和其他资格

标准的问题，请直接联系您孩子所在学校的资优

教育联系人。常驻学校的联系人还可以为在其他

学区被认定为资优学生的转学生提供帮助。 

成绩评分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U 

学校每九 (9) 周向家长/监护人报告一次学生成绩。

2 至 12 年级的期中成绩报告会在每个评分学期过

半时发布。学前班和一年级成绩报告单将提供有

关学生在阅读、书面/口头表达以及数学等方面的

详细进展情况。由于季度成绩报告单已提供了详

细的成绩信息，所以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不会

再收到期中成绩报告单。  

从 2012 年 9 月开始，3 至 12 年级由数值评分制更

改为修订版 10 分制。现行的评分标准如下： 
  

A = 90-100 分 

B = 80-89 分 

C = 70-79 分 

D = 64-69 分 

F = 0-63 分 

注：学生成绩单和成绩单补充文件将同时以旧版和现

行评分标准显示成绩，并标注现行评分标准的实

施日期。 

期中成绩报告 

2 至 12 年级的学生可通过其激活的 Aspen 帐户以

电子方式接收季度期中成绩报告。家长/监护人可

以联系孩子所在学校的办公室，以获取有关激活

其帐户的信息。如家长/监护人要求，学校可提供

期中成绩报告的纸质复印件，让学生带回家。 

四舍五入 

在 3 至 12 年级的期中成绩报告/成绩报告单上，如

果累积评分与上一级分数相差不超过 0.5 分，则

该累积评分会在四舍五入后显示在成绩单上，具

体如下所示： 

累积平均分 

四舍五入

后的累积

平均分 字母等级 

89.5 至 89.9 90 A 

79.5 至 79.9 80 B 

69.5 至 69.9 70 C 

63.5 至 63.9 64 D 

电子成绩册的默认设置将设置为，在查看或打印

报告单时，计算出的累计成绩将进行四舍五入处

理。 

小学 

在第一学季结束时，教师将邀请家长/监护人参加

一个会议探讨学生的进步情况。此外，学生还将

通过期中和学季成绩报告单获得有关其学业成绩

的反馈。如果家长/监护人希望在学年的任何其他

时间召开会议，请联系老师或打电话给办公室，

以便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进行预约。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Programs/giftedEducation.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tyPrograms/giftedEduc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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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的评分标准如下： 
 

K-1 年级 2 年级 3-5 年级 
N = 初学者 – 在能力上未能取

得期待中的进步 
S = 合格 A (90-100) = 优秀 

DP = 能力开发中 – 开始掌握

和应用重要的概念、流程和技

能 

P = 正在

取得进

步 

B (80-89) = 良好 

P = 熟练 – 能够常规掌握和应

用重要的概念、流程和技能，

错误较少 

N = 需要

改进 
C  ( 7 0 - 7 9 )  =  中等 

 
 

V = 未评

估 
D (64-69) = 较差 

  F (0-63) = 不及格 

 I = 未完成 

学生学业评估 

学生学业评估是教育工作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了解自身的进步状况。 

1. 测验和考试 

A. 所有试卷（测验和/或考试）应在修改后和/

或提供修改批注后返回给学生。 

B. 测验试卷应在 3 天内返回给学生。 

C. 考试试卷应在 5 天内返回给学生。 

D. 所有测验和考试都应当接受评估。 

2. 书面作业  

（例如家庭作业、补做作业） 

A. 需要完成的作业应当上交给教师。 

B. 学生在评分前应当对需要完成的作业进行修

改。 

C. 需要完成的作业应当接受评估。 

D. 需要完成的作业应当在 8 天内上交，具体取

决于作业类型。对于未能按时上交作业任务

的学生，有可能会导致任务的评分由此降低。 

中学和高中评分和计算平均分的程序和规定 

学季评估 

从 2019-20 学年开始，期中和期末考试将由四 (4) 

次学季评估所替代。学季评估是教师成绩册当中

的一个单独类别，按照学季评分的 10% 进行加权

计算。 

成绩计算程序 

教师通过数字分数来确定成绩等级（即 ABC 等

级）。确定最终成绩的程序如下（学年课程的学

期成绩与学期课程成绩的确定方式相同）： 

学期课程 – 学分制： 

第一或第三学季成绩 = 50% 

第二或第四学季成绩 = 50% 

学期课程 – 仅初中： 

第一或第三学季成绩 = 50% 

第二或第四学季成绩 = 50% 

学年课程： 

第一学期成绩 = 50% 

第二学期成绩 = 50% 

转学生：原学区的成绩等级将转换为 YCSD 四分制

评分标准的成绩。平均学分绩点 (GPA) 将根据转

换结果进行计算。 

班级排名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UX 

1. 约克郡中学和高中教授的所有课
程均分配下述几种积点分值： 

 

评分 质量积点 

A 4 绩点 

B 3 绩点 

C 2 绩点 

D 1 绩点 

F 0 绩点 

YCSD 高中班级的排名基于可获得高中学分的

课程成绩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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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计算全学年 GPA 以进行班级排名的公式

如下： 

{常规 GPA 部分} + {奖励部分} = GPA  

Sum of Quality Points Sum of Weighted Course Credits Attempted
GPA

Sum of Credits Attempted 7X
+ =

 

其中：量分数是课程成绩等级对应的绩点： 

A = 4 绩点 

B = 3 绩点 

C = 2 绩点 

D = 1 绩点 

F = 0 绩点 

I = 0 绩点 

其中：7 代表高中每日常规课程节数，X 则代

表每节课程的时间： 

1 = 9 年级结束 

2 = 10 年级结束累计 

3 = 11 年级结束累计 

4 = 12 年级结束累计 

注： 加权课程是指大学先修课程、高级课程或
其他课程，这类课程的学分随课程安排的
严格性和完成作业的质量而增加。 

2. 班级排名的确定方式为向最高平均积点分分配

第一 (1) 名的排名；向第二高的平均积点分分配

第二 (2) 名的排名；以此类推。 
 
如果一名以上的学生的平均积点分相同，则拥

有该平均积点分的所有学生都将获得相同排名。

第二高的平均积点分将占据排名位置，由此将

显示出拥有更高排名的学生人数。 

3. 班级排名应当在 11 年级结束时、12 年级第一学

期完成时和该学年结束时进行计算。为大学提

供的班级排名报告应当基于最新的计算结果。

12 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的班级排名应当用于与

毕业相关的目的。 

4. 进入 9 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监护人将收到书面

通知，由此了解班级排名和平均积点分的计算

方法。转学学生将在登记时收到此信息。 

非约克郡学区课程 

想要在 YCSD 之外的大学或其他机构修读课程的高

中学生，必须事先获得校长批准，否则无法获得

高中学分。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否则此类课程无

法由 YCSD 或新视野区域教育中心提供，且必须符

合本地和州的相关规定。在参与此类课程前，必

须获得校长的书面批准。除通过上述方式计算转

学学分外，学校不会向在 YCSD 学区之外修习的课

业授予加权学分。 

操场和设施的使用规定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KG 

经校务委员会批准，学校操场和设施可在放学后

用于各种目的和活动。每所学校都提供设施的使

用申请表。小学和初中操场的使用申请表可通过

校长递交至约克郡公园、娱乐和旅游设施管理局。

他们可能会对设施使用收取一定费用。 

在学校内停放无牌照的汽车始终都是一种非法行

为。任何时候都禁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将机动

车辆停放在学校操场上。 

卫生服务 
学校诊所的工作人员包括多名注册护士、执业护

士及训练有素的助手。 

要求家长/监护人将任何适用的健康信息告知孩子

学校的护士。包括药物、过敏、残疾、手术、受

伤以及急慢性疾病相关的信息。学校诊所致力于

保障孩子在学校健康成长。  如果学生生病或身体

不适导致无法到校学习，请允许他们留在家中康

复。如有任何疑问，强烈建议您与学校卫生服务

部门联系。 

  



约克郡学区 13 
 

约克郡学区 

学生疾病筛查通告 
参考：《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3 条 

首次入读弗吉尼亚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从学前

班到 12 年级）都应在初次入学当日起 60 个工作

日内参与由学校卫生服务部门提供的视力和听力

方面的筛查。此外，3、7、10 年级的所有学生将

在学年期间接受视力和听力方面的筛查。6、8、

10 年级的学生家长将收到寄送至家中的脊柱侧弯

通知书。如果筛查结果需要由医疗专家进行进一

步评估，家长将收到通知。 

疾病/事故 
患有结膜炎（红眼病）、脓疱病、头虱、皮癣或

疥疮等传染性疾病的学生可能会被遣送回家，直

到开始治疗（《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2 

条 ）。学校卫生服务部门遵循弗吉尼亚卫生部有

关传染病的指导原则行事。如果您了解到学生患

病，请要求其待在家中。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了以

下任何体征或症状，学校将会将其遣送回家，以

及/或者要求他们待在家中：100 华氏度或以上的

高烧、呕吐、反复腹泻、眼睛/耳朵发炎或流脓、

持续咳嗽/喉咙痛、皮肤发疹/流脓溃烂。学生因

出现上述任何传染性症状而被遣送回家后，如果

他们在不服用药物（包括非处方退烧药）的情况

下至少 24 小时不出现任何症状，则他们可以返回

学校。各方的共同努力能够最大限度消除疾病的

传播隐患。   

如果学生在学校遭遇事故或生病，学校的卫生服

务部门将评估其状况并提供适当的护理。如果他

们需要回家或需要进一步治疗，家长/监护人将迅

速收到通知。在紧急状况下，学校的卫生服务部

门将提供护理，直到学生可以被转送至医院。诊

所工作人员有必要了解最新的电话号码、紧急联系人、

健康状况和学生所服药物方面的变化，以及居住在本

地的紧急联系人。 

药物 
家长应尽量将服药时间安排在上学前和放学后，

包括非处方药。但是，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需要

服药，则家长/监护人必须将药物装在带有完整处

方标签的原装容器中带到学校。只有装在原装容

器中的药物才允许带入学校。在上学期间需要服

药的非处方药必须装在未使用过的原始密封容器

中。如果没有弗吉尼亚授权开具处方的医疗保健

机构的书面指令，且未满足特定条件，不得使用

替代或顺势疗法。药物须由诊所保管。家长必须

为在学校服用的药物填写 YCSD 医疗授权表并签名。

药物将按照容器标签上的指示服用。诊所不接受

以电话方式进行的配药授权。上述程序旨在协助

确保学生能够服用适当的药物和剂量。学校禁止

服用止咳糖。在初步通知后，学校卫生服务部门

将在学年结束时与家长/监护人联系，通知他们回

收任何未使用的药物。联系家长后任何未回收的
药物都将做销毁处理。 

脑震荡处置指南 
脑震荡的定义 – 一种脑损伤，表现为认知能力和

/或身体机能下降，其原因为头部、面部或颈部受

到撞击，或者是身体受到撞击后导致头部突然遇

到强烈震动。脑震荡可表现出丧失意识和未丧失

意识两种状态。 

2010 年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学生-运动员保护

法案》(SB 652)，这不但确保了患有脑震荡的学生

-运动员能够接受适当诊断、获得痊愈所需的充足

时间，还能确保他们只有在症状完全消失并获得

适当授权医疗保健人员的许可后，才能重新参加

体育活动。授权医疗保健人员必须是弗吉尼亚医

学委员会授权的医师、助理医师、整骨医生或运

动伤害防护师；心理委员会授权的神经心理学家；

或是弗吉尼亚州护理委员会授权的执业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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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已诊断为患有脑震荡的学生，还应考虑

满足他们的需求并逐渐重新为他们引入认知要求。

这其中包括已通过医疗手段诊断患有癌症或脑震

荡的学生。 

弗吉尼亚教育委员会有关学生脑震荡处置的政策

指南全文可参见： 
http://www.doe.virginia.gov/boe/guidance/health/2016-

guidelines-for-policies-on-concussions-in-students.pdf。 

体育课缺勤须知 
如果您的孩子由于受伤或生病导致暂时无法参与

体育课或者需要短期调整体育课安排，凭借家长

提供的请假条最多可缺席三 (3) 堂体育课。在此期

间，学校将安排替代任务。如果受伤或生病导致

学生缺席三 (3) 堂以上的体育课，则需要医疗机构

提供证明，他们可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更

为长久的解决方案提供指导。请注意，如果学生

的体育课安排出现变化，相同的限制条件将适用

于课后、体育活动以及在学校发生的任何校内活

动期间。 

肾上腺素相关指南 
弗吉尼亚的所有公立学校系统都需要在每所学校

配备肾上腺素，用于过敏反应的紧急治疗。每所

学校需要配备至少两 (2) 名经过肾上腺素用药培训

的工作人员。YCSD 将按照弗吉尼亚州教育部制定

的肾上腺素相关指南的规定行事。 

癫痫病管理指南 
癫痫病的定义 – 脑电活动出现突发性异常放电，

导致行为上的暂时变化。脑电扰动的发生位置决

定癫痫病是局灶性发作还是全面性发作。 

如果了解到有癫痫病史的学生进入了公立学校，

需要尽全力使该生融入学校环境当中。YCSD 卫生

服务机构将按照弗吉尼亚州教育部制定的癫痫病

管理指南的规定行事。 

在学校环境中管理癫痫病包括保护学生、观察学

生，并在需要时提供用药协助。癫痫病行动计划

适用于正在接受癫痫疾病治疗的学生，包含了诸

多重要信息，这在上课期间癫痫病发作时可能会

有所帮助。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直接联系孩子所在

学校的诊所。 

上门教学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GBG 

因故需要待在家中或医疗保健机构一段时间而无

法正常上学的学生，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可获得上门教学服务。请联系学校的总办公室获

取相关信息和必要的表格。 

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少年 
2001 年的《麦金利-文托法案》确保无家可归的学

生能够和其他儿童及青少年一样免费接受同等水

平的适当的公共教育。被认定为无家可归的学生

在 YCSD 登记，并获得登记文件获取方面的协助。

面向无家可归的学生的服务可包括前往其原籍所

属学校或居住地区所属学校的通勤服务，以及本

地服务机构的转介服务。 

家庭作业政策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KB 

指导原则 
家庭作业的布置基于学生的年龄和能力水平。在

布置家庭作业时，教师将遵守以下指导原则： 

1. 家庭作业对于学生应有价值。数量应当适中，

且与特定目标相关。例如，如果学生能够正确

完成十 (10) 道三位小数的乘法运算，则没有必

要布置更多相关作业。作业过多会加大学生压

力，教育价值不高。 

2. 除了阅读，所有家庭作业都必须是之前所学概

念的练习和应用。 

3. 布置作业时，教师将提供带有分步示例的明确、

具体的说明。为了最大限度消除作业具体要求

方面的困扰，家庭作业将显示在一个经过策略

性考虑的地点，以供学生抄写。家庭作业将包

含完成和评估要求的相关简要说明。 

4. 家庭作业的相关要求将发送给学生和家长。教

师将明确说明评估程序以及家庭作业在评定学

生成绩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5. 对于需要使用技术才能完成的作业，教师将给

予学生充分时间。对于此类作业，教师将规定

一个合理的完成期限，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公

平使用学校资源。教师将尽量避免布置学生或

家长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作业。教师将告知家

长可从学校获取的资源。 

6. 为了支持差异化教学，教师可能会布置各种家

庭作业。 

7. 家庭作业不得用于纪律处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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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对于书面家庭作业，教师将及时为学生解答和评

估，并退还给学生。“评估”并不意味着对所有

作业都进行“评分”。评估作业的方式包括评判

对错、贴上强化理解的贴纸和手写评语等等。学

生应该接收到的信息是家庭作业足够重要，值得

他人去监督。对于阅读任务等非手写任务，可以

通过评估学生在班级讨论中的参与情况，或者是

为此前阅读过的材料提供手写评语的方式进行监

督。衡量家庭作业的标准如下所示： 

建议时间标准 
所布置的家庭作业量应当能够适当满足学生的需

要。大家都知道，家庭作业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学区建议的每日家庭作业完成时间标准如下： 

 

年级 最大时长 

学前班至 1 年级 30 分钟，包括阅读 

2 至 5 45 分钟，包括阅读 

6 至 8 75 分钟 

9 至 12 年级 每次课 30 分钟  

注： 

1. 可以为参加高级、荣誉和大学先修课程的 6 至 12 年级
学生布置额外的作业。  

2. 由于高中采用隔日时段课程表，每次班会课布置的家
庭作业不应超过 30 分钟。示例：第 1 周安排两次班会
课 = 每周 60 分钟的作业；第 2 周安排 3 次班会课 = 每
周 90 分钟的家庭作业。 

光荣榜 
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达到特定条件后可入

选光荣榜： 

小学及初中 
• 包括“全 A”和“A-B”光荣榜 

• 根据季度成绩评定 

• 根据小学的核心课程评定 

• 根据初中的所有课程评定 

• 评定条件不包括国籍 

高中 
• 根据平均积分点评定（3.75 分或以上可获得最高

荣誉，3.25 至 3.7499 可获得一般荣誉） 

热线电话 
学区设有紧急热线电话，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

可通过该电话匿名举报对学生、学区人员或设施

安全构成实际或疑似威胁的情况（如炸弹威胁、

斗殴、持有吸毒工具等）。 

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通过语音信箱留言

进行举报。有关部门每天都对此热线收到的举报

内容进行检索，随后对其展开调查。所有举报电

话都将严格保密。 

热线电话：757-890-5000 

  

年级 加权分 

学前班至 8 年级 不超过阅卷期间成绩的 10%

（高中学分课程除外） 

9 至 12 年级 不超过阅卷期间成绩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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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HC 

意外险和牙科险在学年开始时提供。有关可用保

险方案的信息将寄至所有学生的家中。学校不会

收取任何保险费用。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仅承担责任保险。该保险不涵盖

学生发生事故时的医疗保险。  

教学资料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IAU 

1. 在某些课程中可使用多文本方案。发行的教科

书可能用于学年的部分阶段或整个学年。 

2. 以下程序适用于教科书： 

A. 向学生发放教科书的教师会用签字笔写以下

内容： 

1) 学生姓名 

2) 发放日期 

3) 发放时的状况 — N（全新）、 

G（较新）、F（一般）、P（破损） 

B. 个人的课堂用书套装可在隔天发放给学生。

但是，学生必须在隔夜发放表上将书籍签出，

然后在第二天重新签字回复。 

C. 教师将对书籍进行定期检查，以确认丢失和

损坏情况。如果学生丢失或损坏书籍，则在

支付赔偿金或更换该书之前，不得向其发放

其他书籍。 

D. 如果学生丢失或损坏教科书，则其必须支付

该书的更换费用。在学生全额支付所丢失书

籍或资料的费用之前，学校可能会取消学生

的停车特权以及禁止其参加课外活动，这包

括但不限于体育运动、俱乐部、课外旅行、

舞会和毕业典礼。 

校际体育运动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FCB 
小学阶段不得进行校际活动。7 至 8 年级学生有机

会参加校际体育运动。在高中阶段，参加校际体

育运动的学生须遵守弗吉尼亚州高中联盟 (VHSL) 

的规则。 

图书馆媒体中心 

每个图书馆媒体中心都是动态扩展的教室，让学

生有机会进行阅读、研究、学习和探索感兴趣的

领域。图书馆不仅藏有大量传统的印刷材料、书

籍、参考资料和期刊，还通过 YCSD 网络和互联网

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多媒体研究资源。Web 订阅

资源可支持并增强示范性内容方面的指导。 

学生应更智慧高效地利用所有资源，并能理解如

何合规合理地使用相关资料。在访问任何电子资

源之前，每位学生都必须与学校签署一份“网络

服务/互联网可接受使用协议”。 

失物招领 
学校对物品丢失不承担任何责任。失物招领处的

物品可通过学校办公室或其他指定区域领取。我

们将定期处置无人认领的物品。 

午餐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EF 

自助食堂公示了午餐价格。如果家庭收入未超过

联邦规定的参考薪资水平，学生在提出申请且获

得批准后可以享用免费或优惠午餐。申请表会在

学年开始时分发给家长。任何学校的学生随时都

可以提出申请。只能向小学生出售经批准的食品

和饮料。自助食堂和/或学校不得直接收取午餐费

用。午餐期间学生不得离开校园。  

静默时间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03 条的规定，

YCSD 应在每个学区教室举行每天静默一(1) 分钟的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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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互联网可接受使用政
策》(AUP) 

YCSD 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网络服务、

Web 服务和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这些网络和互

联网资源不仅有助于该学区“弗吉尼亚州学习标

准”这一学习计划的开展，还可以促进并强化创

新教学和卓越教育。教学人员可评估教学中所用

网络和互联网资源的有效性和适宜性。 

学校会向学生和教职工提供有关互联网使用的社

会及道德问题的指导，这些问题包括版权、合理

使用和剽窃以及互联网安全和保障等。另外，学

校还会向学生和教职工提供有关在教室中使用便

携式通讯设备或个人电子设备的指导。这些设备

包括但不限于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平板电脑、

iPad、手机、PDA、电子阅读器和手持游戏设备等。 

培训包括： 

• 在整个学年中提供互联网安全和合规使用课程。 

• 将互联网安全和合规使用的主题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  

• 通过多种方式安全、合规地使用个人设备或学

区发放的设备进行教学交流。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 声明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 是一项联邦法律，

旨在对在线收集 13 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进

行管控。 

YCSD 利用了多款第三方教育软件应用程序和 Web 

服务。为使学生能够使用这些有价值的程序和服

务，必须向网站运营商提供特定个人身份信息。

根据《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上述网站在收集 

13 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身份信息之前必须向其家长

发出通知并获得家长的切实同意。根据法律规定，

学校就此获得家长同意后，家长无需再向每位运

营商单独表示同意。YCSD 会应网站运营商的要求

提供各种类型的个人身份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学

生姓名、YCSD 用户名和 YCSD 电子邮箱地址。 

如需获取有关学区当前使用的应用程序和网站列

表以及隐私政策信息，请访问：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EdTech. 

随着新的应用程序和资源的不断涌现，教师可能

会发现其认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更多在线工具。如

果教师计划使用尚未在学区层面采用的新资源，

则教师须另外征得家长的同意。 

根据上述《可接受使用政策》(AUP) 中所述的条款

和条件，所有授权用户都可以： 

• 使用办公和教学应用程序  

• 参与通过远程学习服务进行的虚拟课堂教学 

• 获得 WEB 电子研究和教学服务  

• 通过互联网访问新闻；通过大学和公共图书馆

获取印刷和多媒体资产；以及参与通过互联网

站点提供的内容丰富的活动 

• 在本地、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电子通信，这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讨论组、电子邮件、视频会

议和白板通信 

• 获取公共领域的多媒体文件 

• 参加视频会议 

学区学生指南 
1. 为了访问学区网络和基于网络的服务，学区内

每位未满 18 岁的学生都必须请家长/监护人在

《可接受使用政策》表格上签名，并将表格交

回学校。年满 18 周岁的学生必须在《可接受使

用政策》表格上签名并将表格交回学校。 

2. YCSD 学生将接受互联网安全方面的指导。 

3. 任何家长/监护人均可通过签署《网络服务许可

撤销表》撤销学生对所有网络服务的访问权限，

该表在《学生手册》和每所 YCSD 学校均有提供。 

4. 家长/监护人也可以通过签署一份新的《学生/

家长技术使用表》随时恢复学生对所有计算机、

网络和互联网服务的访问权限。该表在每所 

YCSD 学校也均有提供。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Ed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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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选择拒绝授予孩子使用任何网络服务或互联

网服务的权限，则您的孩子将无权访问 CANVAS 学

习管理系统以查看作业、提交家庭作业和参加在线

学习、访问 ASPEN 学生信息系统以查看成绩、访问 

OUTLOOK 以查看学生电子邮件、使用 OFFICE365 办

公工具、参加视频会议、获取学区购买的教学软件

以及相关的 WEB 服务。家长/监护人必须自行承担

查询成绩、查看作业和获取教学资料的责任。此外，

您的孩子将无法使用学区发放的设备或计算机，也

不得将自己的设备用于其所在学校开设的任何计算

机相关的课程。这包括访问学区内的“虚拟高中”

和“弗吉尼亚州虚拟课程”。此外，学区课程评估

以及州和联邦规定的测试，例如弗吉尼亚州学习标

准 (SOL) 测试，都需要使用可以访问互联网的计算机。  

5. 对于必要测试，我们将进行个别安排。 

使用 YCSD 的网络服务、WEB 服务、应用程序和互联

网是一种权限，而非权利。学区用户对通过学区提

供的任何服务所进行的任何活动均不享有隐私权，

亦不应有隐私期待，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任何学区系统收发电子邮件、聊天、发送/发布/

上传、接收和/或存储视频或资料。学区管理人员

保留监督和记录所有用户活动的权利。如有违反

上述《可接受使用政策》、校务委员会政策或法

规、学生行为守则或任何地方、州或联邦法律的

任何证据，学区网络人员将酌情向学区行政人员

或执法人员提供此类证据，以进行纪律处分和/或

提起刑事诉讼。 

学区职员的职责 
学区职员将： 

1. 监督和评估针对教职工和学生的所有互联网安

全须知，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更新； 

2. 每年对学区的技术基础架构以及网络进行评估，

确保互联网和数据安全程序设置到位、运行良

好； 

3. 继续了解互联网漏洞的最新发展、法律问题、

与教学有关的能力以及学生所受到的影响； 

4. 向教职工提供有关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及道德问

题的专业指导，这些问题包括版权、合理使用

和剽窃以及互联网安全和保障等; 

5. 评估学区《可接受使用政策》的有效性，并根

据需要每年进行更新； 

6. 通过学区网站和其他方法，向家长和社区了解

与互联网安全和安保有关的需求并提供相关信

息。 

用户权限 
1. 学生和教职工可以将学区的所有技术、软件和

网络服务用于搜索、通信和制作等经许可的教

学目的。项目和作业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发布，

并且可能包含个人身份信息。根据《家庭教育

权和隐私权法案》(FERPA)，这些信息可以归类

为学籍档案。通过互联网进行电子通信时，我

们将努力限制个人身份信息的数量。在线完成

的作业和活动可能会接受教师的评价、评分或

评估；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评价、评分或评估

都不会发布给公众。 

2. 我们将为所有学生分配一个 YCSD 电子邮箱帐户。

未满 13 岁的学生只能与学区内的教职工和学生

互通电子邮件以及接收 YCSD 批准和使用的任何

第三方教育软件应用程序或 WEB 服务的电子邮

件。 

3. 学生和教职工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可促进或支

持学习和教育活动的外部资源信息。学生在学

校或家中使用互联网时应有人监督。 

4.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下载和传输日常教学所需的

经批准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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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此类活动不违反版权法或其他法律、

不产生任何费用，并且/或者不会在网络商店

中放置任何免费软件、共享软件、游戏或其

他可执行文件。 

5. 学生可以按照学校教职工的指示以及本手册的

规定，在教学活动中使用便携式通讯设备或个

人电子设备。 

用户责任 
1. 学生必须确保密码和帐户的私密性和安全性。

学生不应试图获取其他同学的密码，也不应访

问其他同学的帐户或冒充其他同学使用网络。 

2. 学生不得将任何学区技术用于商业用途、个人

谋利或产品宣传。 

3. 学生不应使用缆线将任何便携式通讯设备或电

子设备连入学区的网络。 

4. 学生应尊重他人的财产，不得访问、修改或删

除属于他人的任何网络文件、文档、应用程序

或数据文件。故意损坏行为是指蓄意损毁或破

坏其他用户的数据或任何网络服务的行为，该

行为将导致行为人的权限被取消并受到纪律处

分。 

5. 学生不得激活个人热点、3G、4G 或 5G 服务或类

似的服务/设备来访问或共享互联网。电子邮件

或其他电子通信中禁止出现骚扰、歧视性言论、

恐吓信和威胁、淫秽或粗俗语言以及学生行为

守则、校务委员会政策、联邦或州法律所禁止

的其他内容和行为。 

6. 学生应正确使用和保管在学区内任何学校使用

的或分发给家庭使用的硬件、辅助计算机和网

络设备。故意损坏或破坏任何技术或相关组件

的行为将导致行为人的权限被取消并受到纪律

处分，且行为人还须向学区支付赔偿金。 

7. 学生应对其网络帐户中的所有资料负责，并同

意确保其帐户中没有淫秽、色情、诽谤、恶意、

歧视或威胁性语言、图像、文件或电子邮件，

以防止此类资料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渠道进入网

络。不得在任何学区的硬件上安装个人软件。

用户应遵守 1976 年的《版权法》和与教育有关

的“合理使用”规定。我们禁止传输任何违反

联邦或州法律或法规的资料，并将根据刑事法

规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同时还会根据学生行

为守则取消行为人的权限并对其予以纪律处分。 

8. 我们禁止学生执行或试图执行会增加 YCSD 技术

资源、网络、系统或数据漏洞及风险或对其安

全造成威胁的任何操作。 

9. 如果学生获得第 7 点中指明的资料、意识到网络

或硬件安全问题、版权或合理使用侵权或任何

互联网安全问题，应立即告知课堂教师或教学

楼管理员，以便其通知信息技术部或教务处获

取协助。 

YCSD 将采取预防措施限制对不适当资料的访

问。所有学区教职工都将对学生在教室、实

验室和图书馆的所有活动进行监督，并将根

据学生行为守则或刑事法规对任何违反上述

《可接受使用政策》的行为予以相应的纪律

处分。适当、安全且有价值地使用互联网是

学生、家长和 YCSD 教职工的责任。家长可以

监督学生在家中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以为学

区的教职工提供协助；制定在家上网的行为

规则；鼓励就互联网使用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展开讨论，以加强学区的互联网安全教育。

在家中或任何非 YCSD 场所使用作为 1:1 项目

或任何其他学校相关项目的一部分由学区提

供的设备时，须遵守上述《可接受使用政策》

的要求。 

YCSD 对所提供的网络服务或向学生提供的硬

件/软件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YCSD 不

对学生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这包括因延迟、未交付、错误交付、设备故

障、财产损坏、服务中断造成的数据丢失或

任何由此导致的数据损坏等。由于互联网的

广泛性、多样性和不可管理性，YCSD 对通过

互联网收集的信息的准确性、性质或质量概

不负责。YCSD 对用于访问学区硬件或网络或

互联网的个人财产，或因学区提供的互联网

访问所引起的任何债务概不负责。 

YCSD 的《网络服务/互联网可接受使用政策》

符合所有本地、州和国家的电信规则和法规。

如需查看 YCSD 的最新《网络服务/互联网可接

受 使 用 政 策 》 ， 请 访 问 ：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EdTech. 

如有任何意见或疑问，请联系教务处。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Ed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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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护权家长的权利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4.3 条规定，除非发

布相反的法院命令，否则不得禁止公立学校在校

生的无监护权家长（i）参加任何该学生的学校活

动（午休、家长会和课外活动等）。  

非歧视政策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GB 

美国总统和国会以及弗吉尼亚州议会已颁布法律

并发布指令，以确认其保护和给予雇员和学生平

等机会的意图。另外，联邦政府和弗吉尼亚州还

制定并实施了有关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平等的法

律。 

YCSD 在录取、留住、开除、分配和/或转移学生

以及许可学生参加 YCSD 所有课程和活动时，均不

会考虑学生的种族、肤色、信仰、性别、性取向、

国籍、政治立场、年龄、残疾缺陷或信念，但州

或联邦法律允许的情况除外。 

学区主管应按照联邦和州的法律和法规，采取适

当的措施来实施和监督此政策，这包括： 

• 指定第《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和《康复法案》

第 504 条的协调员，并将其身份告知家长/监护

人、学生和雇员； 

• 建立相关程序以处理指称违反此政策的投诉和

申诉，这些投诉和申诉可由任何雇员、学生或

第三方发起； 

• 对雇员进行政策和投诉程序方面的培训；以及 

• 向公众、家长/监护人、学生和所有雇员宣传此

政策及处理举报违规行为的程序。 

首席人力资源官，《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 
302 Dare Road, Yorktown, VA 23692 

757-898-0349 

学生服务中心主任，《康复法案》第 504 条协调员  
302 Dare Road, Yorktown, VA 23692 

757-898-0455 

分发非教学资料 
向外部非营利组织和营利组织分发任何非教学资

料都必须经过学区的社区与公共关系协调员批准。

有关批准的在线申请表，请访问学区网站：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onlineForms/materialDistrib

ution/defaulty.aspx。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PPRA) 

下的权利通知 
学生在参加涉及八 (8) 种受保护信息中的一种或多

种的任何调查、分析或评估之前，必须获得家长/

监护人的同意。将学生信息用于营销目的以及某

些体检和筛查之前，也必须征得家长/监护人的同

意。八 (8) 种受保护信息包括： 

• 政治立场或信仰； 

• 精神或心理问题； 

• 性行为或态度；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onlineForms/materialDistribution/defaulty.aspx。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onlineForms/materialDistribution/defaul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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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法、反社会、自证其罪或有损人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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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人的批判性评价； 

• 法律上不认可的特殊关系； 

• 宗教习俗、立场或信仰；以及 

• 法律规定以外的收入。 

对于任何涉及上述信息的调查、分析或评估，以

及由美国教育部以外的机构赞助/资助的任何调查，

家长/监护人和获授权学生有权接收通知、查看和

选择退出。  

学区外就读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C 

根据接收能力和课程供给情况，学生可在证明确

有家庭需求的情况下入读指定出勤区以外的学校。

有关申请表和其他信息，可通过任何学校的总办

公室或校务委员会办公室获取。下一学年的申请

将在 3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之间受理。 

学区外转入的高中生在入读新学校后的 365 个连

续的公历日内将无资格参加弗吉尼亚州高中联盟

赞助的体育运动或学术活动，根据“非居民政策”

选择转学的即将升学的新生除外。 

学生必须保持良好的出勤率和行为举止，以便继

续在学区外的学校就读。出勤和纪律问题可能导

致学区外就读的批准被撤销。  

家长/监护人资源 
课程信息、阅读清单、写作要求以及包含家长/监

护人和学生相关信息的实用网址已发布于约克郡

校区网站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家长/监护

人可以通过联系孩子所在的学校来获得上述信息

的纸质复印件。 

剽窃 
简单来说，剽窃就是文学意义上的盗窃，即盗用

他人的作品、抢占原创作者功劳的行为。YCSD 要

求所有学生尊重他人的

知识产权，践行相应的学术诚信，在使用他人作

品（例如文字、想法、数据或数字产品）时注明

原创作者。 

我们绝不容忍蓄意剽窃，并将根据学生行为守则

中概述的剽窃后果来处理这类违法行为。 

《效忠宣誓》与爱国歌曲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02 条 规定，学区的

每个校务委员会都应要求全体学生每日在教室内

诵读《效忠宣誓》誓词，诵读时应面朝国旗，右

手置于胸前。如果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出于宗

教、哲学或其他理由反对其诵读《效忠宣誓》誓

词，则不得强迫学生诵读誓词。未诵读誓词的学

生必须安静地坐立，不得干扰或影响其他人。应

为学生提供演唱国歌和其他爱国歌曲的机会。校

长有责任确保每间教室都配有美国国旗。 

便携式通讯设备及个人电子设备 
除由课堂教师监督的结构化教学活动外，为避免

中断教学过程，学生在教学日、课外活动期间或

在校车上不得展示、使用或激活便携式通讯设备

或其他个人电子设备，教学楼管理员另有说明除

外。教学日包括但不限于在正常上课期间的午休、

换教室上课和其他结构化的教学活动。在教学日、

课外活动期间以及在校车上，学生必须确保此类

设备已关闭并收入袋中。没收的物品只有在放学

时才会退还给家长/监护人。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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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携技术 (BYOT) 
如果学生选择使用自己的个人设备而非学区发放

的设备，可在家长允许的情况下携带  iPad、

Chromebook 或便携式电脑。  

学生不得使用此类设备通过自己的互联网提供商

提供的任何专用 3G、4G 或 5G 服务访问互联网。 

这一通过个人电子设备进行的无线访问将用作提

升学生课堂教学体验的手段。决定是否允许学生

携带和使用个人设备时，应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如果学生未能遵守相关规定，可能会受到纪律处

分。 

通用规则 

1. 任何个人电子设备都不得通过缆线连接至学校

系统网络。只能通过无线连接访问网络。不允

许任何人将个人电子设备通过插入学校数据插

孔的以太网电缆连接至网络。违反此规定将导

致行为人受到纪律处分，并取消其网络访问权

限。 

2. 如果学生要在课堂教学或上课期间使用个人电

子设备，需要获得教师的许可。音频、视频和

图像捕获应用只有在获得教师许可，且用于特

定教学目的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3. 个人电子设备（包括耳塞和耳机）的使用仅限

于为教学活动提供支持，且如果教师要求，必

须将其关闭并收好。 

4. 除非教师允许且教学活动需要，否则所有个人

电子设备都应设为静音。 

5. 不得指引学生将个人电子设备与其他学生共享。 

6. 未经学校或学区授权工作人员的同意，任何学

生都不得故意尝试访问任何计算机、计算机系

统、计算机网络、信息存储媒介或周边设备。 

7. 任何学生都不得将学区所拥有的授权软件安装

在其个人电子设备上。 

8. 任何学生都不得使用其电子设备或其他任何无

线设备在学校范围内搭建无线自组网络。这包

括但不限于使用个人电子设备作为有线或无线

热点。 

9. 任何学生都不得使用任何计算机或设备非法收

集任何电子数据或干扰网络服务。学生不得蓄

意损坏或破坏学校网络、互联网服务或者学校、

任何学校工作人员和/或学生所拥有的其他任何

电子设备。 

10. 学生不得尝试或使用任何软件、实用程序或其

他手段访问为互联网过滤器所屏蔽的网站或内

容。 

11. 学生在学校使用个人电子设备时，不应有隐私

期待。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政策（《弗吉尼亚州

法典》 第 22.1-279.7 条），如果学校有合理理由

怀疑学生在使用计算机时违反了弗吉尼亚州法

律、YCSD 政策、管理程序或学校规定或有其他

不当行为，学校保有搜查其个人电子设备内容

的权利。 

12. 学区软件无法为通过专用网络服务访问互联网

的设备过滤不当内容。建议家长在这些设备上

自行安装安全和过滤程序。 

13. 使用手机和其他设备的学生在上学期间禁止通

过其个人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访问互联网。对

于由通话、互联网访问、应用程序下载、短信

服务或类似服务导致的任何债务，YCSD 均不承

担任何责任。 

个人电子设备的安全风险 
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尤其易于丢失

和失窃。常见的丢失或失窃地点包括校内、学校

操场、停车场和公交车上。如果个人电子设备失

窃，失主必须立即向教学楼管理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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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认为其密码泄露，应立即使用学区的计

算机重设密码。 

学生必须负责并注意所有风险。YCSD 对于个人财

产丢失、损坏或失窃不承担任何责任。携带个人

电子设备到学校的学生必须承担看管这些物品的

全部责任。学区和学区工作人员没有义务尝试修

理、校准出现故障的个人硬件或软件或为其排除

故障，也不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笔记本电脑、上

网本和其他所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所有者在任何

时候均不得丢下设备不予看管。不使用的时候，

学生应当将其放在身边或安全的地点，例如学校

储物柜（如有）。无人看管的个人电子设备将被

转交至学校管理部门。 

私人交通工具 
乘坐私人交通工具上学的学生应在上课前 15 分钟内到

校。教师在开始上课前已分配好了责任。学校不

会承担对学生提早到校的行为进行监督的责任。

所有乘坐私人交通工具回家的学生，家长或监护

人必须在适当的放学时间将其接回。私人车辆不

得停放于校车专用的接送学生的区域。请遵守学

校大门处张贴的指示牌。对于停放在校园内的私

人车辆，如果学校怀疑其违反了校务委员会政策，

可对其进行搜查。 

升级政策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UY 

小学生将基于多种标准逐年升级，包括语言艺术、

阅读和数学等方面的成绩，以及弗吉尼亚州评估

计划的考试结果。如果某位学生在语言艺术、阅

读或数学方面的学业成绩不合格，或者显著低于

既定的成绩水平线，则该生可能需要在指定的小

学年级留级一 (1) 年以上的时间。 

初中生将基于其所有科目的成绩逐年升级。学生

必须顺利完成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学或者是

获得初中校长批准的暑期推荐课程的学习，才能

升至下一年级。对于某一课程不及格的学生，学

校也将基于标准化考试分数以及补习课程的完成

情况评估其是否符合升级条件。补习可包含暑期

班和/或定向技能课程等。 

对于高中生，学校将基于其所获取的学分所反映

的成绩决定其是否能够升级。年级的指定将按照

以下规则确定： 

10 年级最低 5 学分 

 11 年级最低 10 学分 

 12 年级 最低 15 学分 

如果学生满足升入下一年级的要求，则不应留级。

在考虑将某位学生做留级处理时，工作人员应按

照“标准操作程序：留级”中所述的指导原则行

事。同样，在考虑将某位学生做跳级处理时，工

作人员应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跳级”中所述的

指导原则行事。 

关于毕业要求的具体信息，详见 YCSD 学习计划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

es.pdf 或联系孩子所在学校的咨询办公室。 

档案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O 

1. YCSD 会准确、完整地永久保留所有学生的个人

累积记录。所保留的单个学生的所有数据被视

为该生的学籍档案。学籍档案的内容仅限为学

校在促进学生个人、社会、教育和职业发展以

及协助其进行教育和职业安排时所需的数据。

学籍档案保留在学生就读的学校内。 

2. 学籍档案的维护工作由该校校长负责。  此外，

校长还负责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es.pdf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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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记录了数据披露予对方以及披露目的的

日志。 

3. 有关审查和删除学籍档案的政策和程序，请参

阅校务委员会政策手册文件 JO 以及主管规范 JO。

所有学区的最新政策均发布在学区网站上。这

些政策的印刷复印件可根据需要提供给无法进

行在线访问的民众。 

4. 家长/监护人和符合资格的学生可就学籍档案的

内容提出质疑，还可申请修改不准确或者有误

导性质的信息。如果学校管理人员拒绝了修改

申请，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被告知

有权举行听证会。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

生还有权针对 YCSD 所指称无法遵守《美国法典》

第 20 卷第 1232G 条规定的行为，向家庭教育权

和隐私权法案办公室提出申诉。 

5. 家长/监护人和符合资格的学生可能需要为复印

学籍档案数据支付费用。该费用不得超过复制

成本。 

6. 提出申请后，家长/监护人和符合资格的学生可

获取一份有关学籍档案管理和存放地点的书面

政策和程序复印件。 

7. 维护 

A. 学生的学籍档案由学校校长直接监管。 

B. 针对如何检查、查看、质疑和/或发布学生

学籍档案中包含的个人身份数据，学区根据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美国法典》

第 20 卷第 1232G 条，1986 年）制定了相关

程序。 

C. 所有学生都应当拥有包含部分或所有下述内

容的学生学籍档案： 

1) 身份数据：姓名、出生日期、最新住址； 

2) 家长/监护人的姓名和住址； 

3) 完成的学术作业、成绩水平（评分）； 

4) 州要求的标准化成绩和能力考试结果； 

5) 出勤数据； 

6) 健康、体检报告、疫苗接种证明； 

7) 文凭类型； 

8) 准考证； 

9) 最初和阶段性评估报告； 

10) 特殊教育信息； 

11)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12) 法律、心理、医疗报告，社交记录； 

13) 敏感生理问题记录； 

14) 经过确认的周期性非典型行为报告；以

及 

15) 来自少年法庭、少年缓刑营、福利院等

机构的报告。 

学生学籍档案中的所有数据均视为机密数

据。 

8. 访问 

A. 学校认为父母双方均有权检查和查看学生的

相关记录，除非学校收到通知，根据监护权、

分居和离婚等事务的本州适用法律，父母双

方没有相关权利。 

B. 家长或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检查和查看学区

收集、维护或使用的学生相关学籍档案。学

校将在收到书面申请后的十四 (14) 个公历日

内回复，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家长和符

合资格的学生将收到记录查看时间和地点的

通知。 

C. 在举行任何有关 IEP 的会议，或与学生身份

认证、评估或教育安置相关或者针对是否提

供免费适当公共教育的任何听证会前，学区

将回复检查和查看学籍档案的申请。 

D. 直接参与学生的监管或指导的校内人员有权

访问记录。这其中包括学校校长、副校长、

教师、主任、校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相关服务

提供者，例如职业治疗师和理疗师。对于申

请访问权限的其他特定方，例如执法人员、

与学校签约执行特别任务的人员（例如律师、

审计员、医疗顾问或治疗师），或是就职于

官方委员会（例如纪律或申诉委员会）的家

长，抑或是协助其他学校管理人员执行任务

的人员，可按照《弗吉尼亚公立学校学生学

籍档案管理指南》中的规定为其授予相关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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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检查和查看学籍档案的权利包括： 

1) 针对学籍档案的说明和解读提出的合理

申请，收到学校回复的权利。 

2) 要求学校提供包含相关信息的学籍档案

复印件的权利，如果未能提供该等复印

件，将严重影响家长行使检查和查看学

籍档案的权利；以及 

3) 家长指定代表代为检查和查看学籍档案

的权利。 

F. 如果任何学籍档案包含多名学生的相关信息，

这些学生的家长/监护人有权检查和查看仅

与自己孩子相关的信息或被告知特定信息。 

G. 在收到申请后，学校将为家长或符合资格的

学生提供一份学校收集、维护或使用的学籍

档案的类型和位置清单。 

H. 如果孩子年满 18 周岁或进入中学后教育机

构，家长关于学籍档案的所有权利将移交给

孩子，除非特定法规或法院判决有其他指示。 

9. 披露 

A. 如果收到披露学籍档案数据的相关申请，在

可能的情况下，此类申请将立即获得批准，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从申请日期算起的五 

(5) 个行政工作日。如果学校确定无法在五 

(5) 个行政工作日内提供所申请的档案或者

无法确定该档案是否可以提供，学校将通知

申请方，且提供所申请档案的期限将额外延

长七 (7) 个行政工作日。 

B. 学生转学时，除非其他适用法律禁止，否则

学校可以在不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将学

籍档案中的信息披露给另一所学校或另一个

学区。学籍信息还可以提供给学生申请入学

的中学后教育机构。 

C. 学校将在学生的学籍档案中永久保留一份

“档案数据披露表”，其中显示： 

1) 已申请和/或获得学籍档案数据披露权的

各方，例外情况包括：学区的成人文书

和专业工作人员、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

格的学生；以及接收名录信息的各方； 

2) 所代表的机关或机构（如适用）； 

3) 披露日期； 

4) 以及披露该等数据的特定合法权益和数

据使用目的。 

D. 在残障学生的相关个人身份信息不再需要的

情况下，必须按照家长的要求将其销毁（除

非学生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评分、出

勤记录、参与的课程、上完的年级和学年等

信息可不受时间限制持续保留）。如果家长

不申请销毁个人身份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永

久保留。 

E. 档案数据披露表将提供给家长/监护人或符

合资格的学生、负责维护档案的学校管理人

员以及相关授权方。 

F. 学籍档案中的个人身份信息（名录信息除外）

披露给第三方的前提是，该第三方在未获得

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生书面同意的

情况下，不得披露此类信息。披露该等信息

时，将提供说明上述条件的书面声明。如果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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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构、机关或组织，其管理人员、雇员

和代理可以使用所披露的个人信息，但只

能用于披露该等信息的初始目的。 

G. 学籍档案信息披露予对方的名单可应要求披

露，该等披露的条件可通过各校校务委员会

政策手册文件 JO 查看。 

H. 校长或其指定人员可出于强化青少年司法体

制相应能力的目的披露学生学籍档案中的身

份信息，以此在判决之前为学生提供高效服

务。除此类机关外，校长或其指定人员还可

向以下各方披露学籍档案中的身份信息：弗

吉尼亚州的律师、法庭服务单位、青少年感

化中心或教养院、心理和医疗保健机构、州

及地方儿童和家庭服务机构、青少年司法部

门以及此类机关的职员。在披露任何此类学

籍档案前，档案披露予对方应当以书面形式

向校长或其指定人员保证，在未获得学生家

长或年满 18 周岁的学生的书面同意前，不

会将该等信息披露给其他任何各方，弗吉尼

亚州法律要求的情形除外。 

I. 如果需要获得家长同意才能发布学生的学籍

档案数据，而家长/监护人拒绝提供此类授

权，则地方教育机构 (LEA) 必须通过非正式

方式获得同意。如果家长/监护人仍然拒绝

提供授权，LEA 必须向申请获得相关信息的

人员/机构提供书面通知，说明要获得该等

信息需要征得家长同意，而此其要求遭到拒

绝。如果 LEA 想要披露信息但却无法通过非

正式方式获得必要授权，LEA 可酌情采取更

正式的措施，达成发布信息的目的。 

10. 名录信息 

A. 可视为名录信息的数据如下： 

1) 出勤或不再出勤的学生姓名； 

2) 住址； 

3) 出生日期和地点； 

4) 电话清单； 

5) 出勤日期； 

6) 官方认证的活动和体育活动的参与情况 

7) 身高和体重（如果是运动队成员）； 

8) 获得的奖项和荣誉；以及 

9) 其他类似信息。 

B. 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生可拒绝提供

名录信息的披露授权，方法是在收到申请后

的十五 (15) 个行政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

校长，没有自己的事先同意，不得披露该等

信息的任何部分或全部。 

C. 如果家长/监护人或符合资格的学生未申请

拒绝披露信息，学区将根据学区政策披露名

录信息。 

D. 学校无需维护名录信息的披露记录。 

11. 销毁非永久性档案 

YCSD 将按照《弗吉尼亚州法典》以及州教育

委员会和弗吉尼亚图书馆制定的指导原则销

毁所有学生（包括有特别需求的学生）的非

永久性档案（非学籍档案）。这些档案在学

生从 YCSD 毕业或退学或者转学至另一个学区

后必须保留五 (5) 年时间。如果需要该等信息

来申请社会保险福利或出于其他目的，学生

（如果该生未满 18 周岁，则为其家长/监护人）

可在从 YCSD 退学或毕业后五  (5) 年内拨打 

757-898-0314 获取自己的相关档案。 

12. 永久性或长期档案 

永久性或长期档案包括成绩单、免疫接种验

证访问记录、名录信息的最终选择退出记录

和学业终止（毕业/退学）信息等。这些档案

将保留 75 年，然后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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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学成绩单 

在学生能够获得 SAT 和 ACT 等与大学成绩相关

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时，符合资格的学生、学

生家长、监护人或者对该生有法律监管义务

的其他人员可通过书面申请选择将这些考试

成绩从学生成绩单中剔除。要申请从中学成

绩单中剔除 SAT 和 ACT 成绩，符合资格的学生、

学生家长、监护人或者对该生有法律监管义

务的其他人员需要填写 YCSD 成绩单申请表 (I-

93)，并将申请表提交给学区档案管理人员。 

学生离校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JED 

任何学生只有在经正式授权的教职员、执法人员、

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对其有监护权的家长或监护人

提出申请或在其陪同下，才能早退，例外情况是

学校事先已收到来自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许

可。 

如果学生需要早退，家长、监护人或某位由家长

授权的大人必须在办公室帮助孩子签退。为了学

生自身的安全，禁止学生在车边与大人会面、在

校外等候或徒步回家。相关人员不得直接从教室

中接走孩子。如果学生需要由其他人看护，家长

需要向学校提供书面通知。 

闭校或推迟上学 
出于恶劣天气的原因闭校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

需要经过谨慎考虑。在决定是否闭校时，需要考

虑的因素包括： 

• 所预报的恶劣天气的程度和类型； 

• 恶劣天气的发生时间； 

• 所有街区（街道和居民区）和公交车站的状况；

以及 

• 是否能够确保学校周边的停车场和步道畅通无

阻。 

当学校做出闭校或推迟上学的决定后，学区网站、

YCSD-TV、Facebook 和 Twitter 帐号会立即发布相

关信息。此外，任何推迟或取消上学的信息都将

通过学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通知系统分享给学生

档案中有家长联系信息的所有家长。信息还会提

供给地方电视台和电台，但学区无法保证电视台

和电台一定会广播闭校通知，也无法保证其信息

的准确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通知将于闭校当日

清晨 5:30 开始发送。在推迟 2 小时上学的情况下，

学校将不会安排任何学前班或拓展班课程。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98 条，需要遵循

以下规定： 

• 在恶劣天气状况或其他紧急情况导致某个学区

一所或多所学校闭校且闭校时间少于五 (5) 天的

情况下，相关学校应当按照校务委员会的规定

安排相应天数的补课时间；但是，要求的补课

天数不得超过缺课天数； 

• 在恶劣天气状况或其他紧急情况导致某个学区

一所或多所学校闭校且闭校时间达到五 (5) 天但

不超过十五 (15) 天的情况下，相关学校应当先

补课 (5) 天，超过五 (5) 天的部分按照每缺课两 

(2) 天补课一 (1) 天的方法进行计算，补课总天数

不得超过九 (9) 天；  

• 在恶劣天气状况或其他紧急情况导致某个学区

一所或多所学校闭校且闭校时间超过十五 (15) 

天的情况下，相关学校应当至少补课 (10) 天；

或者 

• 在恶劣天气状况或其他紧急情况导致某个学区

任意一所学校闭校且该校已无法满足 180 天或 

990 小时的教学时长要求的情况下，学区可为其

学生提供相当于缺课天数的教学时间，以此弥

补缺少的教学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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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安全和应急准备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EB 和 EE 

您的孩子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因此

学校的安全是 YCSD 的头等要务。学区职员与国家、

州和地方安全人员（警察、消防、急救服务和公

共卫生部门）紧密合作，以此确保我们的学校能

够为紧急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所有学校都制定了全面的危机应对计划，能够应

对各种各样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由学校与安全

人员共同制定，而且每年都会接受审核。总体来

说，每项计划都涉及：  

• 选派应急事件管理团队；  

• 制定疏散、反向疏散、就地避难和封锁程序； 

• 准备便携式应急救助包，其中包含关键信息和

用品； 

• 指定适当的疏散地点； 

• 人员培训和计划执行的规定；  

• 应对特定类型事件的行动指南；以及  

• 事件发生前、中、后期的助力资源。 

演习 
在整个学年当中，学校将举行数次演习以确保学

生和教职员了解紧急情况下的应对措施。这些演

习包括但不限于火灾、龙卷风和封锁。演习前一

般不会告知学生和教职员，以便准确评估应急响

应程序的执行情况。学校管理人员将在开学第一

周结束前与学生和教职员共同学习安全和演习程

序。学校的安全和应急信息也将通过学校通讯和

在返校夜活动中分享给家长。 

许多演习将与 York-Poquoson Sheriff’s Office 以及

约克郡消防和生命安全部联合举办。为了避免在

真正发生紧急状况时造成混乱，学校在进行演习

时不会向学生家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除

非出现了异常情况。 

家长信息 
紧急情况下，学校设施的使用可能受限，因为需

要确保街区和停车场畅通，以便应急车辆通过。

如果学生外出会遇到危险，则所有人都必须留在

校内，直到相关部门通知外面已经安全。学校在

采取行动时始终都会考虑学生的安全，学校管理

人员也将始终遵照应急人员的指示行事。 

紧急情况下，家长不得拨打学校电话或前往学校。

我们了解并尊重您对孩子的担忧之情，但重要的

是，紧急情况下，电话系统必须保持畅通，以便

进行应急通讯，同时相关职员也需要处理应急事

宜。 

紧急事件通知 
家长将通过学区的快速通知系统收到紧急事件通

知。我们建议家长及时查看通信信息（电话或者

电子邮件均可），以确保能够准确、及时地收到

来自学区职员的紧急事件通知。 

搜查和没收 
储物柜和其他物品存放设施是校务委员会的财产，

租借给学生以供其在校期间使用。学校管理人员

有权打开和检查任何以及所有的物品存放空间。 

学校管理人员还有权搜查任何学生和/或学生的个

人财物（例如钱包、书包），前提是前者有合理

理由怀疑学生持有违反法律、学校政策和规定的

物品，或是可能会对学校或其他学生造成危害的

物品。此类搜查将由管理人员在另一人在场的情

况下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对学生进行脱衣

搜身。 

学校行政部有权对学生停车场进行例行巡视。对

于停在校区内的车辆，只要学校管理人员有合理

的理由怀疑车内或车上有非法或未经授权的物品，

即可对其进行搜查。 

可以使用能够检测出毒品、炸弹和枪支的金属探

测器或警犬在校区内进行随机搜查。搜查可由学

校管理人员或执法人员与学校管理人员共同执行。

不得使用犬科动物搜查学生。 

政策和州法律禁止校区或学校职能部门使用任何

性质的武器。学校行政部有权使用固定式或移动

式金属探测器来防止武器和其他危险物品被带入

校区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 

学校当局可以扣押在校区内发现的任何非法、未

经授权或违反规定的物品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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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 
每所学校都可以为符合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条条件的学生提供服务。请联系校长获取相

关信息和推荐程序。 

性犯罪者登记系统通告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KN   

YCSD 已意识到性犯罪者对学生安全所构成的威胁。

因此，为了在学生往返学校、上学期间或参加学

校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保护学生的安全，YCSD 的每

所学校应请求电子通告，以了解相同或相邻邮区

登记或重新登记在案的任何性犯罪者的信息。此

类请求和通告应按照弗吉尼亚州警局制定的程序

做出。根据《校务委员会政策 Kn》，登记在案的

性犯罪者不得进入校园内。有关登记系统的信息，

家长可访问：http://sex-offender.vsp.virginia.gov 

特殊教育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GBA 

根据《残疾人教育法修正案》(IDEA)，符合条件的 

2 至 21 岁残疾学生可免费接受特殊教育和相关服

务。多学科综合小组（包括家长或成年学生）将

根据校区和相应外部机构进行的评估来确定孩子

是否符合接受服务的条件。残疾类型包括自闭症、

聋盲、发育迟缓、听力障碍、智力障碍、多种残

疾、肢体障碍、其他健康障碍、情感障碍、特定

学习障碍、口语或语言障碍、颅脑损伤或视力障

碍（包括失明）。 

如果孩子在其他地区接受过特殊教育服务，请在

报名时或尽快向学校提供一份孩子当前的个别化

教育计划 (IEP) 的复印件。有关特殊教育的更多信

息，请与校长或学生服务中心主任联系。要推荐

孩子接受特殊教育评估，请联系校长。 
注：  在学生退学、转学至另一个学区、毕业或完成

教育委员会计划五 (5) 年后，特殊教育记录将被

销毁。 

幼儿期特殊教育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GBA 

YCSD 的幼儿期特殊教育计划 (ECSE) 为符合州及联

邦法规规定条件的 2-6 岁的幼儿提供特殊教育和

相关服务。  

如果学龄前儿童患有州及联邦法规中定义的 13 种

残疾中的一种或多种，则可以获得幼儿期特殊教

育计划服务。如果孩子不符合条件，学校工作人

员将配合孩子的家庭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IEP）。 

弗吉尼亚州学前教育计划 
弗吉尼亚州学前教育计划 (VPI) 旨在为在 9 月 30 日

之前年满三岁或四岁、但未加入“启蒙计划”的

困难学生提供服务。弗吉尼亚州学前教育计划是

一项以家庭为中心、以语言为基础的学前教育计

划，该计划主要侧重于入学准备、健康、营养和

社交技能，学生可参与该计划推出的高品质教育

活动。  

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 
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 (SEAC) 将在与学区特殊教育

计划有关的各个方面为 YCSD 提供建议和协助。有

关例行学习会的信息发布在 YCSD 网站和校区电视

频道上。同时还会通过学校以及通知系统的电话

和电子邮件向家长/监护人发出通知。我们鼓励家

长与会聆听有关特殊教育主题的演讲，并分享有

关约克郡特殊教育问题和疑虑的信息。每场学习

会都包含公众意见征询环节。有关该委员会的信

息，请致电 7578980308 与学生服务中心联系，或

联系任一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有关联系信

息，请访问学区网站：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Educa
tion/seac.aspx. 

任何有意在特殊教育咨询委员会任职的人员应致

电 757-898-0308 联系学生服务中心主任提交申请。 

  

http://sex-offender.vsp.virginia.gov/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Education/seac.aspx.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specialEducation/seac.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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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财产 
学生应妥善保管好贵重的个人物品，以防丢失。

此外，学生不应携带大量现金。学校不对学生物

品丢失或财产失窃承担任何责任。  

学校工作人员可能会没收行为守则中禁止持有的

物品或破坏教学秩序的物品。在某些情况下，学

校只会将没收的物品退还给家长/监护人。违法或

违禁物品应移交给相应司法机关进行最终处置。 

电话和电子邮件通知系统 
YCSD 采用自动群发通知系统来加强家校间的沟通。

学区和学校教职工使用该系统通过电话和/或电子

邮件向家长/监护人传达停课、紧急情况、学生出

勤以及学校事件和活动等信息。 

如需接收上述消息，请向学校提供您的最新联系

方式。如果搬家、换了工作或启用新的手机号码，

请务必向您孩子的学校提供最新的联系信息，以

免错过任何通知消息。 

电话的使用 
电话是学校办公的必备工具。因此，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学生才能使用教室或办公室的电话。家

长/监护人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

要求向学生发送提醒或消息。紧急或有时限的消

息应呼入前台办公室，而不应向教室语音信箱留

口信。  

考试和评估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IKF 和 IKFA 

学习标准 
学校会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强调弗吉尼亚州“学习

标准”(SOL) 的重要性。YCSD 为学生制定了完善的

教学计划，以使其为州规定的春季“学习标准”

考试做好准备。“学习标准”考试为不计时考试。

小学生须参加以下“学习标准”考试：阅读和数

学（3 至 5 年级）、历史（4 年级）和科学（5 年

级）。初中生须参加以下“学习标准”考试：阅

读和数学（6 至 8 年级）、历史、科学和写作（8 

年级）。我们将根据毕业要求，为学生提供以下

科目的“学习标准”结业考试，以供其获取高中

学分：代数 I、代数 II、几何、世界历史 I、世界历

史 II、世界地理、佛吉尼亚州和美国历史、地球

科学、生物学和化学。所有学生接受以下 SOL 测

试：英语：阅读和写作（这是为 11 年级提供的两 

(2) 项考试，涵盖 9-11 年级英语“学习标准”）。 

所有学生都必须修满一定量的可验证学分才能获

得标准或高级学业高中文凭。如需修满毕业所需

的可验证学分，学生必须通过“学习标准”结业

考试或州批准的替代考试。干预适用于在“学习

标准”考试中未达到通过/熟练成绩的学生。根据

《个别化教育计划》或 504 条计划的记录，我们

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提供考试变通援助。经

确定为英语学习者 (EL) 的学生也有资格获得其英

语学习者教学计划规定的考试变通援助。 

我们强烈建议学生及其家庭成员与其所在学校的

咨询人员或评估与合规协调员进行沟通，以获取

有关日程安排、期限和相关主题的信息。有关

“学习标准”考试的更多具体信息，请访问：  
http://www.doe.virginia.gov/ 

ACCESS FOR ELLS 2.0 
根据《让每位学生都成功法案》的要求，K-12 年

级的英语学习者  (EL) 必须参加语言能力考试。

ACCESS for ELLs 2.0 考试可对英语学习者的口语、

听力、阅读和写作能力进行评估。 

http://www.doe.virgin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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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LIERI 非语言能力考试 (NNAT3) 
Naglieri 非语言能力考试 (NNAT3) 旨在对学生的综

合能力进行非语言的评估。一年级的学生在秋季

参加该考试。 

大学入学考试 
• 学术能力考试 (SAT) 

•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 

根据大学公告或目录册的规定，大多数授予学位

的大学都要求学生参加某类入学考试。此外，大

多数大学和学费资助计划的资助方都要求学生参

加 ACT 或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 (CEEB) 的考试。建

议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在秋季参加上述任一考试。

对于计划根据提前录取计划申请大学或计划入读

军事学院的高中三年级学生，我们也建议其在春

季参加考试。ACT 和 SAT 在格拉夫顿（Grafton）

高中举行。 

ACT 可衡量学生是否能够执行通常需要大学生完

成的各类智力任务。涵盖科目包括英语、数学、

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 

SAT 是一项涵盖批判性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评

估的 3 小时考试。信息手册可通过咨询办公室获

取。需要申请人参加这些考试的大学会在其目录

册中指定相应学科和日期。 

有关 SAT 的更多信息，包括可选的考试日期，请

访问： 
https://collegereadiness.collegeboard.org/sat。 

有关 ACT 的更多信息，包括可选的考试日期，请

访问：  

https://www.act.org/。 

学业能力考试预考 (PSAT)/美国国家奖学金

申请资格考试 (NMSQT) 
十年级学生有机会参加学业能力考试预考 (PSAT)/

美国国家奖学金申请资格考试 (NMSQT)。考试于 

10 月份在约克郡的所有高中举行。 

PSAT/NMSQT 是简化版的 SAT 考试，也可以评估对

大学学习至关重要的批判性阅读、写作和数学能

力。我们鼓励高中二年级学生参加 PSAT/NMSQT，

同时也建议计划在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的高中三

年级学生参加该考试。参加该考试是参与国家奖

学金计划和国家优秀奖学金计划的第一步。 

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AP) 考试 
我们鼓励学习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AP) 的学生参加 

AP 考试。许多大学都会为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大

学预修课程和/或大学学分。上述考试将在约克郡

的所有高中举行。 

军队职业能力综合测验 (ASVAB) 
该测验主要针对高中三年级及毕业班学生。它可

以对各个职业领域的能力进行评估，以帮助确定

可能的终身学习及工作目标。该测验让学生有机

会将从军视为一种潜在的职业选择，同时认真审

视其他平民职业选择。测验分数组合起来形成五 

(5) 种能力职业分组。职业参考指南列出了与这五 

(5) 种能力中任意一种关系最密切的平民职业类别

和军事职业种类。有关 ASVAB 的信息，可通过高

中咨询办公室获取。ASVAB 在约克郡的所有高中

举行，学生需要在获得家长许可的情况下“选择

参加”。除非学生要求，否则 YCSD 高中不会向军

方披露考试成绩。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DP) 
完成六 (6) 个 IB DP 科目组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课

程的学生可以参加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考试：

英语 A 语言和文学 HL；古典拉丁语 SL、法语 SL 或 

HL、西班牙语 SL 或 HL；美洲历史 HL；生物 HL、

化学 HL、物理 SL；数学研究 SL 或数学 HL；地理 

SL、戏剧 HL。大学可以根据课程中的 IB 成绩授予

学生学分。IB 成绩由国际文凭组织根据内部评估

和结业考试的学生成绩来进行确定。评估在约克

高中进行。 

IB DP 考试日程  

学校会在考试日期到来之前共享学区的考试日

程。  

  

https://collegereadiness.collegeboard.org/sat。
https://collegereadiness.collegeboard.org/sat。
https://www.a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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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服务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EEAB 

对于入读约克郡学校且居住在约克郡但不在步行

区的学生，学区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只需到其所

在学校的指定校车接送点候车即可。学校还会为

许多课外活动提供接送服务。 

在学年开始时，应向家长/监护人寄送一份校车乘

车安全和行为守则的复印件，以及一份确认书。

确认书必须由家长/监护人填写，并在开学第一周

结束之前交回学校。 

• 此外，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16 条、

第 22.1-177 条和第 22.1-178 条的规定，应在开学

第一周对学前班至一年级的乘车学生进行初次

乘车安全培训，随后应在全年定期举行培训。 

• 在第一个三十 (30) 个教学日和第二学期的第二

个三十 (30) 个教学日期间，所有乘车学生都应

参加紧急逃生演习。 

时间表和路线 
运输部将负责确定校车路线、校车和驾驶员安排、

校车接送点和接送时间。如果上一年的校车路线

或校车接送点位置发生任何变化，学校会在本学

年开始之前通知家长/监护人。此外，上述通知还

会在八月的第三周之前邮寄给所有学前班、六年

级和九年级学生，以及运输部已收到其报名信息

的全体新生。 

距离主干道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死胡同不设校车

接送点。此外，弗吉尼亚州运输部不提供维护的

道路上也不提供校车接送服务。 

以下是相应学校及指定为“步行上学区”的社区： 

Bethel Manor（圣地庄园）

小学 部分就读区域 

Coventry（考文垂）小学 

Coventry（考文垂）住宅区的

部分区域 

Dare 小学 

Grafton Station（格拉夫顿

站）公寓小区 

弗农山庄小学和 Tabb（塔

布）初中 

Kings Villa（国王别墅）和 

Plantation Acres（种植园地

产）社区 

Queens Lake（皇后湖）初

中 

Creekside Landing（溪畔码

头）住宅区 

Grafton（格拉夫顿）初中

和 Grafton（格拉夫顿）高

中 

Glen Laurel（格伦·劳雷尔）

和 Grafton Woods（格拉夫顿

林地）住宅区 

 

校车接送点 
中学生最远可能要步行十分之四英里（约 640 米）

才能抵达校车接送点，而小学生最远可能要步行

四分之一英里（约 400 米）才能抵达校车接送点。

参加课外活动的中学生最远可能要步行一(1) 英里

（约 1600 米）才能抵达校车接送点。 

学生应在上车前十 (10) 至十五 (15) 分钟内抵达接

送点。我们鼓励家长/监护人或其委托的照管人陪

同年幼学生往返校车接送点，直至学生安全上下

车。学生在等车时应安静地排队站好，并远离街

道。校车延迟在所难免；因此，学生在正常接送

时间过后还应在接送点继续等待至少十五 (15) 分

钟。 

学前班学生的接送 
学前班学生应与住在同一社区的 1 至 5 年级的学

生一同接送。放学后，学前班学生应与其他要在

同一接送点下车的学生一起下车回家。 
 

如果某个接送点只有一名学前班学生下车，则其

家长/监护人（或其他有权照顾该学生的成年人）

必须在接送点等候，否则校车会将学生重新带回

学校。 

如果家长/监护人不想让孩子与其他学生一起下车

回家，则必须告知运输部和孩子所在小学的校长。 

换车申请 
如需临时换乘其他校车以参加特别活动，家长必

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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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性换车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转交给车

辆维护和运输部副主任。如果申请换车的学生要

与另一位学生一起回家，则两位学生的家长都必

须提交换车申请。通常，校车都是定额运行的；

因此，学校可能会出于照顾孩子的目的而允许换

车，但不一定会批准其他活动（例如聚会、外出

游玩等）的换车申请。 

校车和/或实地参观学习中的非本学区学生 
保险法规禁止任何未入读 YCSD 学校的儿童乘坐校

车。  

注： 请注意：这包括乘坐校车陪同孩子进行实
地参观学习的家长的孩子。无论何时，家
长/监护人未经允许不得乘坐校车。 

学校行政人员对乘车和接送点学生行为的监

管权力 
乘坐校车的学生必须遵守《学生手册》和《行为

准则》中的行为要求和规范。对于发生在校车上、

接送点以及往返于接送点与学生主要住所的行车

途中发生的任何违规违纪行为，学校行政人员可

对其进行调查，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参加特殊教学课程的接送服务 
YCSD 规定学生可以报名母校之外的其他学校的教

学课程，并为以下课程提供接送服务： 

1. 艺术学院 (SOA) 课程 

2. NJROTC 课程 

3. 国际学士学位 (IB) 课程 

4. 英才学校和新视野教育  

5. 沃勒尔米尔（WALLER MILL）小学的美术磁力

课程（仅限 MAGRUDER 小学的学生报名） 

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设备将用于监控校园周边交通繁忙路段

或校车上的安全以及学生的言行举止。监控设备

是否有专人 24 小时值守不作强制规定。监控录像

可作为纪律处分的依据。执法人员有权出于刑事

侦查目的查看相关监控录像。 

志愿者 

志愿者在我们的每一所学校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志愿者是办公室、课堂、户外教学的得力

助手。在校园里，志愿者还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

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志愿者，或者想要了解某一所

学校的志愿者计划，请联系您的小孩所就读的学

校，获取更多信息。如果不是学生家长，请登录

学区网站，了解有关志愿者计划的更多信息： 

yorkcountyschools.org/community/volunteers。 

校园参观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KK 

所有的访客必须在校务处登记并领取访客通行证

后方可入校参观。在领取通行证之前，访客可能

需要提供适当的身份证明材料。 

禁止约克郡或其他郡县某一所学校的学生进入其

他学院的校园，除非提供具体的正当理由（比如

接送兄弟姐妹、辅导）。 

家长如果想要参观课堂，请提前联系校长，并安

排适当的时间。进入教室之前，还要领取通行证。
在参观校园期间，访客通行证始终要佩挂在显眼位置。 

步行上学 
不建议步行上学，除非学生居住在接送服务之外

的社区（参见《接送时间及路线》）。如果学生

居住在接送服务之内的社区，但是希望步行上学，

必须提供服务/监护人的书面同意书以及校方开具

的批准。步行到达学校的时间不得早于校园开门

前 15 分钟。而在放学时，必须等校车出发后方可

离校。 

关于校区接送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致电 757-898-

0344，联系交通运输部门。 

退学 
如果学生要退学，父母/监护人必须至少提前 1 周通知
校务处以及班主任，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材料。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community/volunteer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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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在毕业前 15 天之内退学，学校会提供迄

今为止的成绩，但是成绩单上不会注明升学/留级

信息。如果学生在学年结束前 15 天内退学，成绩

单上会注明期末考试的成绩以及下一学年的年级

安排的信息。经申请后，父母/监护人可以将学生

的学籍资料带到新学校。父母/监护人必须本人领

取这些资料，并且签署领取表。如果学籍资料直

接从转出学校投递到接收学校，父母/监护人应签

署投递表。如果父母想要查看小孩的学籍资料，

可以提前联系学校，以便安排时间。 

工作许可证 
学校不再发放工作许可证。工作许可证现由弗吉

尼亚州劳工及产业部发放，改称为“上岗证”。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vaeecs.doli.virginia.gov/vaeecs/ 

  

https://vaeecs.doli.virginia.gov/vae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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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小学教学课程 
小学教学课程为幼儿园到 5 年级的儿童制定适应

其成长发展的教学内容。在这种学习环境下，日

常教学内容涉及培养学生的智力、社交能力、情

感能力以及体能。通过该课程可以学习到重要的

知识点，获得个人发展以及学会与他人合作。

《弗吉尼亚州学习标准》规定了具体的学习内容。 

英语：阅读： 

读写能力是小学课程的核心。读写能力的培养一

定要平衡，老师会提供理解能力、流利水平、语

音、单词学习和词汇量方面的指导。阅读课程会

用到文学作品中的丰富语言，以及历史和科学等

其他学科的内容，以扩充词汇量、单词含义，并

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学生会在阅读理解中培养读

写水平。教科书、文学作品（散文和诗歌）、图

书馆书籍、参考资料、杂志、计算机软件和报纸

等各类教材都是英语课程必不可少的工具。 

英语：写作 

写作、口语和听力是与阅读课程密切相关的重要

沟通技能。鼓励学生通过写作来表达与分享。只

有通过初稿、修改、推倒重来和交稿，语法、拼

写和写作规范等写作能力才能得到提高。日记、

故事、诗歌、散文、信件、记述、演讲和编剧都

是教育学生有效交流的方式。 

数学 

概念性理解、计算流利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数

学课程的重点，学生可以均衡发展这几方面的能

力来培养其数学技能。数学这门课程的目标就是

培养学生沟通、关联、推理、表征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教师通过日常的数学教学，

促进学生对数学原理的理解和运用。 

历史/社会科学 

通过对家庭、社会、弗吉尼亚联邦、美国和古代

世界文化的学习，不断扩大小学生的视野，以提

高对世界的认识。关于历史、文化、风俗、地理、

经济、公民和时事的探讨是历史/社会科学教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 

在小学课程中，科学研究包括实验、实地体验以

及“动手”调查，以对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有更

深刻的认识。将通过教科书、实验室材料、科学

知识普及书籍和科学设备来培养科学素养。 

能力提升课程 

除了核心的教学内容外，小学生还要接受健康教

育、体育教育、美术教育和资料查阅技巧的教育。

健康教育分为三（3）个方面：基础健康概念、健

康决策以及健康宣传。体育教育分为五（5）个方

面：运动技能培养、运动解剖学基础、健身规划、

社交能力培养和能量平衡。美术教育包括积极主

动赏析视觉艺术与音乐，以及参与表演和展出。

书籍查阅技巧教育包括学生参与研究和参阅活动，

以及选择书籍独立阅读。 

美术磁力课程 – 沃勒尔米尔（WALLER 

MILL）小学 
在美术磁力课程中，1 至 5 年级的学生将在合唱/

实验性器乐、戏剧、视觉艺术和舞蹈方面得到强

化和指导。  



约克郡学区 37 
 

约克郡学区 

年轻的艺术家们一起筹备表演、创作展品，以展

示他们对艺术的赏析，培养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并增强自尊心。另外，一些具体活

动还有助于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并使学生

从学校与社区美术团体和组织的伙伴关系中受益。

艺术能力的提升既是学术课程的自然拓展，也是

核心课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磁力课程将美术融入核心学术领域（如历史：

研究特定时期的音乐和艺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

文化和社会）。这种艺术与美术的跨学科教学为

那些学校没有开设磁力课程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学

习平台，以便为“学习标准”测试做好充分准备。 

所有年级将继续参加读写和数学教学。如需了解

更多信息，请致电 757-220-4060。 

数学、科学和技术磁力课程 – YORKTOWN 小

学 
约克镇磁力小学为 1 至 5 年级的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教学机会，使其深入研究数学、科学和技术，

同时其他学术科目亦不放松。上述磁力课程既开

拓了这些未来数学家和科学家的视野，又培养了

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可以

参加各种各样的数学、科学和技术活动，以提高

科学探索能力。他们甚至会受到真正的科学家和

数学家的点拨。作为能力提升课程，探索课程整

合了教学技术，并关注了科学和数学的各个方面。 

除了基础学术课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

育）之外，学生还可以参与体育、音乐、美术、

资料查阅技巧等传统的能力提升课程。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 757-898-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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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及高中 
学习计划 

《学习计划》（POS)旨在为学生及其家长提供信

息，帮助他们选择课程以及开展长期的学业和职

业计划。POS 提供了约克郡学区（YCSD）初中和

高中的学历证书和毕业要求、升学和学分信息、

特别认可、职业规划以及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的

信息。 

目前提供以下专业计划：  

• 大学先修课程和高级课程 

• 早期大学计划 

• 双学分课程 

• 早期大学 =学者 

• 英才保健科学学院（GOVERNOR’S HEALTH 

SCIENCES ACADEM） 

• 英才科技学院（GST） 

• 荣誉课程 

•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 海军科学 

• 艺术学院 

• 虚拟高中 

• VIRTUAL VA 
• YORK RIVER 学院 

如需获取  YCSD 学习计划的信息，请访问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

es.pdf。 

每所学校的咨询办公室也提供有关课程和计划的

更多信息。 

学业成绩 
初中对获得优秀学业成绩的学生的表彰如下： 

• 光荣榜 

• 全科优秀证书 

高中对获得优秀学业成绩的学生的表彰如下： 

• 第三个学季结束后根据学业成绩进行奖励。每

项奖励将根据上一学年第四学季以及本学年第

一、第二和第三学季的学业成绩作出。 

俱乐部与活动 
有关学校俱乐部和组织的会籍政策，以及这些团

体的职责与责任，本学区的所有初中和高中基本

相同。关于会员特权与责任的信息可以从主办方

处获得。除了某些特定的例外情况，高中生在参

加课外活动之前，至少要在一个学期内通过五门

科目或同等科目的考试。暑期功课的学分必须计

入上一学期。 

驾车与停车 
1. 只有参加勤工俭学项目、导师计划和实习计

划、有医疗理由或得到校长特别许可的学生才

有权在校园内拥有车辆。 

2. 行车证/停车证由校长/其指定人员签发。 

3. 违反者将被吊销许可证、遭受停学处分和/或车

辆被拖离。 

4. 所有停放在校园的车辆必须上锁。 

5. 驾驶车辆进入校园的学生对车辆内的任何及所

有财物负责。 

6. 校园内的所有车辆均有义务接受检查。 

7. 所有学生每学期需缴纳 50 美元的停车费，每学

年共计 100 美元。以下项目将被收取 5 美元的费

用： 

• 职业指导、市场营销、商业和公共服务课程

的学生参加勤工俭学项目以获取学分 

社交网络和网络资源的使用 
互联网的便利性和移动技术的可访问性提升了现

场及虚拟教学的积极性与参与度。社交网络使学

习者可以沟通互联、彼此协作，并由此形成虚拟

社区。学生和教师可以使用各种 Web 协作、沟通

和演示工具来辅助教学。教师将为学生提供有关

网络安全的教育，并将督促学生以可靠负责的方

式使用社交网络应用。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es.pdf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docs/ProgramofStud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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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 
啦啦队、女子表演团体和其他学校乐团或表演团

体的制服可能是会员入会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

购买、租赁或清洁费用应由每位成员及其家长承

担。 

参加体育课程的学生都应穿着适合运动和复杂活

动的运动服。运动服可在学校购买，但没有参与

学分。对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要求可能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课程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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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监护人： 

学校只有在专注于教学而不是维持秩序时才能尽全力教导好您的孩子。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家庭和学校必

须达成共识，即学生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您认同我们的观点，请在家中给予我们支持。如果您不认同我们的观点，也欢迎您来学校与我们探讨。

如果您与我们一样，希望在纪律严明的环境中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请按照我们的合理建议执行。 

请先阅读该行为守则，并就相关问题与您的孩子进行讨论，然后填写家长确认表。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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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权利与责任 

 

YCSD 的学生既拥有相应权利也须承担相应责任。学区有义务保护这些权利并坚守这些责任。  

平等的教育机会 
权利  

根据法律规定，入读约克郡学区的所有学生都可

以享受免费的公共教育。学生接受公共教育的权

利不得因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国籍、怀孕、

残疾缺陷、家长身份、婚姻状况或与个人能力无

关的任何原因而受到任何损害。 

未能毕业或未修满毕业所需认证学分的学生有权

继续享受免费的公共教育，直至其在 8 月 1 日或

之前年满 20 岁的那一年。参加个别化教育计划的

残疾学生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有权享受免

费公共教育，直至其年满 21 岁。（《弗吉尼亚州

法典》第 22.125313-4 B-C 条） 

责任 

学生是每所学校学习社区的成员。学生应与教职

工及同学一起努力，确保所有人都能在不受歧视

和骚扰的环境中学习。 

学校环境 
权利 

在学校、教室或学校活动中，学生有权享有安全

有序的环境。 

责任 

学生应举止文明，遵守校纪校规，确保自己的行

为不会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学生应确保个人行

为或集体活动不会妨碍他人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  

表达自由 
权利  

学生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口头形式和书面

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责任  

学生有责任确保相关表达不会扰乱教育过程、造

成健康或安全隐患、损害公共财产、违反法律或

本手册的要求。  

宗教信仰自由 
权利  

学生有宗教信仰自由。  

责任  

学生有责任确保在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时不侵犯

宪法规定的其他学生宗教自由的权利。  

集会自由 
权利 

学生可以在不干扰课堂教学的时间、地点，以不

干扰课堂教学的方式集会。 

责任  

学生有责任获得使用学校设施进行集会的批准，

与管理人员讨论设施是否适合特定功能，并确保

此类集会不会扰乱教育进程。如果缺乏足够的监

督，此类集会的审批可能无法通过。  

隐私 
权利  

学生有权得到保护，确保其个人财产不受非法搜

查和扣押。 

责任  

学生有责任不因持有联邦、州或地方法律或本手

册规定的潜在危险和/或禁止的材料或物品而危害

自身、其他学生、教职工或公众。  

YCSD 2021-2022 学年着装规范 
约克郡学区清楚，着装是学生在上学时表达个性

和思想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着装必须适合学

校环境，且不应对学习环境造成重大干扰或带来

潜在的安全隐患。约克郡学区的所有学生都应穿

着得体，以适合 K-12 年级的教学环境。服装应合

身、干净、整洁，并符合安全、品味、恰当和得

体方面的标准。 

所有学生在校上课或参加学校主办的活动时都必

须遵守以下着装规范。每所学校的校长或其指定

人员有权决定着装和仪表要求，并在出现相关问

题时公平处理。 

长裤/短裤/下装 

连衣裙、短裙、短裤、运动短裤或其他类似服装

的长度必须至少达到大腿中部（通常情况下，大

腿中部是指双臂伸直垂放在身体两侧，手掌自然

下垂，大拇指指尖下方的位置）。我们希望学生

穿着舒适，且坐下或弯腰时不会露出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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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腰必须提到自然腰围的位置。禁止穿着带撕边

流苏、破洞位于臀部、露出内裤的破洞裤。长裤/

短裤/下装不应构成安全隐患。 

校长或其指定人员有权决定破洞裤上的口子/破洞

是不是太多。 

衬衫/T 恤/上装 

衬衫必须遮盖住躯干（包括背部）和腹部。上课

期间不得穿着无袖 T 恤、抹胸、吊带或细肩带衬

衫。衬衫面料不能太透，以免透出内衣。肩带宽

度必须恰当（通常为 3 指宽）。 

头部覆盖物 

一般而言，上课期间不能戴帽子、系头巾和戴太

阳镜。以下情况下可佩带头饰：教育、宗教和民

族目的；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医疗目的；或者

起到了必要的作用（包括但不限于穆斯林头巾、

犹太圆顶小帽、发带、辫子、脏辫、垄沟辫）。 

面部覆盖物 

在疫情或病毒性疾病蔓延期间，学生可佩戴口罩

遮住口鼻。在疾控中心 (CDC)、弗吉尼亚州卫生部 

(VDH) 和弗吉尼亚州教育部 (VDOE) 的指导下，约

克郡学区将在这些特殊情况下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方针。 

鞋类 

学生必须始终穿鞋。出于安全考虑，特定班级或

学校环境中可能需要穿不同类型的鞋。 

关于服饰的一般要求 

学生的服装、发型、纹身或其他配饰不得出现以

下任何一项元素： 

• 武器 

• 烟草制品图片 

• 毒品 

• 酒精 

• 裸体 

• 粗俗内容 

• 淫秽、下流或亵渎的言辞 

• 任何被视与帮派有关的内容 

• 校长列明的其他禁用语 

违反学生着装规范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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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弗吉尼亚毕业生简章》(Profile of a Virginia Graduate)中规定的毕业生应具备的能力指标之一，  

也反映了学生作为学校一员的表现。 

 

在毕业前，学校必须确保学生具备以下能力，即

“5C”能力：   
 
 

 
YCSD 的品格教育计划与公民意识密切相关，不仅

仅是不违反学校规定这么简单。要成为一名合格

的公民，学生必须： 

• 表现出尊重、诚信、公平、责任和关爱 

• 认同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 努力了解过去，参与现在，关心未来 

• 承认多元化的优势 

• 严格律自，同时帮助管理和监督社区及整个世界 

品格教育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并融入到 K-12 教

学计划、学校程序和学校环境中。K-12 教学计划

的目标是与家长一道，帮助学生培养负责任的态

度和行为，努力让他们为工作和进修做好准备。

公民意识的培养和评估与学术内容的传授和评估

同样重要。 

作为教学计划的一部分，教师需要与学生讨论以

下评判公民意识的标准： 

1. 不得无故缺课。 

2. 准时到校上课。 

3. 上课时须携带必要的材料。 

4. 完成家庭作业。 

5. 按时完成课业。 

6. 必要时独立学习。 

7. 参与课堂活动与讨论。 

8. 爱护学校财产。 

9. 尊重他人。 

10. 品行端正。 

小学生将根据其在学校表现出的公民意识，每季

度接受一次公民意识评估。公民意识评估的相关

评语也可写在成绩报告单上。另外，建议学校在

学年期间表彰具有良好公民意识的学生。表现出

公民意识欠缺的学生，其以下权限将被撤销：课

后俱乐部、非课堂课程要求的公共表演或自携技

术。   

中学生无需接受正式的公民意识评估；但是，教

师可以在成绩报告单上写下关于公民意识的评语，

并在学年期间表彰具有良好公民意识的学生。表

现出公民意识欠缺的中学生，其以下权限将被撤

销：体育运动、课后娱乐、学校俱乐部、学生会、

公开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戏剧表演以及非课堂

课程要求的演讲、常规课程以外的特殊户外教学、

学校舞会和集会、毕业典礼，或自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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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解决与恢复性会议：学生要求与责任 
 

背景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9.6 条）的规

定，约克郡学区将致力于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安

全、积极、无干扰的环境中学习。人在成长和发

展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冲突和分歧问题解决和调

解技能是展示个人进步和个人成长的必备技能。

学生应当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而不应依靠暴

力、言语或肢体冲突来解决争端。有效管理和处

理冲突能够加强学生的弗吉尼亚州“5C”能力，

同时满足《毕业生简章》有关公民意识的期望。

学生应该能够以尊重和恰当的方式表达观点、想

法和意见。  

根据美国学校顾问协会提出的学生成功应具备的

心态与行为，学校辅导员推行有助于改进学习过

程的标准，为所有学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帮助他们为进入大学和职场做好准备。学生通过

课堂教学、活动和/或个人/小组咨询，展示以下

针对冲突解决的学习策略、自我管理技能以及社

会技能：  
• 收集证据，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然后做出明智

的决定 

• 敢于承担责任 

• 灵活应对问题 

• 出色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懂得倾听 

• 与其他学生建立积极、互助的关系 

• 表现出同理心 

• 表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社会成熟度以及行为方式 

以下办法适用于遇到冲突或需要解决同伴纠纷的

学生和家庭。 

同伴调解  
遇到同伴冲突的学生可以约见学校辅导员以安排

同伴调解或恢复性会议。知晓了潜在冲突或纠纷

的家长、同伴、学校管理人员或学校教职工也可

以建议学生接受同伴调解。在同伴调解或恢复性

会议开始之前，将要求学生同意以下原则： 

• 承认存在导致失信或冲突的事件且需要通过调解

来解决 

• 真心想要修复冲突造成的裂痕，弥补冲突带来的

伤害 

• 遵守学校辅导员或调解人制定的解决协议 

• 同意对调解/会议期间的信息和对话内容保密  

• 确认如果未能遵守解决协议且冲突升级为口头或

肢体冲突，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同伴调解是一种旨在以适当方式化解学生冲突的

办法。学生参与调解纯属自愿。学生可以选择不

参加调解会议。在此情况下，我们将根据《学生

行为守则》处理任何违反校务委员会政策和/或学

校规章制度的行为，并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 

正式恢复性会议 
针对复杂或普遍存在的冲突和事件，如果学校工

作人员调解和解决问题失败，可提交正式会议。

正式会议将由一名训练有素的调解人主持，并遵

循国际恢复性实践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torative Practices) 公布的准则。正式会议必

须预先安排，只有同伴调解和小组恢复性会议调

解和解决问题失败后才应予以考虑。如果认为有

必要召开正式会议，学校管理人员将与学校行政

部合作，促成会议的召开。欲了解更多信息，请

致电 757-833-2182，与学校行政部主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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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和网络欺凌，以及反映情况 
 

何为欺凌以及何为网络欺凌？ 
欺凌是一种蓄意的、反复性、攻击性不良行为，

包括生理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欺凌，其： 

• 意图是伤害、恐吓或羞辱受害者 

• 涉及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实际或感知上的权

力不平衡 

• 在一定时间内会反复发生或者会造成严重的精

神创伤。  

欺凌包括网络欺凌。欺凌不包括普通调侃、恶作

剧、争吵或同伴冲突。欺凌行为将受到纪律处分。 

网络欺凌是一种欺凌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信

息和通讯技术，如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即时

通讯、造谣网站或投票站点，蓄意实施意图伤害

他人的恶意行为。在校园内或在学校活动中通过 

YCSD 的网络或计算机或其他无线通讯设备实施网

络欺凌的行为将受到纪律处分。 

发生在校外和/或不是通过 YCSD 的网络或计算机

实施的网络欺凌行为，如果这些行为实际或可能

对学校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或者侵犯到学生、教

职员的权利，也可能会受到纪律处分。 

警示信号 
如果学生受到欺凌，可能会表现出以下迹象： 

• 很少甚至几乎不会和朋友一起玩； 

• 害怕去学校，害怕走路上下学，害怕坐校车，害

怕与同伴一起参加有组织的活动（如俱乐部）； 

• 走路上下学或去校车接送点时故意绕远路； 

• 失去学习兴趣，或者学习成绩突然一落千丈； 

• 回家后总是郁郁寡欢、喜怒无常，甚至暗自垂泪； 

• 经常说头痛、胃痛或其他地方不舒服； 

• 回家时衣物、书籍等物品丢的丢、烂的烂； 

• 失眠或经常做恶梦； 

• 食欲不振 

如果您怀疑您的孩子被欺凌了怎么办？ 
1. 和您的孩子好好谈一谈。告诉您的孩子您很关心

他/她，非常希望可以帮助到他/她。 

2. 与孩子学校的教职员谈一谈。给孩子的教师打电

话或约见。教师很可能是最清楚您的孩子和学校

里其他同龄人之间关系的人。如果您不想和孩子

的教师交谈，或者对交谈结果不满意，您可以约

见孩子的辅导员或校长，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 

如果我目睹了欺凌行为，应该怎么办？ 
作为旁观者，看到其他孩子受到欺凌常常会感到

很难受。但是许多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欺

凌行为。他们甚至会加入欺凌的行列，以免自己

成为欺凌对象。成年人可以教育孩子，面对欺凌

现象应当挺身而出，或者向家长或教师反映，是

一种十分英勇的行为。研究表明，只要旁观者站

出来维护受害者，大多数的欺凌事件都会就此结

束。 

我如何反映欺凌行为？ 
• 告诉一个值得信任的成年人 

• 拨打 YCSD 热线 757-890-5000 

• 访问 yorkcountyschools.org/Reportit 

• 通过 YCSD 应用大胆举报！ 

*无论是网上举报还是热线举报，举报人信息都将

严格保密。我们每天都会对报告的情况进行审查

并展开调查。下午 5 点以后收到的情况举报将于

下一个工作日上午 8 点开始查实。如遇紧急情况，

请拨打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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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和家庭解决从同伴冲突到欺凌的问题 
 

 

 

  

 

 
冲突  粗鲁  刻薄  欺凌  

发生概率 偶尔 偶尔 一两次 经常发生 

意图性 未计划，一时冲动 无来由，非蓄意 蓄意 有计划，蓄意 

影响程度 所有相关人员都很难

过 

伤心难过 深深伤害他人 被欺凌者很难过  

和/或受到伤害 

感知的动机 各方想要解决问题 做事欠考虑、举止行为

恶劣或自恋 

愤怒、冲动 欺凌者想要控制局

面和/或被欺凌者 

观察到的行为 有关各方都要承担责

任 

行为粗鲁的人承担全部

责任 

通常后悔自己的行

为 

欺凌者反而责怪被

欺凌者 

观察到的行为 有关各方都在想办法

解决问题 

行为粗鲁的人道了歉，

并想办法解决问题 

不论有没有调解

人，双方都可达成

决议 

被欺凌者希望欺凌

者停止欺凌行为，

但是欺凌者没有 

如何应对 参考第 49 页概述的冲

突解决程序 

咨询学校辅导员并请

求通过同伴调节来处

理 

向家长/监护人报告

情况  

和  

通知学校管理人员

或学校辅导员 

向家长/监护人报告

情况 

和  

通知学校管理人员

或学校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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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与校车接送点：学生责任和相关行为要求 
 

参考：校务委员会政策 EEA 

为确保学生在上下学和参与学校主办活动途中的

安全，学生必须遵守《学生行为准则》的规定。

对于入读约克郡学校且居住在约克郡但不在步行

区的学生，学区提供免费接送服务，只需到其所

在学校的指定校车接送点候车即可。校车接送服

务是本学区提供给学生的一项福利，应该受到尊

重和重视。校车规则适用于学校组织的课外旅游。

学区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安全的乘车环境。为了

维护安全与秩序，我们提出了以下要求： 

步行前往校车接送点或学校 
• 如果可能，至少和三两好友结伴而行。 

• 尽量走在人行道上。如果没有人行道，与行车

方向相向而行。 

• 按时出门，留出足够的时间从容地步行到学校

或校车接送点。 

• 从街角处或人行横道过马路时一定要小心。 

• 走路时不要戴耳机或发短信，时刻保持警觉。 

• 等候校车时，距离道路至少要有十 (10) 英尺，

如果天气状况不佳，还要更远一点。 

• 远离陌生人。如果有陌生的成年人接近你，马

上跑开并立即把这一情况告知给一个值得信任

的成年人。 

上下校车 
• 校车停稳后方可上下。 

• 如果你在校车附近遗落物品，不要弯腰去捡，

因为这可能处于驾驶员的盲区。但你可以向驾

驶员寻求帮助。 

• 上下阶梯时扶好扶手以确保安全。 

• 快速安全地找个座位坐下。 

• 请确保所穿衣物和所背背包不会与校车扶手和

车门发生任何缠绕或钩挂。 

乘车注意事项 
• 尊重他人，遵循校车驾驶员的所有指示，并礼

貌对待驾驶员。 

• 在校车行驶过程中，应保持校车过道畅通且不

得随意走动。在车上不应乱动或大声喧哗，以

免扰乱车内秩序。 

• 与朋友交谈时应尽量小声，以免分散驾驶员的

注意力。 

• 请勿在车上进食，以免发生溢洒或其他意外。 

• 请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以免丢失。 

下车注意事项 
• 在校车停稳前，请勿走动。 

• 请带走所有个人物品并清理掉座位上的垃圾。确

保您所在的区域整洁有序。 

• 在校车完全停稳且驾驶员指示可以安全下车后，

方可在指定接送点文明有序地下车。 

换车申请 
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可以换车，但应当尽量减少

换车需求。所有换车请求均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长期性换车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转交给车

辆维护和运输部副主任。如果申请换车的学生要

与另一位学生一起回家，则两位学生的家长都必

须提交换车申请。通常，校车都是满载运行；因

此，学校可能会出于照顾孩子的目的而允许换车，

但不一定会批准为了其他活动（例如聚会、外出

游玩等）而提出的换车申请。 

有任何问题？ 
如有任何问题或发现令您担忧的行为，可以致电 

757-898-0344 与约克郡校区运输办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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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家庭的权利与责任 
家庭的参与是实现教育成功的关键。 

 

作为家长，您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当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时，很多时候您都可以给予孩子积极的引导。 

作为家长，我有哪些权利？ 
作为对孩子进行全面教育的合作伙伴，您有权： 

• 积极参与学校社区 

• 与教职工和孩子合作 

• 询问有关孩子的学业或发展进度的问题 

• 了解孩子的积极体验并提供反馈 

• 了解学区的政策以及对您孩子的期望 

• 持续接收有关您孩子学习进度的信息 

• 与学校教职工合作，维护您孩子的权利 

• 参与有关您孩子的事务 

• 将有关您孩子的事宜及时告知学校 

作为家长，我的责任是什么？ 

作为对孩子进行全面教育的合作伙伴，您有责任： 

• 为学校社区提供支持 

• 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学生行为准则》部分，

确保您已理解相关期望，并督促孩子遵守《学

生行为准则》以为教职工提供支持 

• 促进孩子作出积极的行为和正确的决策 

• 督促孩子正常出勤，当出现缺勤、迟到或早退

情况时，及时告知学校 

• 帮助确保您孩子的着装符合学校要求并带齐所

需的学习资料 

• 相互合作，以适合学生年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 应要求与教职工会面 

• 在沟通过程中，尊重所有学校相关人员 

• 提供在紧急情况下可与之取得联系的紧急联系

人信息以及任何监护文件（如适用） 

• 阅读并填写手册背面的表格，以确认收到并阅

读了《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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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行为类别和行为预期 
 

约克郡学区的使命是帮助学生获取所需知识和技

能，从而为世界做出卓越贡献。如《弗吉尼亚州

毕业生简章》所述，学校应负责确保学生表现出

公民能力，具体涉及到个人责任和行为的自律。

设计以下行为类别目的是确认学生行为对学校环

境和学习的影响。推动管理人员、教师、家长和

辅导员认知学生社会情感发展，并强调帮助学生

在学业上取得成绩和发展 SEL 能力的重要性。 

A. 妨碍学业进步的行为（BAP）：这些行为妨碍

学生的学业进步。它们通常表明学生缺乏自

我管理或自我意识。有时候，学生可能需要

帮助才能了解其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因此社

会意识培养也可能是必要的。  

B. 学校运转有关的行为（BSO）：这些行为干扰

学校流程的日常运转。表现出这些行为的学

生可能需要发展自我管理、自我意识或社会

意识技能。 

C. 关系行为（RB）：这些行为在两个或更多人

之间营造出一种消极的关系，但并不直接造

成身体伤害。关系行为会影响整个学校，因

为学校氛围往往反映出人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在关系行为方面表现出困难的学生可能在其

他社会情感能力方面也遭遇困难。  

D. 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BSC）：这些行为导致

学生、教职工和学校的访客处于不安全的境

地。这类行为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任何一种

社会情感能力，因此学校管理人员应该调查

学生行为的

根本动机。对于任何造成安全问题的行为，

通常需要进行社会意识和决策方面的培训。 

E. 危及自身或他人的行为（BESO）：这些行为

会危及学生或学校中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

福祉。达到该严重程度的行为往往很复杂。

虽然这些行为表明决策能力差，但有关的学

生也可能需要发展其他社会情感能力。  

F. 持续的危险行为（PD）：2015 年联邦《每一

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要求的《弗吉尼

亚州不安全学校选择政策》中描述了这些行

为。 

这些类别是对行为进行分类的一种手段，以便对

学生的行为采取分级管理响应。《学生行为标准》

部分提供了行为类别和分级管理响应的举例。 

分层支持系统 
约克郡学区（YCSD）致力于营造一个安全、提供

支持和积极的环境。学校工作人员在这个环境中

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理，了解和解决不当

行为的原因，解决冲突，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

生留在学校。弗吉尼亚州分层支持系统是以数据

驱动的框架，用于确定推动学生取得成功所需的

学业、行为和社会情感支持。YCSD 利用 VDOE 批

准的方法来确保指导和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1. 自我意识 

2. 自我管理 

3. 社会意识 

4. 关系技能，和 

5. 负责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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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层次的支持 

YCSD 的每所学校都与教职工共同制订具体的学校

规定和预期，为全体学生提供支持。第 1 层次的

支持包括通行的做法和服务，旨在营造一个安全、

支持和关爱的学校和班级环境。在将学生移交给

管理人员干预之前，班级教师可通过以下行为提

供支持，重新关注和吸引学生，维持一个适当的

学习环境。 

 

主动和前瞻性的班级  

教师协调的支持 

课堂的教学反应  

管理行为（以教师为基础） 

• 制订、指导和维持明确的课堂预期，必须与学校

行为预期保持一致，符合 PBIS 实践和学校行为预

期矩阵。 

• 与学生和家庭建立积极的关系。 

• 在合适的场景示范和践行预期。 

• 在完整学年中重新指导/审核预期（例如每季度一

次，假期过后）。 

• 采用预先纠正策略，在任务/作业转换之前提醒对

学生的预期。 

• 言论倾向于积极，而并非纠正（ 4:1 的比率）。 

• 建立课堂认可系统，增加学生的负责任行为。 

• 教学实践有效和基于实证，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 

• 积极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 提供预防指导课程，解决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问

题。提供将能力运用于情境的课程（例如欺凌、

• 根据学生的需要，调整/修改课堂实践。 

• 调整教学节奏，增加学生的适应行为。 

• 改变学生座位。 

• 当学生产生预期行为，立即提供积极反馈。 

• 冷静应对，多次强调预期行为。 

• 采用进展监测工具（例如包含替代行为的行为

表、适应监测表、反思表）。 

• 与家长/监护人和学生辅导员和/或个案管理人员

就学生的行为、教师的行动进行沟通和合作，并

解决问题。 

• 重新指导预期行为。 

• 在师生交流会上，通过积极倾听来解决学生的行

为问题。 

• 确定并持续对学生不当行为采取纠正措施[积极练

习、社区服务、恢复原状、失去参与重要活动的

机会、暂停上课（不超过 10 分钟）、成人监督下

在另一班级暂停、失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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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郡学区 

自杀意识和预防、工作场所技能、公民身份、品

德教育）。 

• 采取灵活的课堂/座位安排。 

• 鼓励学生以及受学生行为影响的人修复关系。 

• 安排工作午餐，推动重新指导或补课（例如：与

老师共进午餐，补习功课，思考社交情境故事，

重新指导行为）。 

 

对学生行为的分级管理应对措施 
为学生提供支持和行为纠正需要团队方法。管理人员和学校的干预团队将参与数据驱动的决策过程，以确

定对所有级别行为的合适应对措施。发生不当行为时，将通过指导和干预来实现后续行动和处罚，从而： 

• 避免鼓励消极行为 

• 避免问题行为升级 

• 避免问题行为严重干扰教学 

• 避免对他人的身体和/或社会情感造成伤害 

请注意：后续行动和纠正措施可包含多个应对级别的干预措施。  

 

 

1 级应对措施：1 级应对措施目的是防止进一步的行为问题发生，同时让学生留在学校。 

• 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干预措施 

o 重新指导或示范预期行为 

o 积极行为奖励或干预系统 

o 行为监控和进度表 

o 行为约定 

o 更换座位 

o 失去教室/学校特权 

o 留校（上学前、放学后或午餐时） 

o 反思 - 思考表 

o 道歉信 

o 社区服务（须经管理人员和家长同意） 

o 冲突解决与恢复性会议 

o 暂时离开课堂（不超过 30 分钟或一节课） 

o 学生 - 教师 - 家长或学生 - 管理人员 - 家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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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级应对措施：2 级管理应对和干预措施旨在防止进一步的行为问题发生，同时让学生留在学

校。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可以短时间将学生赶出教室。 

• 签到签出（CICO） 

• 恢复性会议或同伴调解 

• 留校（上学前、放学后或午餐时） 

• 星期六留校 

• 转交给学校干预小组 

• 校内停课 (ISS)：1-3 天 

• 赶出课堂（不超过半个教学日） 

• 社交限制 

• 社区服务（须经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同意） 

3 级应对措施：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持续时间和/或出于安全考虑，3 级行为可能会导致学生

在短期内停学。  

• 校外停课（1-10 天） 

• 社交限制/失去学校特权 

• 家长和学校管理人员进行重新入学会谈（签订重新入学合约） 

4 级应对措施：4 级行为需要向学区负责人指定的听证官报告。向听证官报告行为不会自动导

致长期停课、改变安排或开除。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在对事件的背景进行审查后，可将学生

安排在一个综合场景下提供额外支持和/或采取应对措施。 

• 长期停课（11-45 天） 

• 替代安排/改变安排 

• 社交限制 

• 转交执法部门 

5 级应对措施：5 级应对措施涉及需要向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报告的行为。学前班到三年级

学生任何超过三天的停课都必须向学区负责人报告。向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报告不会自动导

致开除、替代安排、重新分配学校或长期停课。  

• 长期停课（46-364 天） 

• 开除（365 天）--只能由校务委员会签发 

• 替代安排/改变安排 

• 转交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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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郡学区 

学生行为预期和行为标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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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行为的分级应对措施 
 

A 类：妨碍学生自身或其他学生的学业进步（BAP） 

（小学） 

BAP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AP 
1 

干扰课堂学习（例如讲话、制造噪音、不

专心、离开座位、持有分散注意力的物

品） 

X      

BAP 
2 

干扰课外学习（例如制造噪音、打断上

课） 
X      

BAP 
3 

学业上的不诚实行为（例如作弊、剽窃） X      

BAP 
4 

上课无故迟到 X      

BAP 
5 

上学无故迟到 X      

 

B 类：学校运转有关的行为（BSO）干扰学习的日常运转流程  

（小学） 

B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O 
1 

篡改官方文件或记录 X X      

BSO 
2 

提供虚假信息、不实陈述 X X     

BSO 
3 

拒绝遵守工作人员的要求，干扰学校的运

转 
X X X    

BSO 
4 

不在某人的指定位置  X X     

B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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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O 
5 

未遵守指定的纪律要求（返校、校内停

课、星期六上学） 
X X     

BSO 
6 

携带不明人员到学校或允许不明人员进入

学校建筑 
X X X    

BSO 
7 

违反着装规定 X X     

BSO 
8 

赌博（赢取金钱或利润的运气游戏） X X     

BSO 
9 

持有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物品（包括玩

具、文学作品、电子产品等） 
X X     

BSO 
10 

占有赃物 X X X    

BS0
 

11 

未经授权使用学校电子设备或其他设备 X X     

BSO 
12 

对可接受的技术使用/互联网政策的违反 X X     

BSO 
13 

违反校务委员会关于持有或使用便携式通

讯设备的政策 
X X     

BSO 
14 

破坏、涂鸦或对学校或个人财产的其他损

坏 
X X X    

 

C 类：关系行为（RB）在学校的两名或多名成员之间创造出负面关系（未直接造成身体伤

害）  

（小学） 

RB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RB 1 

未发生人身伤害的欺凌行为 （详见 《弗
吉尼亚州公立学校欺凌行为处理示范政
策》） 

X X     

RB 2 
网络欺凌 （详见 《弗吉尼亚州公立学校
欺凌行为处理示范政策》） 

 X X    

RB 3 
张贴、分发、展示或分享不适当的材料或

文学作品，包括使用电子手段  
X X     

RB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约克郡学区 59 
 

 

RB 4 

直接或通过电子通信手段讲述或写作具有

性暗示的评论、暗喻、陈述或其他性相关

言论 

X X     

RB 5 未使用暴力偷窃金钱或财产 X X     

RB 6 以不文明、不礼貌的方式对他人讲话 X X     

RB 7 
挑逗、嘲弄、参与言语冲突、口头煽动打

斗 
X X     

RB 8 
使用亵渎或粗俗的语言或手势（咒骂、诅

咒、仇恨言论、团伙标志或手势） 
X X     

RB 9 

基于实际或感知的种族、民族、肤色、国

籍、公民身份/移民身份、体重、性别、

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取向或残疾发起

诽谤 

X X     

RB 
10 

未对教职工的问题或要求作出回应 X X     

RB 
11 

不受欢迎或不适当的身体接触  X X    

 

D 类：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BSC)导致学生、教职工和学校的访客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小学） 

BSC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C 1 酒精：持有、饮用酒类或受酒精影响 X X X   X 

BSC 2 酒精：向其他学生分发酒类  X X X  X 

BSC 3 毒品：持有吸毒用具 X X X    

BSC 4 
毒品：违反校务委员会关于非处方药物

或外观相似药物的政策 
X X X    

BSC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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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5 
吸烟：持有/使用/分发烟草制品，持有

吸烟用具、电子香烟、吸烟设备 
 X X    

BSC 6 

未发生身体伤害的欺凌行为，在干预后

继续存在（详见链接：《弗吉尼亚州公

立学校欺凌行为处理示范政策》） 发生

身体伤害的欺凌行为应归类为殴打和

伤害。 

  X X   

BSC 7 

干预后继续存在的网络欺凌（详见链

接：《弗吉尼亚州公立学校欺凌行为处
理示范政策》） 对学生和教职人员构成

安全威胁的网络欺凌应接受更高级别的

干预和处理。 

  X X X  

BSC 10 校车：在校车上危害他人安全 X X     

BSC 11 火警：错误地启动火警或其他灾难警报  X X    

BSC 12 
火灾相关：持有可用于点火或引起火灾

或产生大量烟雾的物品 
X X X    

BSC 13 
涉及对自己或他人有伤害风险的鲁莽行

为 
X X X    

BSC 14 
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未造成人身伤害

的打架斗殴 
X X X    

BSC 15 
煽动或严重影响学校运转或教职人员和/

或学生的安全 
X X X    

BSC 16 
投掷物品，可能造成骚乱、伤害或财产

损失 
X X     

BSC 17 
推搡、推挤、打击、咬伤另一名学生，

但未造成明显伤害 
X X X    

BSC 18 暴露身体部位，猥亵或不雅公开行为 X X X    

BSC 19 
性意味的身体接触 - 轻拍身体部位、

捏、拉扯衣服 
X X X    

BSC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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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21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60.3 条规定

的跟踪缠扰 
 X X X   

BSC 22 
使用暴力偷窃金钱或财产（未使用武

器） 
X X     

BSC 24 未经许可擅离校园 X      

BSC 25 非法闯入  X X    

BSC 26 
持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工具/物

质 
 X X X   

BSC 27 
武器：持有《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

308.1 条规定的任何武器（枪支除外） 
   X X  

 

E 类：危及学生或其他人的行为（BESO）可能会威胁到学生或学校中其他人的健康、安全

或福祉  

（小学） 

BE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ESO 1 殴打：意图对另一个人造成身体伤害 X X X    

BESO 2 殴打和伤害：对另一个人造成身体伤害   X X X X 

BESO 3 

斗殴：学生之间或对他人使用肢体暴

力，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为轻微伤害的

行为 

X X X    

BESO 4 
殴打教职工：对教职工使用暴力，但未

造成伤害 
X X X X   

BESO 5 
毒品：持有管制物质、非法药物吸入

剂、合成致幻剂或未经授权的处方药 
  X X X X 

BESO 6  

毒品：受到管制物质、非法药物吸入

剂、合成致幻剂或未经授权处方药的影

响 

  X X X  

BE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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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O 7 
毒品：使用管制物质、非法药物、合成

致幻剂或未经授权的处方药  
  X X X X 

BESO 9 纵火：企图、协助纵火，或纵火  X X X   

BESO 
10 

团伙有关的行为：参与威胁或危险行

为，例如《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

46.1 条规定的与团伙有关的行为 

X X X X   

BESO 
11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56 条规定并

在第 22.1-279.6 条中注明的欺辱行为 
  X X  X 

BESO 
12 

威胁、恐吓或唆使对教职工实施暴力，

造成伤害或损害 
X X X X   

BESO 
13 

威胁、恐吓或唆使对其他学生或其他人

实施暴力，造成伤害或损害 
X X X    

BESO 
15 

使用一般不被认为是武器的物品威胁或

试图伤害学校教职工 
  X X   

BESO 
16 

使用一般不被认为是武器的物品威胁或

试图伤害学生或其他人 
  X X   

BESO 
17 

炸弹威胁 - 发出炸弹威胁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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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郡学区 

学生行为预期和行为标准：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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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行为的分级应对措施 
 

A 类：妨碍学生自身或其他学生的学业进步（BAP） 

（中学） 

B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AP 1 

干扰课堂学习（例如讲话、制造噪

音、不专心、离开座位、持有分散

注意力的物品） 

X X     

BAP 2 
干扰课外学习（例如制造噪音、打

断上课） 
X X     

BAP 3 
学业上的不诚实行为（例如作弊、

剽窃） 
X X     

BAP 4 上课无故迟到 X X     

BAP 5 上学无故迟到 X X     

        

B 类：学校运转有关的行为（BSO）干扰学习的日常运转流程  

（中学） 

B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O 1 篡改官方文件或记录 X 
 

X 
 

    

BSO 2 提供虚假信息、不实陈述 X X X    

BSO 3 
拒绝遵守工作人员的要求，干扰学

校的运转 
X X X    

BSO 4 不在某人的指定位置  X X     

BSO 5 
未遵守指定的纪律要求（返校、校

内停课、星期六上学） 
X X X    

BSO 6 
携带不明人员到学校或允许不明人

员进入学校建筑 
X X X    

BSO 7 违反着装规定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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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O 8 
赌博（赢取金钱或利润的运气游

戏） 
X X     

BSO 9 
持有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物品（包

括玩具、文学作品、电子产品等） 
X X X    

BSO 
10 

占有赃物  X X X   

BS0
 

11 

未经授权使用学校电子设备或其他

设备 
X X     

BSO 
12 

对可接受的技术使用/互联网政策的

违反 
X X     

BSO 
13 

违反校务委员会关于持有或使用便

携式通讯设备的政策 
X X X    

BSO 
14 

破坏、涂鸦或对学校或个人财产的

其他损坏 
X X X    

 

C 类：关系行为（RB）在学校的两名或多名成员之间创造出负面关系（未直接造成身体伤

害）  

（中学） 

RB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RB 1 

未发生人身伤害的欺凌行为 （详

见 《弗吉尼亚州公立学校欺凌行
为处理示范政策》） 

X X     

RB 2 

网络欺凌 （详见 《弗吉尼亚州公
立学校欺凌行为处理示范政
策》） 

 X X    

RB 3 

张贴、分发、展示或分享不适当

的材料或文学作品，包括使用电

子手段  

X X X    

RB 4 

直接或通过电子通信手段讲述或

写作具有性暗示的评论、暗喻、

陈述或其他性相关言论 

X X X    

RB 5 未使用暴力偷窃金钱或财产 X X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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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RB 6 
以不文明、不礼貌的方式对他人

讲话 
X X     

RB 7 
挑逗、嘲弄、参与言语冲突、口

头煽动打斗 
X X X    

RB 8 

使用亵渎或粗俗的语言或手势

（咒骂、诅咒、仇恨言论、团伙

标志或手势） 

X X X    

RB 9 

基于实际或感知的种族、民族、

肤色、国籍、公民身份/移民身

份、体重、性别、性别认同、性

别表达、性取向或残疾发起诽谤 

X X X    

RB 10 
未对教职工的问题或要求作出回

应 
X X X    

RB 11 不受欢迎或不适当的身体接触 X X X    

 

D 类：存在安全隐患的行为(BSC)导致学生、教职工和学校的访客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中学） 

BSC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C 1 
酒精：持有、饮用酒类或受酒精影

响 
X X X   X 

BSC 2 酒精：向其他学生分发酒类  X X X  X 

BSC 3 毒品：持有吸毒用具 X X X    

BSC 4 
毒品：违反校务委员会关于非处方

药物或外观相似药物的政策 
X X X    

BSC 5 

吸烟：持有/使用/分发烟草制品，

持有吸烟用具、电子香烟、吸烟设

备 

 X X    

BSC 6 

未发生身体伤害的欺凌行为，在干

预后继续存在（详见链接：《弗吉
尼亚州公立学校欺凌行为处理示范
政策》） 发生身体伤害的欺凌行为

应归类为殴打和伤害。 

 X X X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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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C 7 

干预后继续存在的网络欺凌（详见

链接：《弗吉尼亚州公立学校欺凌
行为处理示范政策》） 对学生和教

职人员构成安全威胁的网络欺凌应

接受更高级别的干预和处理。 

  X X X  

BSC 
10 

校车：在校车上危害他人安全 X X X    

BSC 
11 

火警：错误地启动火警或其他灾难

警报 
 X X    

BSC 
12 

火灾相关：持有可用于点火或引起

火灾或产生大量烟雾的物品 
X X X    

BSC 
13 

涉及对自己或他人有伤害风险的鲁

莽行为 
X X X    

BSC 
14 

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未造成人身

伤害的打架斗殴 
X X X    

BSC 
15 

煽动或严重影响学校运转或教职人

员和/或学生的安全 
  X X X X  

BSC 
16 

投掷物品，可能造成骚乱、伤害或

财产损失 
X X X    

BSC 
17 

推搡、推挤、打击、咬伤另一名学

生，但未造成明显伤害 
X X X    

BSC 
18 

暴露身体部位，猥亵或不雅公开行

为 
X X X X   

BSC 
19 

性意味的身体接触 - 轻拍身体部

位、捏、拉扯衣服 
X X X X   

BSC 
21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60.3 

条规定的跟踪缠扰 
 X X X  X 

BSC 
22 

使用暴力偷窃金钱或财产（未使用

武器） 
  X X   

BSC 
24 

未经许可擅离校园 X X     

BSC 
25 

非法闯入  X X X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https://www.doe.virginia.gov/support/prevention/bullying/model_policy_to_address_bullying_in_va_schoo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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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C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SC 
26 

持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工

具/物质 
  X X  X 

BSC 
27 

武器：持有《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308.1 条规定的任何武器（枪

支除外） 

   X X X 

 

E 类：危及学生或其他人的行为（BESO）可能会威胁到学生或学校中其他人的健康、安全或

福祉  

（中学） 

BE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ESO 
1 

殴打：意图对另一个人造成身体伤

害 
 X X X   

BESO 
2 

殴打和伤害：对另一个人造成身体

伤害 
  X X X X 

BESO 
3 

斗殴：学生之间或对他人使用肢体

暴力，经学校管理部门认定为轻微

伤害的行为 

X X X    

BESO 
4 

殴打教职工：对教职工使用暴力，

但未造成伤害 
X X X X   

BESO 
5 

毒品：持有管制物质、非法药物吸

入剂、合成致幻剂或未经授权的处

方药 

  X X X X 

BESO 
6 

毒品：受到管制物质、非法药物吸

入剂、合成致幻剂或未经授权处方

药的影响 

   X X  

BESO 
7 

毒品：使用管制物质、非法药物、

合成致幻剂或未经授权的处方药  
  X X X X 

BESO 
9 

纵火：企图、协助纵火，或纵火   X X X X 

BESO 
10 

团伙有关的行为：参与威胁或危险

行为，例如《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46.1 条规定的与团伙有关的行

为 

  X X X  

BESO 
11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56 条规

定并在第 22.1-279 条中注明的欺辱

行为 

    X  



约克郡学区 70 
 

 

BESO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BESO 
12 

威胁、恐吓或唆使对教职工实施暴

力，造成伤害或损害 
 X X X X X 

BESO 
13 

威胁、恐吓或唆使对其他学生或其

他人实施暴力，造成伤害或损害 
 X X X X  

BESO 
15 

使用一般不被认为是武器的物品威

胁或试图伤害学校教职工 
  X X X  

BESO 
16 

使用一般不被认为是武器的物品威

胁或试图伤害学生或其他人 
    X X 

BESO 
17 

炸弹威胁 - 发出炸弹威胁    X X X 

 

PD 类：持续的危险：2015 年联邦《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要求的《弗吉尼亚州不安全学校选

择政策》描述的行为 

（中学） 

PD 代

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子类别 1       

PD 1 谋杀 - 枪支    X X X 

PD 2 谋杀 - 其他武器    X X X 

PD 3 性侵害    X X X 

PD 4 企图性侵害    X X X 

PD 5 使用炸弹    X X X 

 子类别 2       

PD 6 使用枪支或武器攻击    X X X 

PD 7 实际或企图抢劫    X X X 

PD 8 绑架/诱拐    X X X 

PD 9 未使用武器的恶意伤人行为    X X X 

PD 10 对学生的严重性侵犯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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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代码 
描述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通知执法部

门 

 子类别 3       

PD 11 非法持有手枪 
   

X X X 

PD 12 非法持有步枪或霰弹枪 
   

X X 
 

X 

PD 13 非法持有任何其他抛射武器 
   

X X X 

PD 14 非法持有炸弹 
   

X X 
 

X 

PD 15 非法持有其他枪支 
   

X X 
 

X 

PD 16 
非法持有管制药物和物质并意图分销

或出售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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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违规行为的程序及申诉权利 
公平的规则应根据现行  

法律法规公平地执行 

程序性正当程序 
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因涉嫌违反学生行为准则而

对任何学生进行惩罚。所有学生都有权获得有关

指控的口头或书面通知、有关证据的解释说明并

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在发布纪律处分和惩戒措施之前学生享有正

当程序权利 
校长、副校长或指定人员应与学生会面，以： 
A) 出具有关所举报行为准则违规情况的口头或书面通知， 

B) 对违规报告的证据作出解释说明，并 

C) 给学生机会为自己辩护。 

在任何情况下，对学生进行质询时都应先考虑违

规行为的性质、此类违规行为是否已触犯刑法以

及学生的年龄/发育情况。  

学校管理人员对学生的行为以及学校的安保工作

负有直接责任。因此，他们有权对学生进行质询，

以维护学校的安全。质询是学校处理违规行为的

例行事项之一，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犯罪行为，

则执法人员不得参与对学生的质询。（参考：8 

VAC 20-131-210） 

纪律处分和惩戒措施的发布 
程序性正当程序执行完毕后，校长、副校长或指

定人员将根据违规行为的性质： 
A) 发布基于学校的干预措施（同伴调解、社区服务、师

生会议等）。 

B) 给予停课替代计划 (ATS) 处分：替代的上课时间少于

教学日的一半。 

C) 给予校内停课 (ISS) 处分：替代的上课时间为半个或

整个教学日。 

D) 发布校外停课 (OSS) 处分：在一 (1) 至十 (10) 个教学日

内禁止学生入校。 

校外停课程序 
当学生被停课时，校长或指定人员将通过电话或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联系并告知家长或监护人。

家长和监护人须确保联系信息正确无误。此外，

校长或指定人员将在一 (1) 个教学日内向家长/监

护人发送包含以下信息的通知： 
A) 导致作出停课决定的事实说明。 

B) 允许学生重返学校的日期和时间。 

C) 家长或学生有权查看学生档案的声明。 

校外停课后重返校园相关会议 
在校外停课期限届满后，学校管理人员将安排一

次有关学生重返校园的会议。在大多数情况下，

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学生本人、学校管理人员和

学校辅导员。如果学校教职工认为合适，则可能

要求家长/监护人参加会议。如果学校管理人员提

出要求，则家长/监护人必须参加有关学生表现和

/或行为问题的重返校园会议。 

校外停课的申诉程序 
在决定作出后的五 (5) 日内，可以以书面形式要求

校长对短期停课决定进行审查。申诉应具体说明

家长/监护人不同意管理人员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

的原因。例如，家长/监护人认为调查过程存在问

题、违规行为判定错误或受到了不当的纪律处分。

在申诉过程中，学生须继续接受纪律处分。如果

推翻或减少了原始纪律处分，则应修改学生的纪

律档案并消除对学业造成的任何影响。 

对于校长作出的决定，可在作出决定后的五 (5) 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提出申

诉。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的决定为最终决定。 

对于长期停课的决定，可在决定作出后的五 (5) 日

内以书面形式申请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对决

定进行审查。如果对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的

决定不服，可在收到决定后的五 (5) 日内，进一步

以书面形式向校务委员会提起申诉。校务委员会

可以酌情加大或减轻惩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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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处分的定义 
学生会议：课堂教师是确保纪律的第一道防线。

可在师生之间召开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如果问

题变得更为严重，管理人员将与学生召开会议，

力求改善他们的行为。学生的辅导员大多时候也

会将参加会议。在适当的情况下，学校可能会告

诫学生某种特定行为已触犯校规，屡次触犯校规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在管理人员与直接参

与或见证某个事件的学生进行沟通之前，学校可

能不会联系学生的家长/监护人。 

联系家长/监护人：家长/监护人是最能有效解决

学生纪律问题的人。教师、辅导员和管理人员将

通过电话或信件方式联系家长/监护人，将学生的

在校行为及时告知家长/监护人。 

与家长/监护人召开学校会议：鼓励家长/监护人

与任何教师、辅导员或管理人员预约时间，就学

生的学习情况或问题进行沟通。在停课的情况下，

学校可能会请家长/监护人入校面谈，以确保学生

能重返校园。 

没收：学校将没收学生持有的会扰乱学习环境的

任何个人财产。 

赔偿：如果造成财产丢失、损坏、破坏或被盗，

相关人员需要进行更换或赔偿损失。根据《弗吉

尼亚州法典》 第 22.1-280.4 条的规定，对于学生

造成的任何实际财产损失、破损、破坏或丢失，

校务委员会可以要求学生或学生的家长/监护人进

行赔偿。 

留校处分（上学前、午餐时、放学后、周六）：
学校可以让违反纪律的学生在非教学时间留校。

留校处分将使学生在学校待更长时间，还可以拒

绝学生进入课堂或参加活动。任何教师或管理人

员都可以采用这种纪律处分方法，使学生在课后

继续留在学校，以期纠正其不当行为。留校时必

须通知学生的家长/监护人，且留校时间通常不得

超过两 (2) 小时。周六的留校处分时间最长不超过 

(4) 小时。 

取消乘坐校车的权利：管理人员可以采用这种纪

律处分方法，以期纠正校车上发生的不当行为。

如果学校不允许学生乘坐校车，则必须向学生家

长发出通知。对于乘车权利被取消的学生，家长

应负责接送其上下学。 

社交限制及取消参加学术俱乐部或体育运动的权
利：此种纪律处分由管理人员作出，是针对不当

行为以及行为准则 2、3 或 4 级违规行为的一种惩

戒措施。禁止参加课外活动（包括学术俱乐部、

毕业活动或体育活动）的期限可能会延长至学年

结束或更长时间。 

停课替代计划 (ATS)：停课替代计划是指不超过半 

(1/2) 个教学日的短期停课，不同于校内停课 (ISS) 

或校外停课 (OSS)。在实施停课替代计划期间，学

生将在受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功课。 

校内停课 (ISS)：校内停课是指半 (1/2) 日或更长时

间的短期停课。在校内停课期间，学生可以上学，

并将在受监督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功课。但在此期

间，学生将不再享有各种学校权利并禁止参加或

参与学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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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停课：短期停课是指禁止学生上课的时间不

超过十 (10) 个教学日的纪律处分。 

补齐课业：学生应负责完成短期停课期间的所有

课业。学生可以补齐所有课业，包括但不限于测

验、研究报告、作文、报告、项目、测试和季度

评估，以获取全部学分。 

长期停课：长期停课是指禁止学生上课的时间在

十 (10) 个教学日以上但不超过四十六 (46) 个公历

日的纪律处分。根据州和联邦法规的规定，停课

超过十 (10) 日的残疾学生符合安置变更条件，需

要进行违规行为定性审查 (MDR)。 

正在接受校外停课处分的学生不得进入 YCSD 校园

或搭乘约克郡的校车，也不得参加或参与约克郡

学校主办的活动。违反上述规定将被视为是非法

闯入。这包括在学区场所内举办的“约克郡公园

和游憩”活动。 

根据加重情节延长长期停课期限：根据弗吉尼亚

州教育部的规定，如果学生的行为表明有加重情

节，则长期停课的时间可能会超过四十五 (45) 个

公历日。加重情节包括：(1) 根据威胁评估确定，

学生的不当行为对他人造成了严重伤害（包括但

不限于身体、情感和心理伤害），或构成了对他

人造成现实严重伤害的威胁；或 (2) 学生重返学校

会对学校、其他学生、教职工或学校其他人员的

安全造成持续且不合理的风险；或 (3) 学生严重违

反 (a) 此前已多次违反的纪律（学生纪律档案中记

录了多次此类行为）且 (b) 未对学生纪律档案中记

录的目标干预措施作出响应。学区负责人或校务

委员会可以根据加重情节将学生长期停课的期限

延长至四十五 (45) 个公历日以上。 

开除 
开除是指校务委员会作出的禁止学生入读学区内

任何学校的纪律处分，被开除的学生自开除之日

起 365 个公历日内不得重新入学。 

对于残疾学生，只有在个别化教育 (IEP) 委员会通

过违规行为定性审查 (MDR) 确定其不当行为并非

由残疾引起或与残疾无直接及实质关联之后，才

可以建议将其开除。 

在特定情况下开除学生 
根据 1994 年颁布的联邦《改善美国学校法》（F 

部分 — 1994 年的《学校禁枪法案》）和《弗吉

尼亚州法典》第 22.1277.07 条的规定，校务委员

会应开除其根据本文规定的程序确定存在以下行

为的任何学生并在一 (1) 年内不得再次将该学生招

收入学：在校园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持有《弗吉

尼亚州法典》第 18.2-308.1 条禁止的枪支；在校

园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持有《弗吉尼亚州法典》

E 部分定义的枪支或毁灭性武器、《弗吉尼亚州

法典》 第 15.2-915.4 条 E 部分定义的枪支消音器

或枪械消声器或气枪。但是，根据校务委员会的

政策，学校管理人员或校务委员会可以基于相关

特定事实确定是否存在特殊情况，从而不进行纪

律处分或进行其他合适的纪律处分。校务委员会

应开除其确定存在以下行为的任何学生并在一 (1) 

年内不得再次将该学生招收入学：在校园内的车

辆上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持有《弗吉尼亚州法典》

第 18.2-308.1 条规定的枪支。不应将《弗吉尼亚

州法典》 第 22.1-277.07 条的任何内容解读为无

论特殊情况如何都必须开除学生。 

  



约克郡学区 75 
 

 

 

因特定涉毒违规行为而开除学生 
校务委员会应开除其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7.08 条规定的程序确定存在以下行为的任

何学生：将第 18.2-247 条定义的管制物质、仿制

管制物质或大麻带入校园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

但是，根据校务委员会的政策，学校管理人员或

校务委员会可以基于相关特定事实确定是否存在

特殊情况，从而不进行纪律处分或进行其他合适

的纪律处分。不应将《弗吉尼亚州法典》的任何

部分解读为无论特殊情况如何都必须开除学生。 

药物违规的处理程序 
初次违反规定持有和/或服用大麻、合成大麻素、

管制物质、仿制管制物质或吸毒工具的学生，将

受到以下处分：(a) 停课十 (10) 天，并建议长期停

课(b) 四十五 (45) 天的长期停课，如果学生和家长

同意以下条款，则只需停课十五 (15) 天：(i) 同意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完成毒品/物质评估并实施

干预计划（由家长承担费用）(ii) 暂扣驾驶证九十 

(90) 天 (iii) 在六十 (60) 个教学日丧失参加课外活动

的权利，包括学术俱乐部、体育运动、学校舞会 

(iv) 提交检讨书。如果不同意上述条款，将停课四

十五 (45) 天。 

第二次违反规定持有和/或服用大麻、合成大麻素、

管制物质、仿制管制物质或吸毒工具的学生，将

受到以下处分：  校外停课十 (10) 天，并建议开除。 

纪律/行政听证会 
根据弗吉尼亚州教育局的定义，纪律听证会是对

所指称事件的相关事实进行审查的机会。通过听

证会，各方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所指称的事件并对

家长/监护人或学生认为不正确的任何信息进行举

证说明。纪律听证会是行使正当程序权利的唯一

行政途径。如果家长/监护人未参加听证会，则他

们可能会错过提出意见以及对不同意的决定提出

申诉的机会。对于某些违反学生行为准则的行为，

必须召开纪律听证会；如果学校校长提出长期停

课或开除的建议，也可以发起纪律听证会。 

听证官可以在听证会结束时作出决定，也可以在

等待一段时间后再以书面形式发送决定。根据

《弗吉尼亚州法典》的规定，可以口头公布决定，

但最终决定必须由听证官以书面形式发送。 

学区负责人或听证官可以对 10 日或更长时间的停

课（包含长期停课、替代教育计划或开除建议）

进行审查。在听证会期间，学校管理人员将根据

建议完成对相关事实的评估。此后，任何关于开

除的建议都应根据本文所述政策转发至校务委员

会。 

听证官发布的长期停课处分的申诉程序 
在收到听证官长期停课书面决定后的五 (5) 日内，

可以以书面形式申请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对

决定进行审查。如果对学区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

的决定不服，可在收到决定后的五 (5) 日内，进一

步以书面形式向校务委员会提起申诉。校务委员

会可以酌情加大或减轻惩戒力度。 

开除建议 
所有关于开除的建议都需要召开由多位校务委员

会成员参与的正式听证会。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

家长/监护人已针对学生提出了开除建议。学区负

责人或其指定人员将召开行政听证会，对校长的

开除建议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之后才能将建议转

交至校务委员会以作出正式决定。必须以书面形

式告知家长/监护人校务委员会此后将考虑将学生

开除。该告知书应包括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地

点和所指控的具体违规行为。学生及其家长/监护

人（或法定代表人）有权请证人作证、向学校管

理人员提出质疑以及代表学生陈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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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与学生行为 
在学校授权的情况下，执法人员可以对学生进行

质询。须符合以下规定： 

1. 除非执法部门另有要求，否则通常会将质询请

求告知家长/监护人以允许其到场旁听。  

2. 如果质询在学校进行，则学校管理人员可应学

生、家长/监护人或执法人员的要求到场旁听。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管理人员只可旁听支持，

不可提供咨询。  

3. 除非法律程序另有要求，否则学校管理人员须

对质询相关信息严格保密。  

4. 在未确定承担监护责任的人员是否是家长、法

定监护人、由法定监护人指定的人员或执法人

员时，不得将学生交给他人监护。  

搜查和没收 

储物柜和其他物品存放设施是校务委员会的财产，

租借给学生以供其在校期间使用。学校管理人员

有权打开并检查所有的物品存放空间。 

学校管理人员还有权搜查任何学生和/或学生的个

人财物（例如钱包、书包），前提是前者有合理

理由怀疑学生持有违反法律、学校政策和规定的

物品，或是可能会对学校或其他学生造成危害的

物品。此类搜查将由管理人员在另一人在场的情

况下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对学生进行脱衣

搜身。 

学校行政部有权对学生停车场进行例行巡视。对

于停在校园内的车辆，只要学校管理人员有合理

的理由怀疑车内或车上有非法或未经授权的物品，

即可对其进行搜查。 

可以使用能够检测出毒品、炸弹和枪支的金属探

测器或警犬在校区内进行随机搜查。搜查可由学

校管理人员或执法人员与学校管理人员共同执行。

不得使用犬科动物搜查学生。 

政策和州法律禁止在校园或学校职能部门使用任

何性质的武器。学校行政部有权使用固定式或移

动式金属探测器来防止武器和其他危险物品被带

入校区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 

学校当局可以扣押在校区内发现的任何非法、未

经授权或违反规定的物品或材料。违法或违禁物

品应移交给相应司法机关进行最终处置。 

自愿交出违禁物品 
如果学生发现其所持有的物品是学校禁止携带的

物品，则应立即向管理人员或其他人员报告。负

责采取后续惩戒措施的教职工应考虑学生自愿交

出违禁物品的情节酌情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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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校务委员会政策 GB 

平等就业机会/非歧视原则 
 

I. 政策声明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是践行机会均等的雇主，致力

于在招聘、甄选、雇用、薪酬待遇、晋升、人才

留用或其他影响雇员或应聘者的人事行动中坚守

非歧视原则。  因此，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

信仰、血统、祖籍、政治立场、性别、性取向、

年龄、婚姻状况、遗传信息或残疾缺陷等因素对

任何人产生就业歧视。  应根据个人功绩和履行工

作基本职能的能力（在提供或未提供合理便利的

情况下）作出人事决定。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应向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无障碍设施，开展适合他

们参与和参加的计划和活动。此外，约克郡校务

委员会在提供健康、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时，不

应歧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所有就业申请表上均应注明“约克郡校务委员会
是践行机会均等的雇主”。 

II. 政策公告/预防措施 
本政策应：(1) 张贴在各学区大楼的显要位置，(2) 

纳入雇员手册中，以及 (3) 应要求提供给任何雇员

或应聘者。防止违禁歧视的培训应纳入雇员的在

职培训计划中。    

III. 投诉程序 
A. 提交举报内容 

任何认为自己未得到平等就业待遇的人员都应向

本政策中指定的合规官举报指称的歧视行为。应

尽快举报指称的歧视行为，举报时间通常应在歧

视行为发生后的十五 (15) 个教学日内。任何雇员

在发现某个行为可能构成违禁歧视后，都应立即

向本政策中指定的合规官举报。 

举报方应使用“歧视行为举报表”(GB-F) 提出有

关歧视的投诉。同时也接受口头举报和其他书面

形式的举报。投诉必须向本政策中指定的合规官

提出。任何涉及合规官的投诉都应向学区负责人

提出。 

只有在充分调查投诉所必要的范围内以及法律要

求或允许的情况下，才会披露投诉内容、指称的

被骚扰人身份以及指称应对歧视负责的人员身份。

希望匿名的指称的被骚扰人将被告知匿名可能会

导致学区无法对投诉作出全面的回应。 

B.调查 

收到指称歧视的举报后，合规官应立即授权或展

开调查。调查可由学校工作人员或学区指定的第

三方展开。调查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完成，

通常应不迟于合规官收到举报后的三十 (30) 个教

学日。收到投诉后，合规官将向指称的被骚扰人

和学区负责人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已收到投诉。

如果合规官确定调查投诉的时间将超过十四 (14) 

个教学日，则会将调查时间延长的原因和结束调

查的日期告知指称的被骚扰人和学区负责人。 

调查可能包括与指称的被骚扰人、指称违反政策

的人员以及可能了解指称的歧视行为或投诉起因

的其他任何人进行面谈。调查将对指称的被骚扰

人及指称应对歧视负责的人员所提供的证人证言

及证据进行综合考量。调查还可能包括检查调查

人员认为相关的任何文件或信息。在调查期间，

学区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指称的被骚扰人和其他

人。 

要确定特定行动或事件是否违反本政策，须根据

全面而彻底的调查所揭示的所有事实和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 

完成调查后，合规官应向学区负责人出具书面报

告。如果投诉称学区负责人违反了本政策，则应

将报告递交至校务委员会。报告应包括对举报内

容是否属实、是否违反本政策的确认以及纠正措

施建议（如有）。  

所有雇员均应配合根据本政策或由相应的州或联

邦机构进行的任何有关指称歧视的调查。 

C. 学区负责人采取的行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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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合规官报告后的十 (10) 个教学日内，学区

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应就 (1) 举报行为是否违反本政

策以及 (2) 应采取哪些行动（如有）发布书面决定。

如果投诉称学区负责人违反了本政策，则由校务

委员会的平等就业机会/非歧视常务委员会作出决

定，并确定应采取哪些措施。  

如果校务委员会未设立此类常务委员会，则应在

下次例会上设立一个由三 (3) 名校务委员会成员组

成的委员会，以处理此类投诉。该委员会应自校

务委员会收到合规官的报告之日起或委员会设立

（如果此前未设立常务委员会）之日起的十四 (14) 

个公历日内发布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阐明 (1) 举

报行为是否违反本政策，以及 (2) 应采取哪些措施

（如有）。 

书面决定必须在决定发布后的十 (10) 个公历日内

邮寄或亲自递送至指称的被骚扰人。如果学区负

责人或委员会判定违禁歧视行为确已发生，则约

克郡学区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和纠正此

类歧视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措施

可能包括纪律处分，情况严重时甚至还可能包括

解雇。 

D. 申诉 

如果学区负责人或委员会确定违禁歧视行为并未

发生，则指称应对歧视负责的人员可以在收到决

定后的五 (5) 个教学日内就调查结果向校务委员会

提出申诉。申诉通知书必须提交至学区负责人或

发布书面决定的委员会成员，并由其将相关记录

转交至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应在收到相关记

录后的三十 (30) 个公历日内作出决定。校务委员

会可能会要求申诉人和学区负责人或委员会（发

布书面决定的任何一方）以及校务委员会认为相

关的其他任何个人作出口头或书面辩解。校务委

员在作出决定后将书面通知指称的被骚扰人。  

雇员可以选择通过相关雇员申诉程序（而非本政

策中的投诉程序）来继续追究根据本政策发起的

投诉。  

E. 合规官及候补 

合规官  

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已任命学区首席人力资源官担

任合规官，负责确认、调查、预防和纠正违禁歧

视行为。有关歧视的投诉也可以向学区的候补合

规官（即学区的首席运营官）提出。 

合规官应当： 

• 受理有关歧视行为的举报或投诉； 

• 展开或监督有关任何指称歧视行为的调查； 

• 评估学区与此政策相关的培训需求；并 

• 确保任何歧视行为调查均由公正的调查人员进

行，他们不仅接受过平等就业机会要求方面的

培训，还有权在调查过程中保护指称的受害者

和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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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报复  

严禁对举报歧视行为或参与相关举报程序的雇员

实施报复。如果任何雇员对举报指称的歧视行为

或参与相关举报程序的其他雇员和应聘者实施打

击报复，则学区应对其采取相应措施。合规官将

告知指称的被骚扰人、投诉对象以及调查参与者

如何报告任何后续问题。  

V. 选择替代投诉程序的权利 

本政策不否认任何个人寻求其他援助途径解决违

禁歧视行为相关问题的权利，包括启动民事诉讼、

向外部机构发起投诉或根据州或联邦法律寻求赔

偿。  

VI. 预防和政策注意事项 

防止歧视的培训应纳入雇员入职及在职培训计划

中。本政策应 (1) 张贴在各学区大楼的显要位置，

方便学校工作人员查看，以及 (2) 纳入雇员手册中。

所有雇员每年都应当收到一次有关合规官姓名和

联系信息的通知。  

VII. 诬告 
故意虚报歧视行为的雇员将受到纪律处分。 

采纳日期：2014 年 1 月 27 日 

重述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2020 年 5 月 18 日 

法律参考：《美国法典》第 20 卷第 1681 条等；

《美国法典》第 29 卷第 701 条；《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6101 条等、第 2000e-2 条等、第 2000ff-

1(a) 条及第  12101 条等；《弗吉尼亚州法典》

（1950 年修订版）第  2.2-3900、2.2-3901、2.2-

3902 条。 

交叉参考：AC 非歧视原则；GBA/JFHA 禁止骚扰和

报复；GBM 专业职员申诉；GCPD 专业职员纪律；

JB 平等教育机会/非歧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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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务委员会政策 GB-F 

歧视举报表 
 

投诉人姓名： 

职位（在职雇员）： 

应征职位（求职者）： 

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地址： 

指称歧视行为发生的日期： 

您认为对您或他人构成歧视的人员姓名： 
 
 
 

详细描述指称歧视事件的细节，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注明该事件任何可能的目击证人。说明可能与此投诉相关的任何历史事件。根据需要添加额外页数。 
 

本人郑重声明，本报告所含信息就本人所知均真实、准确、完整。 

投诉人签名： 日期： 

投诉受理人： 合规官： 日期： 

采纳日期：  2014 年 1 月 27 日 

重述日期：  2018 年 1 月 22 日 

法律参考：《弗吉尼亚州法典》1950 年修订版第 22.1-253.13:7.C.1 条 
©  10/12 V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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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务委员会政策 GBA/JFHA 

禁止骚扰和报复 
 

I. 政策声明 
弗吉尼亚州约克郡校务委员会致力于营造没有骚

扰的教学环境和工作场所。根据法律规定，校务

委员会禁止在学校或任何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基于

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种族、肤色、国籍、

残疾、宗教信仰、血统、年龄、婚姻状况、怀孕、

生育子女或相关医学状况、退伍军人身份、遗传

信息或其他任何受法律保护的特征或此类特征存

在的信念（在下文中称为受保护群体身份）对学

生、雇员或其他人进行骚扰。校务委员会是践行

机会均等的雇主。 
任何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在学校或任何学校主办

的活动中基于受保护群体身份而骚扰其他学生或

学校工作人员，均被视为违反本政策。此外，任

何学校工作人员在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容忍学生、

学校工作人员或参与、观看或以其他方式加入学

校主办活动中的第三方基于学生或雇员的受保护

群体身份对他人进行骚扰，也被视为违反本政策。 
就本政策而言，学校工作人员包括校务委员会成

员、学校雇员、代理商、志愿者、承包商或由学

区监督和管理的其他人员。 
学区应： 

• 对在学校或任何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的

基于受保护群体身份的所有骚扰投诉（书

面或口头）立即展开调查； 

• 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制止任何骚扰；；  

• 对违反本政策的任何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

采取相应措施；以及 

• 采取旨在阻止并进一步防止学校工作人员

或学生进行骚扰的其他任何合理措施。 

II. 定义 - 概述 

                “合规官”是指校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

受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转交的投诉，

并按下文所述监督对此类投诉的调查。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

扰”是指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规定的基于性别的

行为： 

• 理智人士认为严重、普遍和客观上具有攻

击性的令人反感行为，该行为有效地剥夺

个人平等参与校务委员会的教育计划或活

动的机会；或 

• 《美国法典》第 20 卷第 1092(f)(6)(A)(v) 条

定义的“性侵犯”，《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10) 条定义的“约会暴力”，

《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8) 条定

义的“家庭会暴力”，或《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30) 条定义的“跟踪缠

扰”。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是指《美国

法典》第 20 卷第 1681-1688 条和实施法规。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是指校务委

员会任命协调是否遵守本政策和《教育法修正案》

第九条的人员。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的联系方式

为 titleixcoordinator@ycsd.york.va.us。 

三、          通常禁止的行为 

A.基于性别的骚扰 

• 基于性别的骚扰包括以下情况下令人反感

的性冒犯、获得性服务的请求、出于性动

机的身体行为，或其他本质上与性相关的

言语或身体行为或沟通，这包括使用手机

或互联网进行的骚扰，明示或暗示服从此

类行为或遵照沟通内容执行是获得或保留

工作或学习机会的条件或前提； 

• 个人是否服从此类行为或遵照沟通内容执

行将对有关其工作或学习的决定造成影响；

或者 

• 此类行为或沟通内容严重或不合理地干扰

了个人的工作或学习，或使工作或学习环

境变得令人不安、充满敌对情绪或令人反

感（即此类行为已严重到足以导致学生或

雇员无法参与学习计划或融入工作环境或

从中受益）。 

mailto:titleixcoordinator@ycsd.york.v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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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前述定义的前提下可能构成基于性别的骚

扰的行为包括： 

• 令人反感的身体性接触 

• 令人反感的持续性或重复性性挑逗、要求

或言论 

• 与性相关的诽谤、眼神挑逗、绰号、威胁、

污言秽语、贬损评论或与性相关的侮辱性

言论 

• 有关个人身体的图形注释 

• 与性相关的玩笑、笔记、故事、图画、手

势或图片 

• 散布与性相关的谣言 

• 以性挑逗的方式触摸他人的身体或衣物 

• 展示与性相关的物品、图片、卡通画或海

报 

• 以性恐吓的方式阻止或阻碍身体移动 

• 性暴力 

• 展示书面材料、图片或电子图像 

• 基于性别或性别成见的令人反感的言语、

非言语、书面表达、绘图或身体行为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是指

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规定的基于性别的行为： 

• 校务委员会的雇员以个人参与令人反感的

性行为作为提供校务委员会的援助、福利

或服务的条件； 

• 理智人士认为严重、普遍和客观上具有攻

击性的令人反感行为，该行为有效地剥夺

个人平等参与校务委员会的教育计划或活

动的机会；或 

• 《美国法典》第 20 卷第 1092(f)(6)(A)(v) 条

定义的“性侵犯”，《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10) 条定义的“约会暴力”，

《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8) 条定

义的“家庭会暴力”，或《美国法典》第 

34 卷第  12291(a)(30) 条定义的“跟踪缠

扰”。 

B. 基于种族、国籍、残疾缺陷或宗教信仰的骚扰 

基于种族、国籍、残疾缺陷或宗教信仰的骚扰包

括以下情况下涉及个人的种族、国籍、残疾缺陷

或宗教信仰的身体或言语行为，这可能包括使用

手机或互联网进行的骚扰 

• 此类行为使工作或学习环境变得令人不安、

充满敌对情绪或令人反感； 

• 此类行为严重或不合理地干扰了个人的工

作或学习；或者 

• 此类行为已严重到足以导致个人错过工作

机会或学生无法参与学习计划或从中受益。 
在符合前述定义的前提下可能构成基于性别、国

籍、残疾缺陷或宗教信仰的骚扰的行为包括： 

• 包含种族冒犯性语言的涂鸦 

• 谩骂、玩笑或谣言 

• 由于种族、国籍、残疾缺陷或宗教信仰而

对他人或其财产进行的侵犯 

• 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残疾缺陷的

敌对行为 

• 张贴或散布的基于种族、国籍、残疾缺陷

或宗教信仰对个人进行恐吓或威胁的书面

或图形材料 

C. 其他禁止的行为 

在学习环境或工作场所中，即便某些行为并不构

成违法，但仍可能不被接受。禁止贬损他人人格

或以其他方式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尤其是针

对个人特征（包括社会经济水平）的伤害行为，

不论个人特征是否受法律保护。 
约克郡学区希望其全体雇员，包括学区负责人、

校务委员会、教师、其他校务委员会雇员、虚拟

学校计划的雇员、与学校合作或在学校工作的校

园志愿者（“学区工作人员”）和为学区和/或学

生提供服务的其他供应商，都能遵守相应行为规

范，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只有在纪律严明、

温馨舒适且具备专业教学水平的校园环境中，学

生才能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学区的所有成年人

都有责任营造安全的教学环境，杜绝一切成年人

的不当行为，包括成年人的不当性行为。 
防止学生受到此类不当行为的伤害是学区的首要

任务，所有学区的工作人员都有义务遵守与学生

互动和沟通的界限要求。学区通过以下方式致力

于防止学生遭受性虐待和不当行为的伤害： 

• 严格遵守所有州法律和法规，对潜在雇员

进行筛选，调查其是否曾犯有限制其从事

校园工作的罪行以及是否曾因虐待和忽视

儿童而被判定有罪； 

• 制定、有效执行、培训、学习和实施管理

学生与学区工作人员互动的明确合理的政

策； 

• 建立学生和家长举报涉嫌不当行为和虐待

的渠道，并在发现行为涉嫌触犯刑法时立

即通知执法部门； 

• 对违反学区防止不当性行为和性虐待政策

的人员进行正式训诫和解雇，并向寻求参

考线索的学区披露相关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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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犯有限制其从事校园工作的罪行以及

虐待罪罪名成立的授权雇员，学区应严格

按照州法律法规的所有相关要求，向弗吉

尼亚州教育部报告其辞职和解雇情况。 
遵守学区有关学生与学区工作人员互动的政策，

不仅可以为学生创造安全健康的环境，还可以防

止学区工作人员遭到诬告和因误会产生的指控。 

IV. 投诉程序 

A. 报告 – 所有骚扰行为 

如果任何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认为自己受到法律

或本政策禁止的其他学生、学校工作人员或第三

方骚扰影响，则应向《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

调员或任何学校工作人员举报指称的骚扰行为。

应尽快举报指称的骚扰行为，举报时间通常应在

骚扰行为发生后的十五 (15) 个教学日内。此外，

任何学生在发现某个行为可能构成违禁骚扰后，

都应立即向《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或任

何学校工作人员举报。任何学校工作人员在发现

学生或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可能遭到违禁骚扰后，

应立即向《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举报指

称的骚扰。任何涉及《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

调员的投诉都应向学区负责人提出。 
举报方应使用“骚扰行为举报表”(GBA-F/JFHA-F) 

提出有关骚扰的投诉。同时也接受口头举报和其

他书面形式的举报。 
只有在充分调查投诉所必要的范围内以及法律要

求或允许的情况下，才会披露投诉内容、指称被

骚扰的人员以及指称的骚扰人身份。此外，希望

匿名的指称被骚扰的人员将被告知匿名可能会导

致学区无法对投诉作出全面的回应。 
收到投诉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应

初步决定指称是否为《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

止的性骚扰。如果是，将遵守下文的《教育法修

正案》第九条申诉程序。如果不是《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则投诉将转交给合规

官按以下程序处理。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还应确定指称的

骚扰是否可以构成犯罪行为，确保在必要时通知

执法官员。 
如果指称的骚扰也可能构成虐待儿童，则必须按

照《政策 GAE 虐待和疏忽儿童报告》的规定向社

会服务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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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并非性骚扰的骚扰投诉 

1. 程序 

a. 概述 

               合规官 

• 受理《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转交

的投诉； 

• 对《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转交的

投诉，展开或监督有关任何指称骚扰行为

的调查； 

• 评估是否需要对《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

协调员转交的投诉提供培训； 

• 安排必要的培训；以及 

• 确保任何骚扰行为调查均由公正的调查人

员进行，他们不仅接受过平等就业/教育

机会要求方面的培训，还有权在调查过程

中保护指称的受害者和其他人。 

2. 合规官正式程序 

a. 调查 
收到《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转交的指称

违禁骚扰的投诉后，合规官应立即授权或展开调

查。调查可由学校工作人员或学区指定的第三方

展开。调查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完成，通

常应不迟于合规官收到转交的投诉后三十 (30) 个

教学日。收到投诉后，合规官将向指称的被骚扰

人和指称的骚扰人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已收到

投诉。同时，在得出调查结果之前，合规官应确

定是否应采取临时措施。此类临时措施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将指称的骚扰人和指称的被骚扰人分开。

如果合规官确定调查投诉的时间将超过三十 (30) 

个教学日，则会将调查时间延长的原因和结束调

查的日期告知指称的被骚扰人和指称的骚扰人。 

调查可能包括与指称的被骚扰人、指称的骚扰人

以及可能了解指称的骚扰行为或投诉起因的其他

任何人进行面谈。调查将对指称的骚扰人和指称

的被骚扰人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及证据进行综合考

量。调查还可能包括检查调查人员认为相关的其

他任何文件或信息。在完成调查之前，学区应采

取必要措施保护指称的被骚扰人和其他人。 

在确定指称的行为是否违反本政策时，学区至少

应考虑：(1) 周围的情况；(2) 行为的性质；(3) 过

往事件或过往或持续的行为模式；(4) 双方之间的

关系；(5) 行为发生的频率；(6) 指称的侵害人相对

于指称的受害人的身份（如指称的侵害人是否是

指称的受害人的上级）；(7) 指称骚扰发生的地点；

(8) 双方的年龄，以及 (9) 指称事件发生的背景。

要确定特定行动或事件是否违反本政策，须根据

全面而彻底的调查所揭示的所有事实和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 
完成调查后，合规官应向学区负责人出具书面报

告。如果投诉涉及学区负责人，则应将报告递交

至校务委员会。报告应包括对举报内容是否属实、

是否违反本政策的确认以及纠正措施建议（如

有）。 
所有雇员均应配合根据本政策或由相应的州或联

邦机构进行的任何有关指称骚扰的调查。 

b. 学区负责人的处置 
在收到合规官报告 10 个教学日内，学区负责人或

指定人员应就举报行为是否违反本政策发布书面

决定。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指称的被骚扰人和指

称的骚扰人该决定。如果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

确定很有可能发生了违禁骚扰行为，则约克郡学

区应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以解决和纠正此类骚扰

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所采取的措施可能包

括纪律处分，情况严重时甚至还可能包括开除或

解雇。无论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是否确定发生

了违禁骚扰行为，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都可以

决定在学校或学区范围内开展相关培训，或者为

指称的被骚扰人提供咨询服务。 

c. 申诉 
如果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确定并未发生违禁骚

扰行为，则指称应对骚扰负责的雇员或学生可以

在收到决定后的 5 个教学日内就调查结果向校务

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通知书必须提交至学区负

责人，并由其将相关记录转交至校务委员会。校

务委员会应在收到相关记录后的 30 个公历日内作

出决定。校务委员会可能会要求申诉人、学区负

责人和校务委员会认为相关的其他任何个人作出

口头或书面辩解。校务委员在作出决定后将书面

通知指称的骚扰人和指称的被骚扰人。 
如果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确定发生了违禁骚扰

行为并已给予纪律处分，则受到纪律处分的人员

可以就纪律处分提出申诉，申诉方式与就其他任

何此类处分提出申诉的方式相同。 
雇员可以选择通过相关雇员申诉程序（而非本政

策中的投诉程序）来继续追究根据本政策发起的

投诉。 

d. 时间安排 
调查应在转交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向学

区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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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负责人应在调查报告提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

布其处理意见。 
希望对学区负责人处理意见提出上诉的一方，必

须在收到处理意见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学区负责人

发出上诉通知。 
记录应转交给校务委员会进行审查。 
校务委员会应在收到相关记录后的 30 个公历日内

作出决定。 

e. 合规官非正式程序 
如果指称的被骚扰人和被指控的骚扰人同意，学

生所在学校的校长、指定人员或主管人员可为其

安排在辅导员、教师或管理人员的帮助下以非正

式的方式解决所投诉的问题。 
如果指称的被骚扰人和被指控的骚扰人同意以非

正式方式解决所投诉的问题，他们应当被告知，

他们有权随时放弃非正式程序而转为启动本手册

中所述的合规官正式程序。在所投诉的问题解决

后，校长、指定人员或主管人员应当以书面方式

通知指称的被骚扰人和被指控的骚扰人。书面通

知应当说明是否发生了违禁骚扰行为。 

C.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投诉 

1. 定义 – 性骚扰 
“实际确认”是向《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

员或有权采取纠正措施的任何学区官员或中小学

的任何雇员发出《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

性骚扰或《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

指控通知。 
“投诉人”是指称可能构成《教育法修正案》第

九条禁止的性骚扰行为受害者的个人。 
“同意”是参与者之间明、毫不含糊的、自愿参

与特定性活动的同意。 
“正式投诉”是指投诉人提交或《教育法修正案》

第九条协调员签署的文件，指控被投诉人存在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行为，并

要求对该指控进行调查。正式投诉可通过亲自递

交、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给《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协调员。[1] 在签署正式投诉时，《教

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不是投诉人或其他当

事人。必须对正式投诉中的指控展开调查。作为

对正式投诉的响应，将遵守下面的《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申诉程序。 
“项目或活动”涵盖校务委员会对被投诉人和发

生性骚扰的环境进行实质性控制的地点、事件或

情况。 
“被投诉人”是举报可能构成《教育法修正案》

第九条禁止的性骚扰行为实施者的个人。 

“支持措施”是在提出正式投诉之前或之后，或

在未提出正式投诉的情况下，免费对投诉人或被

投诉人提供适当的非纪律、非惩罚性的合理个性

化服务。这些措施旨在恢复或维持平等参与校务

委员会教育计划或活动的机会，而不给另一方带

来不合理的负担，包括旨在保护所有各方的安全

或教育环境，或阻止性骚扰的措施。支持措施可

包括咨询、延长截止期限或其他与课程有关的调

整、更改学业或课程安排、校园护送服务、限制

双方接触、改变学习地点、请假、加强校园部分

地区的安全或监控，以及其他类似措施，向投诉

人或被投诉人提供的任何支持措施均为保密措施，

但该保密性不得影响提供支持措施的能力。《教

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负责协调支持措施的

有效实施。 
  

https://go.boarddocs.com/vsba/ycsd/Board.nsf/vpublic?open&id=policies#https://go.boarddocs.com/vsba/ycsd/Board.nsf/vpublic?open&id=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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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申诉流程和程序 

a. 概述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列出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

条协调员联系信息或任何其他联系信息，亲自、

邮寄、打电话或通过电子邮件报告《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禁止的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在内）

（不论举报人是否为指称可能构成性别歧视或性

骚扰行为的受害者），最终将导致《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协调员收到举报人的口头或书面报告。

举报人应使用“骚扰行为举报表”(GBA-F/JFHA-F) 

提出投诉。举报可以在任何时候（包括非工作时

间）通过拨打电话或发出电子邮件提交，或邮寄

到列出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办公地

址。 
向投诉人提供支持措施以及对被投诉人实施任何

纪律处分或其他非支持措施的行动之前，必须遵

循本申诉程序，公平对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及时与投诉人联

系，讨论是否提供支持措施，考虑投诉人对支持

措施的意愿，告知投诉人是否可以在提交或未提

交正式投诉的情况下提供支持措施，并解释提交

正式投诉的程序。 
向入学和求职申请人、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

教职工以及所有与校务委员会签订集体谈判或专

业协议的工会或专业组织通知 

•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的姓名或

职务、办公地址、电子邮箱地址和电话号

码；以及 

• 校务委员会在其教育计划或活动中不存在

基于性别的歧视，并且根据《教育法修正

案》第九条的要求不存在此类歧视。该通

知指出，非歧视要求适用于入学和求职，

有关《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适用性的咨

询可提交给《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

员、美国教育部公民权利助理部长或同时

提交给两者。 
校务委员会在其网站和向上述有权接收通知的人

员提供的每本手册或目录中，醒目地提示《教育

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的联系信息和本政策。 
本手册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将被投诉人从校务委

员会教育项目或活动中移除，但前提是经过个性

化的安全和风险分析，确定因性骚扰指控而对任

何学生或其他个人的身体或精神健康或安全造成

的直接威胁证明有必要将其移除，并且在移除后

立即向被投诉人发出通知和提供质疑该决定的机

会。 
本手册不排除在申诉程序进行期间对并非学生的

教职工被投诉人给予休假。 
申诉程序公平对待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在对被投

诉人作出性骚扰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向投诉人提供

补救措施，并且在对被投诉人实施任何纪律处分

或其他非支持措施行动之前遵循这一程序。补救

措施旨在恢复或维护平等参与校务委员会教育项

目或活动的机会。  

在申诉程序结束时确定责任之前，假定被投诉人

对被指控的行为没有责任。 
对所有相关证据进行客观评估，包括证明有罪和

无罪的证据。可信度的确定不以一个人作为投诉

人、被投诉人或证人的身份为依据。 
任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调查员、

决定人或任何推动非正式解决程序的人员都不得

有利益冲突或通常情况下对投诉人或被投诉人，

或个别投诉人或被投诉人有偏见。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调查员、决定

人和任何推动非正式解决程序的人员应接受培训，

了解《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禁性骚扰的定义、

校务委员会教育项目或活动的范围、如何开展调

查和申诉程序（包括上诉和非正式解决程序），

以及如何公正地提供服务，包括避免对有争议的

事实产生预先判断、利益冲突和偏见。决定人应

接受关于问题和证据相关事项的培训，包括关于

投诉人性倾向或以前性行为的问题和证据何时不

相关。调查员应接受关于相关事项的培训，以便

撰写调查报告，公平地总结相关事实。 
责任认定的结果可能会导致纪律处分，直到开除

学生或开除教职工。 
责任认定的证据标准是优势证据。 
该申诉程序不允许、依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构成

或寻求披露作为法律认可特权保护信息的问题或

证据，除非拥有特权的人放弃该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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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控通知 
收到正式投诉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

员会向已知的双方当事人发出以下书面通知： 

• 申诉程序通知，包括任何非正式解决程序，

以及 

• 关于可能构成《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

禁性骚扰指控的通知，包括当时已知的充

分细节，从而在任何初次会谈前有充足的

时间准备回应。充分细节包括事件所涉及

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如果已知）、被指控

构成《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禁性骚扰

的行为，以及被指控事件的日期和地点

（如果已知）。 

c. 书面通知  

• 包含一项声明，即在申诉程序结束时确定

责任之前，假定被投诉人对被指控的行为

没有责任； 

• 告知双方当事人，如果被投诉人是学生，

可由父母/监护人及其选择的一名顾问陪

同参加所有会谈，该名顾问可以是但不要

求必须是律师。  学生的父母/监护人和顾

问可查看和审核所有无其他特权的证据/

报告。 

• 告知双方当事人，如果被投诉人是教职工，

可由其选择的一名顾问陪同参加所有会谈，

该名顾问可以是但不要求必须是律师。教

职工的顾问可查看和审核所有无其他特权

的证据/报告。 

• 告知双方当事人，校务委员会的行为准则

或学区负责人的学生行为标准禁止在申诉

过程中故意做出虚假陈述或故意提交虚假

信息的任何规定。 

• 调查员应记录在调查期间开展的所有证人

和当事人会谈，并向双方当事人提供逐字

记录文本。  

如果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决定调查有关投诉人或

被投诉人的指控，而这些指控未包含于先前发出

的通知，则应向已知身份的双方当事人发出其他

指控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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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驳回正式投诉 
如果投诉指控的行为具有以下情形，则正式投诉

或其中的任何指控必须被驳回 

• 即使被证实，也不构成《教育法修正案》

第九条违禁性骚扰， 

• 未发生在校务委员会的教育项目或活动中，

或 

• 未针对美国境内的人士发生。 
所述驳回并不限制根据校务委员会行为准则或学

区负责人学生行为标准的其他规定采取行动。  

如果在调查过程中的任何时候发生以下情形，则

正式投诉或其中的任何指控可能被驳回: 

• 投诉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教育法修正案》

第九条协调员，投诉人希望撤回正式投诉

或其中的任何指控； 

• 被投诉人不再是校务委员会的学生或教职

工；或 

• 在某些情况下，校务委员会无法收集足够

的证据来对正式投诉或其中的指控作出决

定。 

e. 调查正式投诉 
对正式投诉开展调查时以及整个申诉过程中， 
校务委员会，而不是双方当事人负责举证和收集

足够证据以确定责任，但前提是一方当事人的记

录由医生、心理医师或其他公认专业人员或辅助

人员，以专业人员或辅助人员的身份制作或维护，

或提供协助，并且未经该方当事人父母或当事人

自身（如果当事人是符合条件的学生）对该申诉

程序自愿和书面同意，在当事人无法查阅、考虑、

披露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的情况下制作和维护记录。 
双方当事人均有平等的机会提供证人证据，包括

事实和专家证人以及其他有罪和无罪证据。 
双方当事人讨论被调查的指控或收集和提交相关

证据的能力不受限制。 
在任何申诉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都有同样的机会

让其他人在场，包括有机会由其自身选择的顾问

陪同参加任何相关会谈或程序，该顾问可以是但

不要求必须是律师。在任何会谈或申诉程序中，

投诉人或被投诉人的顾问选择或出席不受限制。 
任何被邀请或期望参与的一方当事人都会收到书

面通知，告知所有调查访谈或其他会谈的日期、

时间、地点、参与者和目的，并给予该方当事人

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参与。 
调查员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查看和审

核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而获得的与正式投诉中提出

的指控直接相关的任何证据，包括在确定责任时

不会依赖的证据，以及无论从一方当事人还是其

他来源获得的有罪或无罪的证据，以便双方当事

人能够在调查结束前对证据作出有意义的回应。

在完成调查报告之前，调查员必须将需要查看和

审核的证据以电子格式或硬拷贝的形式发送给每

一方当事人和该方的顾问（如果有），双方当事

人必须有至少 10 天的时间提交书面答复，调查员

将在完成调查报告之前考虑这些答复。 
指控直接相关的证据应与所有当事人及其顾问共

享。  医疗、心理和类似的治疗记录不应共享，除

非记录涉及的一方当事人自愿提供允许公开的书

面同意。   

调查员制作一份公平总结相关证据的调查报告，

在责任认定前至少 10 天将调查报告的电子版或硬

拷贝发送给每一方当事人和该方的顾问（如果有）

查看和书面答复。 
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发送给双方当事人后，在作出

责任认定之前，决定人必须给双方当事人提供机

会，提交一方当事人希望向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证

人提出的书面相关问题，向双方当事人提供答复，

并允许双方当事人提出其他有限的后续问题。关

于投诉人性倾向或以前性行为的问题和证据不具

有相关性，除非提供关于投诉人以前性行为的问

题和证据是为了证明投诉人指控的行为并非被投

诉人实施，或所述问题和证据涉及投诉人以前与

被投诉人的性行为的具体事件并且是为了证明同

意发生性行为。决定人必须向提出问题的一方当

事人说明排除不相关问题的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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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关于责任的决定 
决定人不能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或

调查员是同一个人，而且必须发布一份关于责任

的书面决定。 
该书面决定必须包括 

• 确定可能构成《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

禁性骚扰的指控； 

• 说明从收到正式投诉到作出裁定所采取的

程序步骤，包括对双方当事人发出的通知、

与双方当事人和证人的会谈、现场查看以

及收集其他证据的方法； 

• 支持决定的事实认定； 

• 关于校务委员会行为准则或学区负责人学

生行为标准适用于事实的结论； 

• 对每项指控结果的说明和理由，包括责任

认定、校务委员会对被投诉人的任何纪律

处分，以及是否会向投诉人提供旨在恢复

或维护平等参与校务委员会教育项目或活

动的补救措施；和 

• 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上诉程序和允许的依

据。 
决定人必须同时向双方当事人提供有关责任的书

面决定。 
如果提出上诉，有关责任的决定在向双方当事人

提供上诉结果书面决定之日成为最终决定；如果

未提出上诉，则在上诉失去时效之日成为最终决

定。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负责协调任何补

救措施的有效实施。 

g. 申诉 
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根据以下理由，对有关责

任的决定或对正式投诉或其中的任何指控的驳回

提出申诉： 

• 影响事件结果的程序违规； 

• 在作出责任或驳回决定时未能合理获得可

能影响事件结果的新证据；以及 

•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调查员

或决定人在通常情况下对投诉人或被投诉

人。或个别投诉人或被投诉人有利益冲突

或偏见，从而影响事件结果。 
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

员发出申诉通知。 
对于所有申诉，《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 

• 在收到申诉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

为双方当事人平等地执行申诉程序； 

• 确保申诉的决定人与作出责任或驳回决定

的决定人、调查员或《教育法修正案》第

九条不是同一个人；以及 

• 确保申诉决定人遵守《教育法修正案》第

九条和本政策中规定的标准。 
申诉决定人 

• 给予双方合理、平等的机会提交支持或质

疑结果的书面陈述； 

• 审核调查员收集的证据，调查员报告，以

及决定人的书面决定；   

• 发布书面决定说明申诉的结果和理由；以

及 

• 同时向双方当事人和《教育法修正案》第

九条协调员提供该书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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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时间安排 
调查报告将在提出正式投诉后 35 天内提供给双方

当事人。 
决定将在调查报告提交给决定人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发布。 
任一方均可在有关责任的书面决定提交给双方当

事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发起申诉。 

任何申诉将在发起申诉后 15 个公历日内得到解决。 

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采取非正式解决程序，截止

期限从一方要求采取非正式解决程序时开始计算，

直到另一方作出回应时（如果该方不同意采取非

正式解决程序），或直到任一方退出非正式解决

程序截止。 
允许临时推迟申诉程序或因正当理由有限度延长

期限，以书面方式通知投诉人和被诉人推迟或延

长的期限以及采取行动的理由。正当理由可包括

以下考虑事项，例如一方当事人或其顾问或证人

缺席；执法活动正在进行；法律或校务委员会政

策要求的纪律程序；或需要语言协助或为残疾人

提供帮助。 

i. 非正式解决程序 
在正式投诉过程中的任何时候，作出关于责任的

决定之前，双方当事人均可参与不涉及全面调查

和责任决定的非正式解决程序，例如调解。当一

方当事人要求举行非正式解决程序时，另一方必

须在 3 天内对该要求做出回应。非正式解决程序

必须在同意参与程序后 10 天内完成。  

在下列情形下，非正式解决程序可由训练有素的

教育专业人士、顾问或《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

协调员选定的其他个人协助进行： 

• 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披露指控、非

正式解决程序的要求（包括拒绝双方恢复

同一指控正式投诉的情形）；然而，在同

意解决之前的任何时候，任一方都有权退

出非正式解决程序，恢复与正式投诉有关

的申诉程序，被告知参与非正式解决程序

的任何后果，包括将保留或可能共享记录； 

• 双方当事人自愿并以书面方式同意接受非

正式解决程序；以及 

• 非正式解决程序不能用于解决教职工性骚

扰学生的指控。 
如果双方当事人接受事件的解决方式，调解人应

记录投诉的性质和解决方式，要求双方在文件上

签字并向每一方分发一份副本，然后转发给《教

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如果事件未解决，

恢复正式投诉程序。 
不得强制要求双方当事人参与非正式解决程序。 
除非提出正式投诉，否则不提供非正式解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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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记录保存 
校务委员会将在七年内保存相关记录，包括： 

• 对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禁性骚扰

指控的每一次调查，包括关于责任的任何

决定和《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要求的任

何音频或视听记录或笔录（如果有），对

被投诉人的任何纪律处分，以及向投诉人

提供旨在恢复或保持平等参与校务委员会

教育项目或活动的任何补救措施； 

• 任何申诉及其结果； 

• 任何非正式解决及其结果；和 

• 用于培训《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

调查员、决定人和任何推动非正式解决程

序的人员的所有材料。这些材料也将在校

务委员会网站上提供。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第 34 卷第 106.44 条要求的

每一项回应，校务委员会必须建立任何行动记录

（包括任何支持措施）并保存七年，以遵守《教

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违禁性骚扰报告或正式投诉

要求。在每个案例中，校务委员会将记录作出非

故意偏袒结论的依据，记录已采取的恢复或保持

平等参与其教育项目或活动机会的措施。如果校

务委员会不向投诉人提供支持措施，记录在情形

已知下该反应并非明显不合理的原因。 

D. 报复 

严禁对举报骚扰行为或参与到任何相关举报程序

中的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实施报复。如果任何学

生或学校工作人员对举报指称的骚扰行为或参与

到相关举报程序中的任何学生或学校工作人员实

施打击报复，则学区应当对其采取适当措施。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将告知指称的被

骚扰人、投诉对象以及调查参与者如何报告任何

后续问题。 

E. 选择替代投诉程序的权利 

本政策不否认任何个人寻求其他途径解决违禁骚

扰行为相关问题的权利，包括启动民事诉讼、向

外部机构提起申诉或根据州或联邦法律寻求赔偿。 

F. 预防措施和政策公告 

雇员入职和学生入学指导以及雇员在职培训应包

括预防法律或本政策禁止骚扰的培训。   

本政策： (1) 张贴在各学区大楼的显要位置，方便

学生、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查看；(2) 纳入学生和

教职工手册中；并且 (3) 在开学后 30 个公历日内

发送给所有学生的家长。此外，所有学生及其家

长/监护人以及教职工每年都会收到一次合规官的

姓名和联系信息的相关通知。 

G. 诬告 

针对并不存在的骚扰行为故意提出诬告的学生或

学校工作人员，应当受到纪律处分，并承担应对

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诉讼的后果。 

采纳日期：  2014 年 1 月 27 日 

修订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5 月 21 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 2021 年 1 月 25 日 

法律参考：   《美国法典》第 20 卷第 1681-1688 

条；《美国法典》第 29 卷第 794 条；《美国法典》

第 42 卷第 2000d-2000d-7 条；《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2000e-2000e-17 条；《美国法典》第 42 卷第 

2000ff-1 条；《美国联邦法规》第 34 卷第 106.2, 

106.8,106.9, 106.30, 106.44, 106.45, 106.71 条；

《弗吉尼亚州法典》（1950 年修订版）第  2.2-

3900, 2.2-3901, 2.2.3902, 22.1-295.2 条 

交叉参考：   

AC 非歧视政策 

AD 教育理念 

GAB/IIBEA 可接受的计算机系统使用 

GB 平等就业机会/ 

 非歧视政策 

GBA-F/JFHA-F 骚扰行为报告 

GBM 教职工调整程序 

 申诉 

JB  平等教育机会/ 

 非歧视政策 

JFC 学生行为 

GCPD 工作人员纪律 

GAE/JHG 儿童虐待和疏忽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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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校务委员会政策 GB-F/JFHA-F 

骚扰行为报告 

投诉人姓名： 
 

学生所在学校： 
 

教职工职位和地点： 

地址： 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所指称骚扰事件的发生日期： 

您认为对您或他人进行骚扰的人员姓名： 

如果所指称骚扰行为的对象是其他人，请说明该人员的身份： 

详细描述所指称骚扰事件的细节，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注明该事件任何可能的目击证人。 

说明可能与此投诉相关的任何历史事件。根据需要添加额外页数。 

本人郑重声明，本报告所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投诉人签名： 日期： 

投诉受理人： 日期 

采纳日期：          2014 年 1 月 27 日 

重述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法律参考：《弗吉尼亚州法典》1950 年修订版第 22.1-253.13:7.C.1 条 
©  10/12 V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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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法律法规和援引 
向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以及执法部门报告特定违

法行为 当地校务委员会政策必须依据《弗吉尼亚州

法典》第 22.1- 279.3:1.A. 条的规定，通知学区负责人

或指定人员。《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9.3:1.D. 

条要求校长立即向当地执法部门报告第  22.1-

279.3:1.A. (ii)-(vii) 条中列举的任何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的行为。校长可以向当地执法部门报告第 A 条第 （i） 

项所述的任何事件。在发生人身伤害时，强制要求

报告。当地校务委员会政策可要求向学区负责人或

指定人员报告此处未列出的事件。  

然而，《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9.3:1.D. 条的任

何规定都不要求提出犯罪指控，也不妨碍学校在向

少年法庭提出犯罪指控之前，通过分级处分或教育

方案处置在学校发生的犯罪行为。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9.3:1.A. 条列出需要向

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报告的犯罪行为，详情如下： 

i. 在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

的导致人身伤害的攻击和殴打； 

ii. 《弗吉尼亚州法典》 第 18.2-60.3 条规定的在

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的

导致人身伤害的攻击和殴打、性攻击、死亡、

枪击、持刀伤人、割伤或任何伤人或跟踪骚

扰事件；  

iii. 在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

的涉及酒精、大麻、合成大麻素（定义见第 

18.2-248.1:1 条）、管制物质、仿制管制物质

或合成代谢类固醇的任何行为，包括盗窃或

企图盗窃学生处方药的行为； 

iv. 在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对学

校工作人员造成的任何威胁；  

v. 在校园内非法持枪，定义见《佛吉尼亚州法

典》第 22.1-277.07 条；  

vi. 在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

的涉及燃烧弹、爆炸性材料或装置或欺诈性

爆炸装置（定义见《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85 条）或爆炸性或燃烧装置（《弗吉尼

亚州法典》  第  18.2-433.1 条）或化学炸弹

（定义见《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87.1 条）

的任何非法行为；  

vii.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18.2-83 条所述的针

对学校工作人员的或涉及校园或校车的任何

炸弹威胁或虚假威胁；或  

viii. 因在校车上、校园内或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

生的事件而对任何学生进行的逮捕，包括由

此提出的指控。 

接纳被其他学区或私立学校停学或开除的学生  

《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77.2 条规定，如果发现

被另一学区或私立学校停学或开除的学生对学区的

其他学生或教职工构成危险，可以将不接纳该名学

生。在如下情形下，该行为允许：  

• 书面通知学生和学生家长，学生可能会被开除，

并说明理由；如果被开除，学生有权在校务委员

会或分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该决定提出上诉；以

及  

• 学区负责人或指定人员对该案进行调查，提出开

除的建议。停学超过 30 天的情况下，开除的期

限不得超过停学的持续时间。对于被开除的学生，

当地校务委员会可以接受或放弃开除学生的校务

委员会对其施加的任何或全部重新入学条件，但

不得对重新入学施加额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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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解剖 
根据州法律，如果学生家长选择让孩子退出特定课

程的动物解剖部分，那么约克郡学区将为学生提供

相关课程中动物解剖的替代方案。解剖的定义是

“处理以适当方式保存的动物或动物身体部位进行
科学研究，其中包括切割，然后检查、触摸、处理
和固定等。” 

动物解剖的替代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程序、

互联网模拟、塑料模型、录像带、数字影碟和图表

等。包含解剖练习的生物科学课程可提供动物解剖

技术的替代方案。解剖技术的替代方案旨在通过解

剖以外的其他方式，为学生提供与在课程中进行、

参与或观察解剖过程的其他学生预期能够获得的知

识相同的知识。  

选择退出表格可从科学课教师处获取。 

家庭生活教育 
约克郡学区的教学大纲从学前班到 10 年级均包括家

庭生活教育课程。部分当前主题包括儿童虐待、家

庭和社区关系、人类性学、人类成长和发展、人类

生殖、性传播疾病、药物滥用、正向自我概念、沟

通技巧、决策技巧和伙伴关系等。各年级的家庭生

活 教 育 主 题 列 表 可 通 过 学 区 网 站 

(yorkcountyschools.org) 的家长资源部分查看。在家

庭生活教育开始前，建议家长/监护人参加学校每年

都举办的迎新会。印刷/视听材料以及家庭生活教育

课程指南可在您孩子的所在学校以及约克郡校务委

员会办公室提前查看。 

想要让孩子退出当前学年的选定或所有家庭生活教

育课程的家长，必须填写 Rycor 上提供的学前班至 10 

年级家庭生活教育退出申请表格。如果家长/监护人

未填写并提交此表格，学生将参与其当前年级的整

个课程。  

在整个学年期间，家长/监护人如要求改变孩子参与

家庭生活教育的程度，必须以书面方式向学生所在

学校的校长提出申请。 

信息发布 
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家长、监护人或学生本人（18 

岁及以上）的书面同意，不得发布有关学生考试数

据的信息或其他带有个人性质的信息。纪律信息将

发布给其他学校。约克郡学区有关学生学籍档案管

理的书面政策复印件可通过联系校长办公室获取。 

学区将基于家长许可发布其他信息： 

名录信息 
在整个学年当中，约克郡学区会根据要求将学生的

名录信息提供给适当的组织，并通过年刊、课外活

动和运动课程以及毕业生名录和荣誉榜发布学生信

息。 

根据《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87.1 条（1983 年

修订版）的定义，此类名录信息可包含学生的姓名、

性别、地址、电话名录、出生日期和地点、主要研

究领域、官方认证活动和运动的参与情况、运动团

队成员的体重和身高、入学日期、所获学位和奖项

以及其他类似信息。  

征兵人员 
每个学生成功法要求学区为征兵人员提供低年级和

高年级高中生的相关信息。家长/监护人可通过勾选

“向征兵人员发布学生名录信息表格”上的相应方

框选择不提供此信息。 

媒体/网站/学区出版物 
本地新闻媒体会报导约克郡的教育情况，还会关注

涉及学区学生和教职员员的故事。学区还会通过其

有 线 频 道  (YCSD-TV) 、 网 站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 和自身的出版物及视

频发布学生和教职工的重要活动。  

可通过媒体或学区通信平台发布的信息包括：荣誉

榜、毕业生名单、课程和课外活动学生成就、学区

计划的参与情况、运动或活动、特别事件等等。虽

然学区在媒体发布授权协议的范围内允许媒体人员

对学生进行采访、拍照或录制视频，但学区不允许

新闻媒体在危机或紧急事件期间对学生进行采访，

也不允许采访干扰到日常上课。 

此外，学区网站由学区工作人员创建和监管，着重

于分享成功事例，同时关注学生的安全问题。  

表格 

http://yorkcounty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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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进入约克郡学区后，家长/监护人需要填写一

份媒体发布表，说明他们对通过媒体以及学区通信

平台发布信息的偏好。该表在学生于约克郡学区就

读期间有效，但可通过向学校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

随时进行修改。 

学生/家长技术使用表  
该表由家长/监护人在登记时签署，并与学生记录共

同存档。家长/监护人还必须每年填写一次本手册背

面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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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 

家人确认表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之前完成（适用于所有学生） 

学生姓名（姓，名）： 
 
 

出生日期： 

所在学校： 2021-22 学年年级： 班主任： 
 

请填写此表并在上面签名，以确认您已收到并阅读约克郡学区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中包含的重要文件，

并就此与您的孩子进行了探讨。 

请注意，交回这份已签名的表格以确认您已收到并阅读本学生手册和行为准则，且就此与您的孩子进行

了探讨，即代表您不会放弃您的任何权利。弗吉尼亚法律规定，签署确认表的家长/监护人明确享有受到

美国和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保护的权利。此外，家长/监护人即使在确认已阅读手册并就此进行探讨的情

况下，也有权表达对于学校或约克郡学区的政策或决定的异议。 

家长/监护人，请针对以下各项陈述进行首字母签名：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 

第 50 页的学生行为类别和行为预期。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 

第 52 页的学生行为分级管理应对。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强制出勤法：《弗吉尼亚州法典》第 22.1258 条 

第 2 页。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公车和公车站：学生责任和相关行为要求  

第 48 页。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第 42 页所述的学生权利和责任。 

 我已阅读第 49 页所述的家长/家人权利和责任。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第 44 页所述的公民行为要求。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  

第 46 页所述的关于霸凌和网络霸凌以及报告。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第 43 页所述的着装规范。 

 我的孩子和我已阅读第 45 页所述的冲突解决与恢复性会谈：学生行为预期和责任。 

家长/监护人正体字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学生签名： 
 

日期： 

请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之前将此表交回给您孩子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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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征兵人员发布学生名录信息 

2021 年 9 月 2 日前交回（仅适用于低年级和高年级高中学生） 

学生姓名（姓，名）： 
 
 

出生日期： 

所在学校： 2021-22 学年年级： 班主任： 
 

每个学生成功法要求学区为征兵人员提供低年级和高年级高中生的相关信息。家长/监护人可通过勾选下

方方框选择不提供此信息。 

 

我不允许将我孩子的任何学生名录信息发布给征兵人员。  

 
 

家长/监护人正体字姓名：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请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之前将此表交回给您孩子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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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教育退出请求，  

十年级 
2021 年 11 月 19 日之前通过 RYCOR 提交    

 

本年度的家庭生活教学将包含上一年级的家庭生活教育标准。关于按年级划分的家庭生活教育详情，请访

问以下链接查看：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ocs/FamilyLifeTopics.pdf 

仅当该学生将从家庭生活教育项目中全部退出或者部分退出时，请提交此表格。 

此表格可以让家长或监护人将学生从家庭生活教育项目中完全退出，或从项目中勾选主题部分退出。  

印刷/视听材料以及家庭生活教育课程指南可在您孩子的所在学校以及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办公室提前

查看。 

请您在下面勾选 2021-22 学年的选择： 

 退出整个家庭生活教育项目 

 退出家庭生活教育项目中已勾选主题 

请列出您希望孩子退出的的所有主题（例如：  K.4、K.10 或 10.2、10.6）。 

您可以在学区网站的家长资源部分中在线查看按年级划分的家庭生活教育课题列表：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efault.aspx. 
 

仅通过 Rycor 提交 
 

请完成以下信息填写。 

学生姓名（姓，名）： 学生编号： 

所在学校： 2021-22 学年年级： 班主任： 

家长/监护人姓名：  家长/监护人电子邮

箱： 
 

日期： 

 

仅当该学生将从家庭生活教育项目中全部退出或者部分退出时，请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之前通过 Rycor 

提交此表格。 
 

 

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ocs/FamilyLifeTopics.pdf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yorkcountyschools.org/parents/parentResources/docs/FamilyLifeTopics.pdf&data=04|01|rgary@ycsd.york.va.us|f2daf12ce2f941da483e08d9618c17b5|1de098ab3c8744c6afb7f70c62c23c1c|0|0|637648076576715635|Unknown|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1000&sdata=PcBFrF4f2Z2nM+stwCi6n3fDryWqICEAf/mWex3UMGA=&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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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6 

修订时间 8/21 

学生/家长技术使用表 
详见表格下方的提交日期。（适用于所有学生。） 

学生姓名（姓，名）： 学生份编号： 年级： 

所在学校： 班主任： 

注意：所有能够访问网络服务和互联网的学生均应接收有关网络安全的说明。 

学生网络服务/互联网接受使用政策 

 我允许我的孩子使用约克郡学区提供的网络服务，并了解其中包含互联网访问服务。 

 我不允许我的孩子使用约克郡学区提供的任何网络服务，包括互联网服务。* 

注意：选择该选项后，您的孩子将无权使用 Canvas 学习管理系统、Aspen 学生信息系统、学生版 Outlook 电子邮

件、Office365、视频会议、学区购买的教学软件和相关网络服务，也将无权使用约克郡学区提供的家用计算机，

或者孩子所在学校提供的任何计算机相关课程所需的计算机。这包括访问学区内的“虚拟高中”和“弗吉尼亚州

虚拟课程”。学区课程评估以及州和联邦的必要考试（例如弗吉尼亚 SOL 考试）需要使用计算机。对于必要测试，

我们将进行个别安排。 

以电子方式发布学生作业 

 我不允许将我孩子的课题和作业通过互联网发布供公众浏览（网络服务/互联网接受使用政策的用户权利中有相

关说明）。 

1:1 设备约定 

 我的孩子将使用 YCSD 提供的 1:1 设备，我同意以下条款和条件。 

 我将为孩子提供符合 YCSD 1:1 计划最低标准的设备，我的孩子在家里和学校都可以使用该设备。我理解，如果孩

子偶尔没有带设备来学校， YCSD 可能会给我的孩子借一个设备完成一天的作业。 

1:1 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 家长/监护人的监督责任：家长和/或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在非上课时间和所有非学生出勤日或所有在

家授课期间，监督学生在学校发放设备和账户上的活动。用户对适当使用设备和所有账户、应用程序和

服务负责。如果收集的信息表明发生超出可接受使用政策的活动，将在正常上课时间与学生和/或家长/

监护人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审查可以通过远程软件进行，例如 MS Teams。 

❖ 重要安全提示：如果学区官员在任何时候获得的信息暗示或表明对个人或学校将产生紧迫的危险，将

拨打 911 报警。学校管理部门将尽快与家长/监护人联系。 

❖ 考虑到我的孩子/学生因使用 YCSD 技术资源获得的特权和机会，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孩子、我们的继承人、

受让人、个人代表和近亲，特此免除、赔偿并使弗吉尼亚州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及其代理人、官员和雇员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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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我的孩子使用或无法使用这些资源的任何性质的疏忽、故意行为或不作为对任何其他人造成

人身伤害/死亡或财产损害；以及因我/我的孩子使用或无法使用这些资源可能导致或产生对我/我的

孩子或我/我的孩子的财产造成人身伤害/死亡或损害而提出一切索赔、损失或要求。此类赔偿包括

因弗吉尼亚州约克郡校务委员会及其代理人、官员和雇员的疏忽而全部或部分引起或被指称引起的

任何索赔、损失或要求。 

❖ 通过签署本文件，您同意遵守上述条件。您负责适当和安全使用和关注 YCSD 学区分发技术。您了

解，如果您不遵守本协议的条款，对设备、互联网和其他数字内容和服务的访问可能会受到限制或

被拒绝。学生也可能会受到 YCSD 学生行为准则中规定的纪律处分和/或刑事诉讼的惩罚。 

❖ 作为名字出现在下面的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签名即表明我已经阅读并理解本协议，包括上述赔偿条

款。我允许我的孩子访问和使用学区技术，包括访问学区提供的数字教育程序、服务和应用。我了

解，学区发放的计算机设备以及相关服务和应用的所有账户仅用于教育用途。我了解没有任何隐私

可言，因为学区有权在任何时候监测、检查、复制、审查和储存传输或接收的信息，而无需事先通

知。 

❖ 作为年满 18 周岁的学生，签名即表明我已经阅读并理解本协议，包括上述赔偿条款。我了解，学

区发放的计算机设备以及相关服务和应用的所有账户仅用于教育用途。我了解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因为学区有权在任何时候监测、检查、复制、审查和储存传输或接收的信息，而无需事先通知。 

❖ 我/我们了解，上述许可在整个学年期间可通过联系学校提交相应表格随时进行更改。 
❖ 我同意本网络服务/互联网接受使用政策以及个人电子设备使用许可中包含的条款和条件以及 1:1 约定

（如适用）。我/我们了解，任何误用或滥用上述条款和条件的行为都将导致学区暂停或撤销上述权利，

最高纪律处分包括从约克郡学区开除和/或面临相应法律诉讼。暂停/撤销上述权利将导致您的孩子无法

使用 CANVAS 学习管理系统、ASPEN 学生信息系统、学生版 OUTLOOK 电子邮件、OFFICE365、视频会议、

学区购买的教学软件和相关网络服务，也无法使用孩子所在学校提供的任何计算机相关课程所需的计算

机，从而对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上述限制将包括访问学区内的虚拟高中和虚拟弗吉尼亚课程。 

❖ 我/我们了解，虽然学区的政策是学生在使用学区设施时不得向网站或在线服务提供个人信息，但用于教

学活动的应用可能会需要此类学生信息。我/我们已经与我/我们的孩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 我/我们了解课题和作业可能会通过电子方式发布，并且可能包含根据 FERPA（《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

案》）被归类为学籍档案的个人身份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电子通信时，我们将努力限制个人身份信息

的数量。在线完成的作业和活动可能会接受教师的评价、评分或评估；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评价、评分

或评估都不会发布给公众。 

学生签名： 日期 

家长/监护人签名： 日期 

在学生获得 YCSD 1:1 设备之前必须存档一份填写完成的表格。 

不需要 YCSD 设备的学生必须在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之前完成表格。 

表格尽可能在 Rycor 填写，或交还给您孩子的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