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2020-21 年度有关

调查、档案、课程、隐私权及

相关权利的通知和不参加表格

幼儿园-8年级版

本手册内容 

 2020-21年度有关调查、档案、课程、隐私权及相关权利的通知 (第2-5页) 

 2020-21年度不参加选项 (第5-9页) 

 2020-21年度不参加表格 : 

• 不同意向公众公布通讯录信息 (第11-12页) 

• 不参加学校咨询活动的表格 (第13页) 

• 反对向外部组织公布信息 (第14页)

谁应该阅读本手册 ?

所有家长和监护人都应当阅读本手册，以便对其权利和义务有充分的了解。孩子在不同

年级学习的家长应当阅读本手册中有关不同年级的部分 (K-8, 9-12)，因为不同年级的部

分有所不同。

谁应该在不参加表格上签字 ?

任何不希望孩子参加下列一项或所有活动的家长都应该在表格上签字，然后将表格交还

给孩子就读学校。 

• 将学生的信息提供给学校年度纪念册与其他和学校有关的出版物。 
• 将学校通讯录中的学生信息提供给费郡公立学校以外的个人和组织。 
• 在电影、录像、网站上、社交媒体或者广播中使用学生的照片、声音或者姓名。 
• 学生参加学校咨询活动。 
• 向外部组织公布学生信息。 
• 学生参加图书馆平等通行证项目。

费郡公立学校

主管办公室 
8115 Gatehouse Road 

Falls Church, VA 2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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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有关

调查、档案、课程、

隐私权、及相关权利的通知

家长权利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 (FERPA)，20 USC §1232g，34 CFR Part 99；学生权利保护修正案， 20 

USC § 1232h，34 CFR Part 98；小学和中学教育法， 20 USC §§7165，7908；以及 10 USC § 503

向学生家长、年龄超过18岁的学生以及提早获得成人权利的未成年人提供了一定的通知、检查

以及参与权。本手册旨在向您介绍有关这些权利的信息。

手册中也包括一些不参加表格。如果您不希望您的孩子参加某项活动，您可以填写有关表格，

并将表格交给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如果您不反对您的孩子参与本手册中所介绍的活动，那么

您不必填写或提交任何不参与表格。

新冠病毒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至少在 2020-21 学年的部分时间中，课堂授课和活动将通过虚拟方式进

行。教师可以，但是并没有被要求把授课和其他活动录制下来，提供给无法实时观看授课的学

生。如果您不希望在虚拟教室中看到您孩子的面部，您需要在上课日期间关掉摄像机。我们提

醒学生，不要在课堂上分享任何自己不希望被记录下来的信息。

调查

同意接受调查：在您的孩子参加任何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调查之前，您有做出同意的权利。这些

调查涉及以下内容：学生或家长所属的党派和政治信念，学生或家庭的精神或心理问题，性行

为和性态度，不合法、反社会、有损自己或者降低人格的行为，对家人做出不利的评价，和律

师、医生和牧师等人受到法律保障的关系，宗教活动，学生或家长的结社和信仰，以及收入 (为
了决定是否有资格参加某些项目的调查除外)。

不参与权利：您有权不让学生参加任何调查，而不管调查是什么人资助的。这些调查要求学生

提供与以上话题有关的信息，或者要求提供医疗信息，与饮酒、吸烟或非法毒品有关的危险健

康行为有关的信息，其他与使用违禁药品相关的信息，或者任何学校理事会认为敏感的其他信

息。

获得调查通知和对调查进行检查的权利：如果您孩子参加的调查涉及以上话题，那么费郡公立

学校将至少在30天以前向您提供书面通知。您也可以检查这些调查的内容及其所使用的指导说

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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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材料

对教学材料进行检查 : 您有权对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任何教学材料进行检查。有关教学材料，费郡

公立学校现行第3002-3011项政策 (刊登在费郡公立学校网站 www.fcps.edu 上) 做出了更具体的

规定。您可以向您孩子学校的校长提出对教学材料进行检查的请求。

体检

联邦法律规定，如果某些体检没有得到州法的授权，那么家长可以决定不让孩子参加这些体

检。费郡公立学校不要求学生参加未经州法授权的体检，但紧急情况除外。因此，本手册中并

不包含不参加体检的表格。

学生档案

对学生档案进行检查：在学校收到您的要求的45天之内，您有权检查您孩子的档案并进行影

印。您应当向学校校长提交一份书面请求，说明您希望检查的材料。校长将通知您何时何地可

以进行检查。如果您要求得到复印件，学校方面可能要求您支付影印费。

对学生档案进行修改：您有权要求对您认为不准确、误导或者侵犯了学生隐私权的教育记录进

行修正。您应该写信给学校校长，明确说明您希望对哪部分材料进行修正并具体说明为什么那

部分材料是不准确、误导或者侵犯了学生隐私权的。如果费郡公立学校没有根据您的要求进行

修正，费郡公立学校会把这一情况通知您，告诉您有权就修正要求举行听证，并就听证程序提

供更多的信息。

学生档案的保留和保存：学校系统根据现行第6470项政策和费郡公立学校档案管理手册的有关

规定保留和保存学生的教育档案。参加特殊教育项目的学生的家长应当知道，在您孩子毕业、

完成维州教育理事会项目、转学或者退学五年之后 (以先发生的为准)，费郡公立学校将销毁他 /
她的所有特殊教育档案。由于残障学生或其家长在办理社会安全或其他福利事宜的时候需要这

些档案，因此家长应当作出计划，提出得到这些档案影印件的请求。

向外部组织提供学生信息：费郡公立学校收集被称为通讯录信息的学生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姓

名、住址和其他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经过费郡公立学校挑选的、向费郡公立学校或学生

提供与学校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一些商家。对于幼儿园到 8年级的学生来说，向学生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包括注册入学和文凭认证服务。如果您不希望我们出于这样的目的把您孩子的个人信息

提供给外部组织，那么请您填写第 14页上的不参加表格。您的选择是关于2020-21学年的，而且

只适用于2020-21学年。然而，如果您的孩子从费郡公立学校退学或者毕业，那么费郡公立学校

将继续执行在您孩子在费郡公立学校就读的时候您最后一次的不参加选择，除非您通知费郡公

立学校您取消了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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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学生档案信息：在费郡公立学校公布任何有关您孩子的教育记录之前，您有权表示同意或

不同意，联邦法律特别授权可以在不得到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公布的材料除外。只有根据“家庭

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第2701条政策和第2701规章的规定，有关部门才会在没有得到家长同意

的情况下提供教育档案。费郡公立学校学生学习档案管理手册和现行第 2601条规章 (学生权利和

责任 [SR &R] 手册) 对学生的档案管理政策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

请注意，如果这些材料是出于正当教育目的而向学校官员发布的，则不必得到家长的同意。学

校官员指的是费郡公立学校所雇用的管理人员、负责人员、教师或者辅助工作人员 (其中包括学

校教育和资源官员、学校护士、医务室助理以及其它作为学校项目一部分的卫生部工作人员 )，
学校董事会成员，和费郡公立学校签有合同执行某一特别任务的个人或公司 (比如律师、审计

员、医疗顾问或理疗师)，或者为某一官方委员会（比如纪律检查或抱怨处理委员会 ) 服务的家

长、学生或其他自愿工作者，或者帮助其他学校官员执行任务的家长、学生或其他自愿工作

者。“正当教育目的 ”指的是为了完成某一专业职责而对材料进行审阅。

如果您孩子正在、希望或者寻求到其他校区就读，那么向其他学区官员公布教育材料也不需要

得到家长的同意。费郡公立学校在其他校区的要求下向他们提供有关材料。有问题的家长应当

和对您孩子就读学校负责的地区副主管办公室联系。您可以上网查找地区副主管办公室的联络

信息，网址是www.fcps.edu.

费郡公立学校学号：费郡公立学校不向公众公布学校系统布置给每个学生的身份号码 (费郡公立

学校学号)。费郡公立学校使用学生号码的唯一目的是管理学生的教育档案，并允许学生利用学

号以及自己独特的密码来进入费郡公立学校的某些电子系统。然而，某些教学应用软件，比如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向所有使用这种软件的人提供其他用户的名单。这样做的目的，是

允许系统内的学生相互联系，共同完成班级项目。用户姓名就是您孩子的学号。如果您不希望

您孩子的费郡公立学校学号出现在这些软件的用户名单中，请填写第11页上的不参加表格，然

后选择“全面不参加”或者选择 D。选择“全面不参加”将防止公布您孩子的任何 “通讯录信息”，其

中包括学校年度纪念册和毕业节目单；选择D只会把您的孩子排除在为了教学目的公布的网上

学号名单之外。这两种选择仍然要求您的孩子在进入教学软件或者在和同班同学进行网上班级

项目的时候使用他/她的费郡公立学校学生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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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单单使用费郡公立学校学号是不能获得学生的教育档案的。只有把学号和其他一个或

更多个能够证实用户身份的因素一起使用才能进入学生的教育档案 (比如一个密码，或者教师有

关用户被授权进入档案的核准)。另请注意，费郡公立学校学号并不在费郡公立学校以外使用，

除非为了图书馆平等通行证 (LEAP) 项目而把信息提供给费郡政府。请参阅第 12页上的不参加选

择E。和社会安全号码不同，费郡公立学校学号不能被可能影响到学生的个人、社会、医疗或者

财政记录的机构所使用。

学生照片和视频形象：费郡公立学校工作人员或者为费郡公立学校服务的商家可能对您的孩子

进行照相或录像，而这些影像制品将在费郡公立学校内部或者和费郡公立学校有关的教育活动

中使用，比如学生的身份照片或者为了教师培训或学生评估目的而使用的班级活动录像。除了

这些内部使用以外，费郡公立学校也可能把您孩子的照片作为通讯录信息而向公众提供，比如

学校年度纪念册。费郡公立学校也可能在费郡公立学校的音像制品或者其他宣传品中使用您孩

子的形象、姓名或者声音，其中包括社交媒体。

如果您选择“全面不参加”选项，那么，除非您提供了书面同意或者联邦或州法授权公布，否则

由费郡公立学校保存的您孩子的任何照片或录像都不会在费郡公立学校以外公布。在虚拟教室

中捕捉到的学生的照片或录像将不受本规定的限制。然而，在虚拟教室中录制的录像只能出于

非同步观看课程的目的提供给其他学生。如果您作出这样的选择，您孩子的照片将不会出现在

学校年度纪念册中。

如果您选择 C项，那么您孩子的形象、姓名和声音将不会出现在费郡公立学校的音像制品或者费

郡公立学校的其他宣传品中。您的孩子将被包括在学校年度纪念册中。

请注意，“全面不参加”和C项适用于限制公布由费郡公立学校保存的您孩子的照片。这两项选择

并不禁止费郡公立学校出于教育或业务目的制作有关照片或录像。也请您注意，费郡公立学校

并不能控制参加向公众公开的学校活动的人--比如家长、校区成员以及 /或者媒体--公布或者使用

他们自己拍摄的照片或者录像。这样的活动包括，但是并不限于学校文艺表演、毕业和表彰仪

式、班级聚会以及体育活动。至于对媒体在上课时间的采访的控制，费郡公立学校将禁止媒体

对家长选择了“全面不参加”或C项的学生进行照相、录像或者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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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学年不参加选择 (续)
幼稚园 -8年级

通讯录信息：

联邦法律允许在没有事先得到学生家长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公布学生档案中的“通讯录信息”，除

非家长选择不允许这样做。“通讯录信息 ”是日常的信息，一般认为公布后不会对学生造成伤

害。因此，此类信息可以被刊登在学校出版物上，或者提供给学校系统之外的组织，除非家长

决定不这样做。费郡公立学校对 “通讯录信息 ”的定义如下 (但并不局限于此 ): 

•姓名，其中包括绰号。 
•参与学校组织的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情况。 
•身高和体重，是否是体育运动队成员。 
•出勤记录。 
•证书和获奖情况。 
•学校和年级。 
•学生的照片和其他形象。 
•家长或监护人或和学生一起居住的人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家长的电邮地址 (只用于有限的目的，请参阅下面)。 
•学生的身份 (只能出于本手册中阐明的目的公布学生的学号）。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和州法律可以允许或者要求向被授权的个人或者机构公布以上信

息，即使您已经选择不允许公布 “通讯录信息 ”。比如，州和联邦法律授权美国和维州教育部可

以在没有得到家长允许的情况下公布通讯录信息，以便这些机构能够对费郡公立学校遵守项目

要求的情况进行评估。

也请注意，费郡公立学校可能要求学生佩戴、在公共场合展示、或者显示学生证或者证件，上

面显示了本通知中所规定的通讯录信息。学生家长或者有资格的学生可以使用他们的不参加权

力来阻止费郡公立学校在学生证或证件上显示学生的通讯录信息。不管家长的选择如何，学生

的姓名和学号可能在虚拟学习环境中显示。

向公众公布的 “通讯录信息 ”的方式有多种。通讯录信息可以提供给费郡公立学校以外的机构，

比如媒体、和学校有关的组织 (比如家长教师联谊会)、以及州和郡的有关机构。通讯录信息也

可以包括在费郡公立学校的出版物之内，而这些出版物会经常提供给公众。这些出版物包括: 

•学校年度纪念册 (照片)。 
•球队名单和班级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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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戏剧、体育和音乐节目单。 
•文艺表演、学校活动和体育活动的照片和录像带。 
•有关学校活动和体育项目的文章。 
•获奖、受到表扬和得到奖学金的学生名单。

请注意，被费郡公立学校认为 “有限用途”的通讯录信息只能提供给校区内的某些组织。如果您

选择不希望学校方面向这些组织提供您孩子的信息，那么我们将不提供这些信息，除非您向我

们提供书面同意或者联邦或州法律批准提供这些信息。请阅读第 11页上A和B两项选择中所做的

更多介绍。

您的选择是关于 2020-21学年的，并且只适用于 2020-21学年。然而，如果您的孩子从费郡公立

学校毕业或者退学，那么除非您通知我们您的退出选择失效，否则费郡公立学校将继续承认您

孩子在费郡公立学校就读时您最后做出的退出选择。

以下对您全面或者部分禁止公布您孩子的通讯录信息的选择做出了解释。请注意，如果您希望

让您的孩子出现在学校年度纪念册或毕业生名册中，请不要选择全面不参加。您的任何有限不

参加的选择将不会影响您的孩子出现在学校年度纪念册或毕业生名册中，而只会限制具体描述

的那些信息的公布。

通讯录信息不参加选择 (全面和有限不参加 ) 

1. 全面不参加：将不提供有关您孩子的任何信息。这就意味着，费郡公立学校不会把任何

通讯录信息提供给费郡公立学校以外要求得到信息的组织或个人 (其中包括和学校有关的组织，

比如家长教师联谊会及其支持组织，州和郡机构以及外部组织 )，除非联邦或州法允许这样做。

这也意味着，您孩子的信息不会被包括在任何向公众提供的学校出版物中，其中包括学校年度

纪念册、毕业生名册、获奖名单、照片以及录像制品。请注意，如果您选择了全面不参加，那

么您就自动选择不参加有限不参加中的A，B，C和D这四项选择，以及反对向外部组织公布个

人信息。 

2. 有限不参加：您孩子的通讯录信息可以提供给费郡公立学校以外要求得到信息的人或机

构，也被包括在向公众提供的出版物中，其中包括学校年度纪念册、获奖名单、照片以及录像

制品。请注意，这也意味着学校方面可以把所谓“有限使用”的通讯录信息 (学生住址，家长电邮

地址和电话号码 ) 提供给以下A和B两项中谈到的机构。如果您不希望那些机构得到通讯录信息

中的这些情况，请选择A或B或者两者。C项选择使您能够将直接或间接与您孩子相关的信息排

除在照片制作以及由费郡公立学校发起的其他公共宣传和媒体报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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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A. 费郡公立学校可能将学生住址，家长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提供给家长教师联谊会及

其支持机构，以及其他和学校有关的组织，而这些机构可能会使用这些信息来发表学生通讯录 (电
子的或印在纸张上的) 或者就学校活动和学生家庭进行联系。您将继续通过电子通知系统收到费郡

公立学校和您孩子所在学校的电邮信息。如果您不希望向学校相关的组织提供学生住址、家长电邮

地址或电话号码，请选择 A。 

 选择B. 费郡公立学校可能把学生住址、家长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提供给州和郡的机构，如果

费郡公立学校认为这些信息能够帮助向学生或者校区提供服务的话。如果您不希望州和郡的机构收

到这样的通讯录信息的话，请选择 B。 

 选择C. 费郡公立学校制作和参与电视、录像带、电影、录音带、网站、社交媒体 (比如 
Facebook) 以及照片的制作。这些制品可能使用您孩子的姓名、照片或声音。这些制品可能被出

售或者用于教育目的，费郡公立学校可能获得这些制品的版权，对这些产品进行编辑并分发。

如果您不希望您孩子的照片、录像或者声音出现这些产品中，请选择 C。(选择C并不会把您的

孩子排除在学校年度纪念册之外。 )

请注意，全面不参加以及C项选择适用于限制费郡公立学校对外公布由费郡公立学校保存的有关

您孩子的照片和录像。对于在那些向学生家长、校区成员以及 /或者新闻媒体公开的活动上由参

加者拍摄的照片或者录像，费郡公立学校却无法控制其公布或者使用。这些活动包括，但是并

不限于学校文艺表演、毕业和颁奖仪式、班级聚会和体育活动。在控制新闻媒体在上课时间进

入学校方面，如果学生家长选择全面不参加或者选择了C项选择，那么费郡公立学校将不允许新

闻媒体对学生进行拍照、摄像或者录音。

不管您选择的是全面不参加还是C项选择，费郡公立学校都可以允许其工作人员或者合同人员对

您的孩子进行拍照或者录像，以便这些照片和录像可以在费郡公立学校内部或者与费郡公立学

校教育相关的活动中使用，比如在教师培训或者学生评估中使用学生的证件照片或者班级活动

的录像。然而，如果您选择了全面不参加或者C，那么费郡公立学校就不会把其保留的照片或

者录像提供给费郡公立学校官员以外的任何人，除非您提供了同意书，或者联邦和州法律允许

这样做。 

• 选择D. 费郡公立学校应用程序可能使用学生的学号作为进入学生账号的用户姓名 /登录标

识。这些应用程序可能也会向使用这些程序的其他学生和工作人员提供个人用户的姓名列表。

如果您不希望您孩子的用户姓名 (学号) 被列入费郡公立学校应用程序的用户名单中，请选择 
D。(选择D并不会阻止您的孩子利用他/她的学号/用户姓名进入这些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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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E. 图书馆平等通行证或 LEAP 项目支持学生的阅读成长以及社区和公共图书馆之间

的联系。仅仅因为在费郡公立学校注册入学，学生就可以前往公共图书馆，提供他或她的姓

名，然后就可以从图书馆借阅书籍和其他材料，而且学生的特殊账户是不会积累逾期罚款的。

使用本账户，学生每次只能借阅三本书。需要一次借阅三本以上的书或者使用图书馆数码资源

的学生必须使用标准图书馆账户。

费郡公立学校建立 LEAP 账户的方法是把学生的姓和名以及学号通过电子方式转给费郡公共图

书馆。这些信息的传递以及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是根据《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FERPA) 和

《儿童在线隐私权保护法》(COPPA) 的规定进行的。我们不会分享姓名和学号以外的任何学生

信息，且费郡公共图书馆 (FCPL) 将对这些信息保密。

如果家长选择不让学生参加 LEAP 项目，那么这项选择在整个学年期间都是有效的，除非学生

家长或监护人以书面方式取消这一选择。选择不参加只适用于目前这一学年。家长或监护人需

要每年都提出这一要求。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图书馆信息服务处，电邮地址是 LIS@fcps.edu. 选择不参加 LEAP

项目在整个学年中都是有效的，除非学生家长通过书面形式取消这一选择。

学校咨询

费郡公立学校根据维州教育董事会的规章以及费郡学校董事会的政策向学生提供咨询指导项

目。指导项目是向所有学生提供的全面教育的一部分，重点是教育学生对学校和学习持有积极

的态度，并掌握生活和就业的技巧，其中包括: 

 学习指导：它帮助学生及其家长了解课程设置和考试，帮助学生选择为了毕业而需要选

择的适当课程，并顺利过渡到大学、就业和其他教育机会。 

 就业指导：它帮助学生获得有关信息和技巧，以便为工作、就业、学徒、中学后教育和

职业机会进行规划。咨询项目帮助学生加强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人需要的理解，学

习怎样化解冲突，以及怎样在照顾到个人兴趣、能力以及适应力的情况下制定个人目标。 

 社交或情感咨询：可以通过大组的方式提供 (比如所有5年级的学生在课堂教学中 )。在

大组咨询中，有关社交发展的一般性问题得到解决 (比如同龄人关系)。咨询也可以通过个人或

小组进行。个人或小组咨询的重点是参加者特别关心的问题 (比如社交技巧、悲哀或者愤怒管

理)。如果学校计划对学生个人或小组进行短期的社交或情感咨询，那么家长和监护人将收到书

面通知。为了维护秩序、纪律或者良好的学习环境而进行的短期社交或情感咨询以及 /或者危机

干预不需要得到家长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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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填写第 13页上的表格而不让您的孩子参加学习和就业指导或者一般性的

社交或情感咨询。在费郡公立学校，不参与要求从学校收到的那一天起到学生 12年级毕业都有

效，除非家长书面要求放弃以前的请求。选择不让孩子参加学习或就业指导的家长对学生实现

所有学业和毕业要求负有全部责任。

家长可以和孩子学校的咨询教师联系，对咨询和指导材料进行审阅。您也可以在费郡公立学校

的网站上得到有关信息，网址是: http://www.fcps.edu.

抱怨:

如果您对以上权利规定有任何抱怨，您可以根据《学生权利和责任手册》(现行第2601条规章)

中的有关程序和学校校长联系。如果您对学校方面处理您孩子的教育档案的作法有意见，您可

以和对您孩子就读学校负责的地区副主管办公室联系。此外，如果您认为您有关调查、教育材

料、外部组织使用信息、身体健康、募兵、对学生档案进行检查和修正、通讯录信息、或者学

生档案的隐私性等方面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您可以向美国教育部家庭政策监督执行办公室提出

申诉，地址是：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4605.

学校董事会政策、规章和普遍使用的表格

从哪里可以得到政策和规章 : 您可以从费郡公立学校的网站上面得到所有学校董事会政策和规章

方面的信息，其中包括学生权利和责任手册。方法是上网： www.fcps.edu，然后查寻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您可以使用主题、字母和号码等查询机制来查找您所需要的信息。如果您不能上

网，而希望得到任何政策或规章的影印件，请和孩子学校的校长联系。

更多信息和表格 : 如果您希望对本通知中谈到的任何材料进行审查，请和您孩子学校的校长联

系。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有关表格方面的信息，请和孩子的学校联系。如果您需要一份以上的

表格，您可以自行影印，也可以从网站上下载，网址是: www.fcps.edu，然后查寻Opt-Out 

Book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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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向公众提供通讯录信息 (详细情况请阅读第 5页)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权利决定是否公布您孩子的信息。如果您希望限制公布您孩子的通讯录信息，请做出适当

的选择，然后把表格交给孩子的学校办公室或者孩子的老师。您的选择是关于 2020-21学年的，

并且这些选择只适用于 2020-21学年。然而，如果您的孩子从费郡公立学校毕业或者退学，那么

除非您通知我们您的退出选择失效，否则费郡公立学校将继续承认您孩子在费郡公立学校就读

时您最后做出的退出选择。 

_____ 全面不参加 : 请不要公布任何有关我孩子的信息。我知道这意味着有关我孩子的信息和照

片将不出现在任何学校向公众提供的文件里，比如学校年度纪念册、毕业手册、受奖励学生名

单、体育活动以及演出节目单里。这也意味着在学校以及家长 -教师联谊会的通讯录中也不会出

现学生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这同时意味着有关我孩子的信息将不会提供给和学校有关的

组织机构，比如家长教师联谊会及其支持组织，州和费郡的有关机构以及外部组织，除非我提

供书面同意或者联邦或州的法律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我的孩子将不会出现在由费郡公立

学校制作并且向公众提供的电视节目、录像或录音、广播、网站、社交媒体或者摄影中，或者

提供给新闻媒体 (条件是这些材料是在上学时间制作的，并且在费郡公立学校的掌控之下。) 如

果学生电脑上的录像机打开的话，那么除了学生的形象以外，学生的姓名和学号也可能出现在

远程学习课堂的授课和录像中。

如果您选择了上面一项，那么您就自动选择了下面的所有四项。

因此您不必再从下面的四项中做出选择。

有限的不参加 : 学校方面可以公布我孩子的信息，但以下情况除外 (请选择一项或多项): 

_____选项 A. 学校不可以向家长教师联谊会、支持组织或其他和学校有关的组织提供学生住

址、家长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将继续通过电子通知系统收到费郡公立学校和我孩子学校的

电子邮件。 

_____选项B. 学校不可以向州或郡机构提供有关学生住址的信息、家长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 

_____选项C. 学校不得将我孩子的姓名、图像或者声音包括在任何由费郡公立学校制作并且向公

众提供的电视节目、录像或录音、广播、网站、社交媒体或者摄影中，或者提供给新闻媒体 (条
件是这些材料是在上学时间制作的，并且在费郡公立学校的掌控之下。)（这一选择并不把您的

孩子排除在学校年度纪念册以外。） 

(-请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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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选项D. 学校不能把您孩子的费郡公立学校学号列入向其他费郡公立学校学生提供的应用程

序用户名单。(本选择并不免除您的孩子被要求利用他/她的费郡公立学校学号来进入重要的教学

应用程序或者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一起参加网上班级项目。) 

_____ 选项 E. 学校不得为了图书馆平等通行证 (LEAP) 项目而通过电子方式把我孩子的姓和名

以及学号传送给费郡公立图书馆。

请注意，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和州法律可以允许或者要求向被授权的个人或者机构公布以上信

息，即使您已经选择不允许公布“通讯录信息”。

请停下！如果您没有阅读并且理解以上的各种选择，请不要签字。

家长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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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加咨询指导活动表格 (详细情况请阅读第 8页)

只有当您不希望让您的孩子参加任何咨询指导活动的时候，您才需要填写这份表格，并将表格

在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结束前交给学校办公室或者您孩子的老师。

从学校收到不参与表格的第一天至学生 12年级结束前，家长不希望孩子参与学校咨询指导活动

的要求都是有效的，除非学生家长以书面方式取消这一请求。

我请求我的孩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在就读_______年级，不参加

以下活动: 

______学校提供的学业咨询。 

______学校提供的职业咨询。 

______学校提供的社交或情感咨询。

我知道，为了维护学校秩序、纪律、以及建设性的学习环境而进行的咨询和/或危机干预不需要

得到家长的批准。我知道，由于我选择不让学生参加学业或职业咨询指导活动，因此我将对学

生满足所有学习和毕业方面的要求负有全部的责任。

家长或监护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大写)

学生就读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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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
稚
园

-8
年
级

反对向外部组织公布学生信息 (详细情况请看第 3页) 

(如果您不希望向外部组织公布学生信息，请填写本表格，并将表格在开学后的第二个星期结束

前交给学校办公室或者您孩子的老师。 )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学生姓名--请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反对向外部组织公布我孩子的通讯录信息，其中包括姓名、住址和其他信息。这意味着，

费郡公立学校不会向提供与学校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其中包括注册入学和文凭核实服务的公司

提供我孩子的个人信息。

我知道，我的选择是关于2020-21学年的，而且仅适用于2020-21学年。我还知道，如果我孩子从

费郡公立学校退学或者毕业，那么费郡公立学校将继续承认我在我孩子仍在费郡公立学校读书

时最后一次填写的不参加表格，除非我通知费郡公立学校我取消我的选择。

家长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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