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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权利和责任快速指南
2020 年 8 月 –中学和高中
费郡公立学校  特殊服务部 干预和预防服务
学校是人们一起工作和学习的社区。每个学生和家庭、以及在学校里工作的每一位成年人都是这个社区里有价值和重要的成员。相互尊重、友
善、正直、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同他人的互动负责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学校社区的重要一分子，你具有权利、特权以及责任。学生权利和责任
(SR&R) 家庭指南附件 D 中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你可以上网阅读这些规定，网址是 www.fcps.edu/SRR。本手册突出介绍了其要点，供你快速
了解。下面包括的学生权利和责任参考数目指的是附件 D 的页数。

特权

权力


在学校里，学生享有某些特权，而这些特权也伴
随着某些限制。如果学生不适当地使用这些特

你有权受到尊敬的待遇。如果你感到没有受到这
样的待遇，请立即告诉你信任的一位成年人。

权，他们就不能继续享有这些特权。
你有权在一个安全和积极的环境中学习—包括学
校大楼和在虚拟环境中。


如果你认为学校工作人员做出的决定不符合你的
最佳利益，你有权提出问题或者做出抱怨。你可
以约定一个时间和你的教师、咨询指导教师或者
学校的一位管理人员进行交谈，他或她将和你见
面，倾听你的关注。(附件 D, 第 10-11 页)
你有权通过言论、集会、请愿或者其他合法的方
式来表达你的意见。如果你希望分发材料，你必
须获得学生自治组织的同意。(附件 D, 第 7-8 页)

费郡公立学校的网络、计算机和个人拥有的装
置。在使用费郡公立学校网络的时候，你不能从
事任何可能干扰其他人使用网络的行为，而应当
显示出尊重和道德操守。所有个人拥有的装置都
必须在学校注册后才能在学校里使用。至于什么
时候以及怎样使用个人装置，你也必须遵守老师
的指示。在校车上，你可以带着耳机收听音乐，
玩游戏或者发短信，但是不能打电话。



乘坐校车。听从司机的指示，坐在你的座位上，
不要动手动脚，不要把手伸出校车外，说话要轻
声，不要阻挡信道。
在学校场地上停车。学生必须遵守停车规定。你

如果你年满 18 岁，除非某些例外，你将被认为
是成年人。如果你希望在某些情况下代表你的家
长行使你的权利，你必须签署一份宣言。
(附件 D, 第 9 页)

 要知道，如果校方有理由认为你的车里可能有非
法或者危险物品，可以对你的车辆进行搜查。
(附件 D, 第 8 頁)

参加体育和其他活动。维州高中联盟制定了学生

 参加体育活动的规则，其中包括学生在学校里注
如果你由于违反了学校规章而被送到学校办公
室，那么你有权解释事件的经过，当时你在想些
什么以及为什么你那么做。你可能有机会写下事
件的经过。这样做是自愿的，你有权拒绝写下书
面陈述。(附件 D, 第 36 页)

你和你的家长有权对纪律处罚决定进行上诉，比
如停学或者建议对学生重新进行安置或者开除学
籍。(附件 D, 第 27-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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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时间以及对学生的行为期待。此外，费郡公
立学校还要求学生必须维持良好的信誉才能参加
课外活动。如果你被学校停学，那么你就不能参
加体育活动。如果你违反了有关毒品或酒品的规
定，你将在很长时间内失去参与体育活动的权
利。(附件 D,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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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到校上课，参加所有当面授课以及虚
拟课程，除非由于生病或其他紧急情况请
假。(附件 D,第 5 页)
用平静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你和同学之间
的问题。(附件 D,第 23-26 页)
让你的家长把你需要的所有药品送到学校
医务室。(附件 D,第 28-29 页)
不要把酒品、毒品或烟草制品或这些物品的
仿制品或合成品带到学校、校车或校车站或
者任何由学校组织的活动中，也不能使用、
分享或出售这些物品。(附件 D,第 26-31 页)
不要把任何种类的枪支或弹药、或任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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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骚扰、欺辱
以及虐待他人

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有尊严的待遇。有意贬
低他人和威胁他人的做法-不管是通过语言、
身体、还是书面或者电子方式-都可能伤及他
人和学校社区。如果你成为这类行为伤害的
目标，请立即报告。如果你看到这种行为发
生，请帮助受害者并寻求一位你可以信任的
成年人的帮助。不管这种行为是基于种族、
肤色、宗教、来自哪个国家、性别、残障、
个人或身体特征、性取向，还是性别定位或
表达，都是不能接受的。欺辱 (对他人造成伤
害)，或者作为威吓的一部分而故意将他人置
于危险之中，或者作为加入俱乐部或其他组
织的一个条件，都可能导致刑事犯罪的指
控。(附件 D,第 24-25 页)

类的武器带到学校来。(附件 D,第 32-34 页)
着装规定
尊重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的权利和财产。
如果你看到任何可能给别人带来危险的行
为，请立即报告给一位教师或其他学校工
作人员。
做事要诚实和正直。不要把别人的劳动成
果说成你自己的作品。
在整个上学日里都要遵守班级和学校规章
以及成年人给予的指示。
如果成年人叫你，请停下、做出回应，然
后听他/她说些什么。
如果你犯了错误，你应当改正错误。如果
你毁坏了别人的财产，你应当赔钱或者购
买一个新的。如果你可能伤害到别人，请
问一问你可以怎样弥补造成的伤害。

学生的着装应当适合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学
习环境。
学生的服装不得:





印有低级下流或具有歧视性的图像或
语言。
印有倡导非法或者暴力活动的形象或
者语言，比如团伙标志、非法使用武
器、毒品、酒品、烟草产品、吸毒用
具的服装，或者包含威胁的服装。
显示隐私部位或者显示过多的裸露皮
肤。

你的学校可能有更多有关着装的规定(附件
D, 第 6 页)

I)

安全和无毒品学校
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是没有酒品、烟草产品、
毒品、吸入品、仿造或合成毒品的。不允许学
生在学校里、在校车上或者在任何学校活动中
拥有、使用、分发或者销售上述物品。(附件 D,
第 26-31 页)
我们鼓励愤怒或倍感挫折的学生通过和平的方
式来解决冲突。教师、咨询指导教师以及其他
学校工作人员可以帮助你找到理性和非暴力的
方式来解决争端。在没有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学校也可以使用恢复公正的做法来解决违纪事
件。(附件 D,第 55 页)
不允许学生把武器以及可以被用来当作武器的
物品，比如刀片、刀子、弹簧刀、砍刀、枪
支、炸药、双节棍等带到学校环境中来。在学
校场地上拥有这些物品将给学生带来严重后
果。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不小心把以上物品带到
学校里，你应当立即把物品送到学校办公室。
(附件 D,第 3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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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和没收
学校可以定期或者随意对学生的书桌、储物柜
以及储藏空间进行搜查，检查其中的物品。如
果学校有理由认为学生的书包、外衣、电子装
置或者在学校场地上停放的车辆中可能有非法
物品，比如毒品、武器、偷窃得来的财产、或
者违反学校规章或非法活动的证据，那么校方
也可以对其进行搜查。(附件 D,第 8-9 页)
本快速指南的目的是向学生提供一个概要介绍。而学生权利和
责任对学生的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请上网阅读学生权利和
责任，网址是 www.fcps.edu/srr。如果本指南和学生权利和责
任发生冲突，那么应当依照学生权利和责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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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罚
请记住，如果学生从事了被禁止的行为，那么校长可以对其实施短期停学，建议实施长期停学，
以及/或者根据第 2601 项规章的规定把涉及到违禁行为的问题交给校区主管来处理。

学校处罚的后果1

















破坏学校教学，不服从、不听从、或违抗学校官员的指示
辱骂，包括利用手势辱骂
使用或者拥有烟火
伪造、欺骗、抄袭、不诚实
赌博
激光装置
不当使用手提通讯装置
违反出勤规定
使用或拥有非处方药
未经授权出现在学校场地上
违反烟草制品规定
使用、拥有酒品、吸入品或者不含酒精的啤酒，或者处于这些物品的影响之下
处于大麻或其他违禁品的影响之下
拥有吸毒用具
分发或者制造酒品或吸入品
分发吸毒用具

可能导致把问题上交给校区督学














基于种族、残障、等原因进行骚扰 (附件 D,第 11 页上有详细列表。)
破坏学校财产，炸弹威胁
欺辱
为了滥用而分发非处方药
拥有或使用大麻、仿造大麻、合成大麻，或任何一种管制物品或一种仿造管制物品。
威胁他人的安全，欺负别人
威胁或者攻击其他学生
拥有或展示淫秽物品，不雅曝光
团伙攻击
威胁或者袭击学校工作人员，没有造成身体伤害
与团伙相关的活动
不适当的触摸
未经授权使用或非法使用或扰乱信息技术

需要上交校区督学处理
 袭击学校工作人员，造成身体伤害
 分发大麻、仿造大麻、合成大麻、违禁品或仿造违禁品
 拥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武器，刀刃在 3 英寸以上的刀子、弹簧刀、砍刀或者把物品当成武器来使用

对这些违纪行为的处罚通常是由学校做出。但是，如果这些行为影响了学校教学、对他人造成危险或者并非
学生首次违纪，那么校长可以把问题交给校区主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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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家长和/或监护人签字页
请上网阅读学生权利和责任规定，网址是 www.fcps.edu/srr，然后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之
前在本表格上签字，并交还给您孩子的学校。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您孩子学校的办公室要
求得到一份打印版本。
通过在本表格上签字并交还本表格，您承认我们已经通过网络向您提供了 2020-21 学年学生权利和
责任：家庭指南，您也有机会获得本文件的打印版本。本文件是根据法律规定制定的，包含以下内
容:







可以接受的学生使用网络政策 (附件 A)
学生乘坐校车行为标准 (附件 B)
家长责任和参与要求 (附件 C)
义务教育 (附件 C)
有关将青少年作为成年人起诉的法律 (附件 C)
第 2601.34P 项规章中有关学生行为标准，干预以及后果的规定 (附件 D)

本表格将保存在您孩子的学校里。
在下面签字的家长或监护人承认，我们已向家长或监护人提供了上述所有文件的网路版本，以及家
长获得打印版本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或监护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为了确保我们以适当的方式记录您上交了本表格，请仔细地用大写字母书写以下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就读年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教师或辅导员
家长或监护人在本表格上的签字表明，他们并非放弃，而是明确地保留美国宪法或法律或者维州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家长或监护人
有权表达他们不同意学校或者校区的政策或决定。

(Amharic)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Arabic)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中文) 请登录

www.fcps.edu/srr 阅读学生权利和责任，然后在 2020 年 10 月 30 日以前在本
表格上签字，并交还给您孩子的学校。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您孩子学校的办公室要求得
到学生权利和责任的打印版本。
(Farsi)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Korean)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Spanish)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Urdu)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Vietnamese) Please review the Student Right and Responsibilities at www.fcps.edu/srr, and sig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school by October 30, 2020. You may request a printed copy
of the SR&R from the front office of your child’s school at any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