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dbook – School Procedures (学校程序 ) 
 

入学资格条件 (School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入学年龄 (Age of Entrance) 

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年龄由马里兰州政府规定。孩童必须: 

● 在九月一日前满4岁方可就读学前班。 

● 在九月一日前满5岁方可就读幼儿园。 

● 在九月一日前满6岁方可就读一年级。 
 

家长可通过豁免 (https://www.hcpss.org/f/schools/kindergarten/kindergarten-waiver.pdf) 或提早入学 

(www.hcpss.org/enroll/early-admission/) 程序申请入学年龄破例。 

 
住所 (Residency) 
如果孩子的父母或法院指定的法定监护人是海华郡真正的居民，就有资格进入海华郡公立学校就读。儿童必须在

他/她居住的就学区上学。如果学生目前不符合校规 9000 规定的注册资格，学生的学籍将被撤回。倘如经调查判

定学生以居民身份注册入学却并未实际住在本郡内，则学校将向家长追讨学费。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使用 School 

Locator在 www.hcpss.org 查询所属就学区或电410-313-6747联系学生人事服务办公室 （Office of Pupil Personnel 

Services）。 

 

体检规定 (Physical Examination Requirement) 

马里兰州法律要求所有首次进入公立学校的学生进行体检。家长可在各学校和 HCPSS 网站上获得所需的体检表。

如果儿童没有儿科医生或初级保健提供者，学校的卫生服务人员可以协助转介就诊。如果儿童有临时的或慢性健

康问题，应通知学校卫生助理或护士。 

 
学校程序 (School Procedures) 
 
出勤 (Attendance) 
马里兰州义务教育法 （Maryland State Compulsory attendance law）规定，5至18岁儿童必须上学。 

马里兰教育局 (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界定了以下的全天与半天规定:  

● 如果学生在上课日上学四小时或更多, 则视为全天出席。  

● 如果学生在上课日出席至少二小时但少于四小时，则视为半天出席。 



● 如果学生课表安排少于全天时数要求, 则根据课表安排，学生出席应视为全天。  

● 学生返回后，家长必须向学校提交假条，说明迟到或缺席正常学校课程的日期和原因。如果长期缺勤或

因病过度缺课，需要提交医生说明。若要求提前离校或缺席活动（例如体育），家长也应提交假条。长

期缺勤的学生应将 请假数送交项目创新和学生福祉系部（Department of Program Innovation and Student 

Well-Being）。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关于出勤的校规（Attendance Policy）。 

请注意：如果孩子是因为行为健康问题而获得准假 （excused absence）, 而且家长想要获得学校或社区资源的信

息，学生或学生家长可以联络学校辅导老师。 

 

上学前下课后照顾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Care) 

所有海华郡小学与部分中学皆提供上学前下课后照顾。照顾是由Columbia Association (410-715-3164) 或由海华郡

休闲与公园管理局 (410-313-7275) 提 供。休闲与公园管理局也在多个初中提供课后充实课程， Can-TEEN Club。

详情请看www.hcpss.org/schools/bacare.shtml。项目提供课程可能因疫情相关的学校系统状况而有调整。 

  

校车交通 (Bus Transportation) 

HCPSS 为所有居住在离学区学校一英哩外的小学生与初中生和居住在离学区学校一点五英哩外的高中生 

提供校车交通。校车服务也提供给某些特殊教育学生, 视其特殊需求与IEP小组所决定之学校分发而定。 

 

学生应在校车预定到站前至少5分钟抵达校车站，在校车上行为举止应符合安全，并应遵守以下张贴在所 

有校车上的规定： 

 

● 校车司机的指示应立即遵守。 

● 校车行驶间应安坐在座位上。 

● 全身皆应保持在车内。 

● 不可用手、脚、个人物品和声音干扰他人。 

● 校车上不可进食、抽烟、饮酒或讲粗俗言语。 

● 学校鼓励家长监督学生在校车站行为。学生在校车上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短期或永久失去搭乘校车的 

待遇。 
 

“HCPSS 学生行为守则”提供架构以支持行为目标和纪律处分校规。所有学生都应知道和遵守“学生行为守

则”。 

 

校车上使用录像机。录下的影片与录音用来协助调查对于搭乘校车的抱怨事件。详情请电 410-313-6732或见

www.hcpss.org/schools/transportation/。 
 



学校餐点 (School Meals) 
所有学校皆供应早餐和午餐。学校提供的所有餐点都营养均衡，且遵照美国农业部规定和美国国家医 

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简称IOM）标准。学校午餐菜单和营养信息都在 www.hcpss.nutrislice.com。 

 

2022-2023学年将不对所有学生提供全面免费的早餐和午餐。食物与营养服务计划将恢复到正常供餐模式 （免

费、减价和全额付费餐点）。 

 

学校校规准则有关于餐点费用与积欠餐费的规定。家长/监护人有责任支付其学生在学校餐厅用餐的费用。 学生

购餐时应付现金， 或以学生账户里预先储存的金额支付。请尽量保持帐户中的正余额。有关膳食收费进一步的

信息，请参阅校规 4200。  

 

每年联邦收入资格准则都会有变动。因此，家庭每学年都需要递交新的申请表。符合联邦收入资格准则的家庭的

学生有资格享受免费或减价餐。参加免费和低价餐计划 （Free and Reduced-Price Meal program）也使学生有资格

获得许多机会。提交一个申请便可用于家庭中的所有儿童。申请可在 www.myschoolapps.com 在线提供，而且可

以用不同的语言使用。家里不说英语的家庭也可以联系国际学生和家庭服务办公室，寻求帮助填写申请。我们鼓

励家庭使用在线申请，可加速申请。每所学校的纸本申请书数量有限。在学年中，学校随时都可以接受免费或减

价餐费的申请。所有信息都严格保密。 

 

关于食物与营养服务计划的额外信息请见 www.hcpss.org/foodservice 或请拨410-313-6738 联络食物与营养 

服务办公室。 

 

家庭作业准则 (Homework Guidelines)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支持学生保持和延申所学进度。适当的设计、使用，和评量家庭作业可以了解学生 

进步，并让学生有机会独立练习，是达成保持和延伸学习之目标的部分方法。如果老师指派家庭作业，将会是有

学习目的、适当、具有信息和有弹性的。家庭作业旨在延伸学习和提供学生机会练习。有些课程或教学可能选择

不指派家庭作业。 

 
各年级学生应花在作业上的适当时间如下： 
 

Pre-K学前班到2年级 (Grades Pre-K–2) 

每晚家庭作业时间不超过20分钟。Pre-K 和幼儿园班没有必须交给老师的作业。 

 

3-5年级 (Grades 3–5) 

建议3-5年级学生每周做一至四小时家庭作业，3年级每晚不超过30分钟，4年级每晚不超过40分钟，5年 

级每晚不超过50分钟。 

http://www.hcpss.nutrislice.com/


 

6-8年级 (Grades 6–8) 

在没有拿高中学分的科目，各科老师可能指派平均、每周最多一小时的家庭作业。并非所有科目都需要做家庭作

业。有些科目可能需要学生花上比平常更多或更少时间做作业。 
 

9-12年级 (Grades 9–12) 

在有拿高中学分的科目，每位老师可能会指派平均每周最多一个半小时的家庭作业。并非所有科目都需要做家庭

作业。有些课可能要求学生花上比平常更多或更少时间做作业。  
 

所有年级 (All Grades) 

● 老师规划每周或每日的作业时数应包括课程阅读材料、学习课程材料和练习课程所学技巧（例如练习乐

器）所需时间。长期项目所花时间也应被纳入规划家庭作业时数的考虑；然而，这类项目不应纳入评分

作业。 

● 初中教师将有机会开会讨论以团队方式安排各科作业，让学生无须经常在每周每科花上超过一小时做作

业。学校系统建议各校校长或代理人和教学团队合作，促成教师团队协作。 

● 高中学分课程会清楚说明指派家庭作业的目标和期望，并包括让学生提出意见的机会。在适当情况下，

老师会在家庭作业的时间、难度、作品和比重等方面考虑弹性和学生的选择。 

● 学校建议老师在每学期初分发教学大纲，明列各科课程的要求，包括固定作业、项目、可能的作业缴交

日期和要求老师提供作业反馈的程序。 

● 老师必须按学生的个别教育计划和504计划做必要的调整。 

● 老师将给学生提供家庭作业的批改反馈。 

● 老师不可要求学生在学校因恶劣天候关闭或任何未预先计划的关闭日缴交家庭作业。 

● 初中或高中各科老师都不可指派暑假、寒假或春假家庭作业。 

● 若学生由于宗教节日请假而未能完准时完成家庭作业，可以补交并获得成绩纪录。因宗教节日请假的学

生返校后也有与请假日数相等的学校上课日数完成补交的作业。 

● 6-12年级的家庭作业可以算分数，但家庭作业的分数比重不得超过总成绩的10%。 
 

更多详情请见 www.hcpss.org/academics/homework-guidelines/。 

 

学生的个人财物 (Students’ Personal Property) 

HCPSS 不鼓励学生带个人财物到学校。学生必须随时为其财物负责。这包括与学生教学项目或课外活动 

相关的对象，例如个人电子设备、乐器，或昂贵衣物。如果学生带这类对象到校，则须负责将对象存放 

在安全的地方。学校系统对损坏、遗失或被盗物品概不负责。 

 

被指派为 “授权搜索者” 的教职员有权没收学生在校上课期间，于任何禁止使用电子设备的区域或时间违规使用

的电子设备。被指派为 “授权搜索者” 的教职员也可没收学生在学校校园或在学校主办活动中，因持有或使用而

违反学校系统校规、执行程序或马里兰州法之个人物品。学生持有的违法物质或对象将交给执法当局人员或没收



待管教程序处置. 家长／监护人若对遗失或毁损的学生财物有疑问，应电 410-313-6824 连络学校系统安全与保安

办公室的风险管理处。 

 

在校照相, 录像, 或录音 (Photographing, Videotaping or Audiotaping in Schools) 

作为学校相关活动与作业的分，HCPSS学生可能被录像、录音，照相，或是被要求交自己的音频、录音, 或照片。

为了保障学生的隐私和确保家长的权益，HCPSS 对学生的肖像和录音录像采取以下主动防 范措施： 

 

老师将通过 CANVAS 的课程网页将打算使用录像、录音，或照相的计划通知家长/监护人。家长/监护 人应联络老

师询问对于特定使用录像、录音，或照相的问题。 

家长/监护人可以要求其子女不在公开分享的媒体用照片或音频中，请填写 Family File 部分的媒 

体许可（Media Release）。 

请注意：这个要求并不包括年级纪念册（yearbooks或memory books）。家长可以联络学校行政 主管，要求孩子

照片不放在纪念 册里面。 

所有家长和方可都必须获得校舍主管表达许可，才可在一般上课天对学生在校或在校园活动照相, 录像, 或录音。 

 

这个声明不适用于公开音乐会与运动赛事等课外活动期间的照相, 录像, 或录音。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 - Protection of Pupil Rights Amendment (PPRA) 
 

根据 “保护学生权利修正案”( 20U.S.C. 1232h) 规定，学生隐私受到保护，不论是个资的收集、揭露，或使用于营

销、贩卖或其他种类的散布，用于任何受保护信息的调查，和任何非紧急的侵入性生理检查或筛检。对于此类的

规画活动和问卷调查，家长将获得合理的通知，并将有机会选择不让孩子参与这类活动或调查。 

 

家长也将有机会审视任何相关问卷调查。认为权益受侵害的家长可向以下单位投诉： 

 

家庭政策合规办公室（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400 Maryland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5901 
 

根据州法，这些权利将由家长转移至满18岁或未成年但获得法律自主权者。 

 

配合纪念宗教节日 (Accommodations for Religious Observance) 

教育委员会致力促进对多元学校族群的宗教、信仰，与习俗的尊重与理解。教委会致力提供合理的配合措施方便

师生遵守宗教义务。 



 

如果宗教传统要求学生在上课日全天或部分时数缺课，则家长应填写完整的 “纪念宗教节日：请假表”( Religious 

Obligation: Request for Absence form)， 并将表格送交校长/代理人记录请假的需求。申请应尽 

可能在学年开始时提出。如果学生请假获准，则学生在该上课日全日或部分缺席将视为合法缺课。 

 

当纪念宗教节日的缺席申请获准, 学生可以补足功课, 并获得有登记的成绩。 这包括可以有机会补考或补交 

作业。 

 

教委会关于纪念宗教节日的校规适用于学生参与运动练习与比赛的情况以及其他课外活动。 

 

当学生的课外活动与其纪念宗教节日相冲突时，学生可以不用参加或参与任何课外活动。 纪念宗教节日 

的学生可自由选择是否参加运动练习和活动。 

 
学校假日 (School Holidays) 

马里兰州学校法要求公立学校在以下节日不上课： 

 

● 感恩节与感恩节后一日 

● 圣诞夜至一月一日 

●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 总统纪念日 

● 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至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 阵亡将士纪念日 

● 初选日和大选日 
 

请参见校规 9010：出勤，和校规 3000：纪念宗教节日查询更多资讯。 

 

解决对学校的关切与歧见 (Resolving School Concerns and Disagreements) 

当家长和监护人对学校事务产生关切时，我们鼓励家长和监护人向最直接相关的人员表达其关切。然 

而，如果非正式的过程无法解决问题，家长可以提出正式抱怨，寻求更高一层行政主管的审理。这二种 

过程都是旨在保密和维护每个相关人士的尊严。 

 

第1级：非正式程序 – 学校层级 (Level 1: Informal Process – School Level) 

1. 解决关切或问题的第一步是向最直接相关的学校教职员提出关切，以达到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法。倘若

家长的关切是直接与校长有关，则家长可连络 “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Performance, Equity, and 

Community Response Director)。 



2. 如果家长不满校方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则下一步是联络校长或副校长。 

a. 在适当情况下，校长或副校长将确认，家长已经尝试过与班导师或其他在校教职员解决问 题或关

切事项。校长和副校长将在2个学校上课日内提供初始／初步回应给家长，或是向家长解释需要更

多时间调查。 

b. 如果家长的关切需要其他中央办公室部门涉入，校长将协助家长联系适当部门，并为家长向该 部

门提供简要说明。中央办公室人员将尽快回应家长，但不得超过10个上课日，并应将回应通知校

长。 

 

第2级：正式程序 – 学校层级的会议与文件纪录 (Level 2: Formal Process – School Level Meeting and 

Documentation) 

1. 不满意副校长在第1级非正式过程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家长可以通过第2级正式程序向校长提出抱怨：  

a. 填写正式关切表（Formal Concern Form，在 www.hcpss.org/formal-concern/ 取得）的 第一部分 

（Part I），明确表达关切项目。校长办公室将在3日内安排与家长会面。 

b. 校长将把任何同意事项记录在正式关切表的第二部分 （Part II），并列出未能解决的问题 的处理

步骤，并将在10个上课日内送给家长。 

c. 如果校长未能在10天内合理解决家长关切，可以延长时间，但不得超过额外的10日，并须以书面

通知家长。 

d. 如果家长前次递交的正式关切表遭到退回，校长必须也转交一份正式关切书副本给表现、平权和

社区回应主任。 

2. 如果家长已经在第1级非正式程序与校长见过面，那么正式关切表第一部份可以交给表现、平权和社区回

应主任。 

a. 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地区小组成员将在3个学校上课日内与家长联系，安排会面。 

3. 如果家长选择在填写第2级正式关切表前不与校长见面，家长应提交说明给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  

a. 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地区小组成员将向校长索取信息，这可能会导致无法及时解决问

题。 

 

第3级：正式过程 －中央办公室审查 (Level 3: Formal Process – Central Office Review) 

1. 如果问题的处理结果无法令家长满意，或如果家长的关切与校长有直接相关，那么家长可以联系适当的

地区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以考量其关切事项。联系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的方式可以在 at 

www.hcpss.org/contact-us/community-superintendents/ 查询。 

a. 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地区小组成员将向校长取得所有适用文件。家长也可递 交适用文件

纪录。 

http://www.hcpss.org/contact-us/community-superintendents/


b. 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地区小组成员将于家长、校长和其他适当人士开会讨论，并将记录任

何决定或同意协定，并在10个学校上课日内以书面回应家长。 

2. 如果家长不满意表现、平权和社区回应主任/地区小组成员的决定， 家长可以用书面要求由地区社区教育

总监（area Community Superintendent）审核。地区社区教育总监将审视所有文件，并在15个上课日内提

供书面回应。  

a. 社区教育总监在正式关切过程中担任教育总监的代理人，也是处理政事关切过程中最后一步。 某

些情况下，教育委员会制定的校规可能包括向教委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注意：关于处理与法规有关或教育委员会校规有关的特定问题的正式程序的讯息，包括按美国残障法

（Americans for Disabilities Act）、特殊教育上诉、学生停学／开除上诉或其他行政类行动、确保平权方面的关切

或歧视投诉，和按马里兰公开讯息法规定要求数据的特定信息可向公共讯息办公室索取。 

 

关于正式表达关切过程的详情，请见 www.hcpss.org/formal-concern/。 

 

调解人 (Ombudsman) 

调解人作为中立的一方,与海华郡教育局员工和社区合作。调解人仅可促进公平的程序和公平的行政执行。 

 

调解人服务内容包括: 

● 在许可范围内与您私下保密讨论您的问题。 

● 介绍给能帮助您解决问题的人。 

● 推介相关的学校和社区资源。 
 

调解人必须遵照教育委员会和公立学校系统所订立的各项政策和程序，公平对待所有各方 (参见“校 

规 2030: 调解人”)。调解人无权改变政策或迫使学校采取某项具体行动。 

 

如何联系调解人: 

• 教育局, 地址 10910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 电话: 410-313-6850  
 

如果您不会说英语，可以要求口译员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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