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SS

Complete the Family File (Emergency Form)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究责办公室  文件: HCPSS01  修订日期: 07/27/2018

= 警告

= 省时步骤

CHINESE

= 注意

关于家庭档案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简称 HCPSS）为家长／监护人提供 “家庭档案”
（Family File）以提交紧急连络信息。每学年家长／监护人都必须填写一次家庭档案。
注意: 您必须有有效的 HCPSS Connect 使用者名称（username）和密码（password）才能登入使用 “家庭档案”。如果
您忘记用户名称和密码，或如果您在填写 “家庭档案” 时遇到任何问题，都请使用 HCPSS Connect 网页
（http://www.hcpss.org/connect）的 “协助”(Help) 功能提交您的问题。
“家庭档案” 分门别类为不同页面。您必须确认或输入每一页的信息。
•

学生 （Students）: 您孩子的住址和联络讯息。

•

家长／监护人（Parents/Guardians）: 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讯息。

•

紧急联络人（Emergency Contacts）:若孩子有紧急状况时，您核准的联络人。

•

医疗信息（Medical）: 您孩子的健康信息，

•

上／下学（Arrival/Departure） –关于您孩子上下学的交通方式的指示。

•

媒体许可（Media）: 准许学校使用您孩子的照片在印刷品、电视、广播、在线或社交媒体上。

•

数据保密（Data Confidentiality）: 准许分享您孩子的信息给不同的机构。

•

使用学生创作作品（Student Creative Work） – 准许在校外使用您孩子的创作作品。

•

家委会通讯簿 （PTA Directory）: 限制 PTA/PTSA 通讯簿所登录之家长／监护人或学生数据。

注意: 每一页列出每个孩子，旁边有扩大（Expand）图标。

请点扩大图标以检视和修改每个孩子的信息。

如有必要，您可以点 “储存” (Save) 去储存已填写的数据，等改天再填写完成。您输入的数据将会在
您移向下一页时储存。左侧浏览栏会记录您的填写进度。已填写完成的页面将有绿色勾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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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读取家庭档案
1. 打开您的网络浏览器，如 Firefox, Chrome, Internet Explorer, 或 Safari。
注意:请确认您的浏览器设定允许弹跳对话窗口（pop-up windows）。
2.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输入： www.hcpss.org/connect
3. 在栏位输入登入 ID（Login ID）和密码（Password）。
4. 点登入（Log in）。
5. 点左侧 “家庭档案”（Family File）的 “
紧急联络表”（Emergency Form）。
6. 点孩子姓名底下的 “家庭档案” 连结。
注意: 如果您没有账号，请按照指示在 HCPSS
站的 HCPSS Connect 页面开设账号。

填写家庭档案
学生
当 HCPSS 家庭档案页面显示时，所有与您账号有关的孩子名字都会列出。如果孩子的地址已经改变，您必须通知学校
办公室。
1. 点继续至家庭档案 开始。显示学生信息页 。

2. 点 扩张 (Expand) 图标

显示孩子信息。

3. 从网页提供的选单里选择孩子的主要语言（Primar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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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4. 如有需要，请更新孩子的电话号码。如果您没有座机电话，请输入家长／监护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

点切换图标

•

点新增（Add） 图标

•

点删除 （Delete）图标

将一组电话号码标为主要电话号码 (Primary Phone)。
为孩子增加其他的额外电话号码。
为孩子移除一组电话号码。

5. 点扩张（Expand）图标以更新下一个孩子的信息。
6. 点下一页（Next）继续到下个页面。
注意: 当您继续到下个页面时，您所修改的数据都会自动储存。

家长／监护人信息
请按需要更新每个孩子的家长／监护人信息。
注意: 所有家长／监护人都必须登记 母语 和填写联邦影响补助计划（Federal Impact Aid Program）信息。

1. 点 扩张（Expand） 图标

显示该家长／监护人信息。

2. 点你的使用者名称/主要电邮（Username/Primary Email）下的 变更（Change） 连结

去修改你的登

入和主要电邮，这也是学校将用来联络您的电邮账号。另一个页面会出现。您将被指引创造新的使用者名称
（username）。点 提交（Submit）储存使用者名称。回到家庭档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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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3. 如果您想要，可以在 Email #1 输入一个替代电邮账号。
4. 如果有需要，更新电话号码。
•

点切换图标

•

点新增（Add） 图标

•

点删除 （Delete）图标

将一组电话号码标为主要电话号码 (Primary Phone)。
增加电话号码。
为孩子移除一组电话号码。

注意：如果一位家长没有和学生同住，该家长可以修改地址。
5. 选择适当的母语（Native Language）。如果家长／监护人需要口
译员协助，请勾选格子注明。
6. 家长选择适当的联邦影响补助计划（Federal Impact Aid Program）选项。请点小的信息(i) 图标阅读关于更
多本计划的信息。

7. 有需要，请点扩张图标，以更新下一位家长／监护人的纪录。
8.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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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紧急联络人（Emergency Contacts）
每个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紧急联络人。扩张每个学生的页面检查所列紧急联络人，并按必要修改联络人的信息。

您可以修改现有联络人、新增联络人，或移除联络人。

1.

新增紧急联络人请点 增加（Add）

，输入联络人详细数据，再按储存（Save）。

注意: 第一个孩子新增一联络人时，您可以选择将资料复制到所有孩子的档案中。
2.

更新现有紧急联络人信息时，请点修改（Edit）

，修改联络人详细数据，再按储存（Save）。

注意: 您可以指定在学校有紧急事件时，联络紧急联络人的联络顺序（Call Order）。例如，您可能想要住在离
学校最近的亲戚作为第一个被通知的人。点每个联络人名字旁的 修改（Edit）图标调整联络顺序。
3. 请按删除（Delete）

图标，永久删除一个现有的紧急联络人。

4. 请点扩张（Expand）图标更新其他孩子的紧急联络人信息。
5.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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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医疗信息（Medical Information）
请输入每个孩子的医疗信息。所有孩子都会列在此。

1.

请点扩张（Expand）图标

为每个孩子检视以下:

•

孩子的医生／服务提供医疗人员– 必填。

•

医生电话号码

•

现有健康状况

•

是否有医疗保险？必填。

2. 如有需要请更新信息。
3. 请按需要点击扩张（Expand）图标为其他孩子更新信息。
4.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上／下学信息（Arrival/Departure Information）
请在此填写孩子上学、下课，和学校提早关闭时的交通安排信息。
1. 请点 扩张 （Expand）图标检视和修改每个孩子的上／下学信息。
注意:目前 HCPSS 交通办公室根据您的住址所安排的指定交通显示在屏幕的上方。
2. 如果您孩子依循的交通方式与 HCPSS 交通办公室指定的不同，请选择该交通方式作为孩子上学和放学的上／
下学方式。此外，请为孩子选择在学校临时提早关闭时的替代交通方式。
3. 请按需要点 扩张 （Expand）图标为其他孩子填写交通信息。
4. 请拉到页面底部，在格子打勾，表明您已与孩子讨论此程序。

5.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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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媒体／网络使用许可（Media Release/Internet Exposure）
您将在这一页表明准许或禁止学校使用您孩子的照片在印刷品、电视、广播、网络和／或社交媒体。
注意：这个选项并不会让您的孩子不出现在纪念册或对外公开的课外活动的照片、影片或录音里，例如学生表演、
体育竞赛或毕业典礼。
1. 如果您不想要孩子被摄影，请勾选这个格子。

2.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数据保密（Data Confidentiality）
您可以在这一页限制不让孩子的信息分享给数个组织。
1. 请点 扩张 （Expand）图标显示每个孩子的保密信息。
2. 勾选你不想分享的数据。

3. 请按需要点 扩张 （Expand）图标 为 其他孩子填写交通信息。
4.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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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使用学生创作作品（Student Creative Work Release）
您将在这页准许或拒绝学校系统在孩子的学校以外使用您还孩子的创作作品。
1. 如果您不想让孩子的作品陈列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请在格子里打勾。

2.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

家委会／学生家委会学校通讯簿（PTA/PTSA School Directory）
您将在此页准许或拒绝孩子的信息登录在 PTA／PTSA 通讯簿。
1. 请点 扩张 （Expand）图标显示每个孩子的通讯簿信息。
2. 选择您是否想让通讯簿包括任何一个孩子或家长／监护人的信息。

注意：如果您选择要包含讯息，请选择可包括的特定项目。
3. 请按需要点 扩张 （Expand）图标为其他孩子填写信息。
4. 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下一页面。页面总览讯息显示您允许哪些信息可与 PTA/PTSA 通讯簿分享。
5. 若您要在数据储存前更改选择，请点前一页（Previous）。
6. 下一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页面。网页将要求您检视您的选择。请点 下一页 （Next）继续到提交
（submit）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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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家庭档案 (紧急联络表)

数码签名与提交（Sign and Submit）
1. 请在家长／监护人栏输入姓名。
2. 点提交(Submit) 完成家庭档案并提交信息。

注意: 如果您在填写 “家庭档案” 时遇到任何问题，都请使用 HCPSS Connect 网页（http://www.hcpss.org/connect）
的 “协助”(Help) 功能提交您的问题。

下载报告
如果想储存或打印一份家庭档案，请点下载（Download）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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