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RAL POLICIES 一般
Country Springs Elementary 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這需要學生，家長和校方
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這樣的結果。以下是家長最常詢問的主題:
 Communication溝通
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讓家長了解學校的狀況。為達此目的，我們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利用電子郵件/簡訊和Aeries Communication來和家長溝通。學校網站會有學校的
行事曆，午餐菜單和學校的最新活動訊息。重要的活動我們會另外傳送電子郵
件。
網站上也有可以網上填寫的表單，如:請假單，學校活動如果需要義工幫忙，家
長會消息，各年級需要的文具用品清單也會列在網站上面。
今年本校也申請了一個Twitter(推特)帳號。我們會在這個社群媒體鋪上最新消息，
和最新的更新，請在推特尋找我們的帳號: CountrySprings/CVUSD。除了Aeries
和Twitter，最新活動公告也會在學校門口的跑馬燈登出，Chino Hills當地報紙
Champion看的到。
我們鼓勵家長利用各種管道掌握關注學校的最新活動和消息，才能與學校的進度
一致。
 Attendance出席率
Country Springs歷年都是學區出席率最高的學校。每年我們的出席率都高於學區
平均97.5%。學生每天都應該要到校上課，但是生病受傷等等難免發生，也是合
理的缺席理由。雙親都工作的家庭，應在開學前有顧兒的計畫。
如果請假，學區規定要求家長必須在學生回校上課後五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
書信或是電話提供證明。
第六天後，缺席將會成為曠課並且無法更改。可以接受的缺席為病假，預約看診
和喪假。

如果想要獲得”打擊1000獎”(全勤獎)，學生必須每天到校並且每三個月內只能有
一次遲到或是早退或是晚接放學(三者其一)。請盡可能把醫生看診(牙齒矯正，牙
醫，一般看診) 安排在放學之後，尤其是禮拜三半天的時間。
如果你的孩子必須缺席超過五天，請在請假日前最快一個月，最慢一個禮拜前與
你的老師聯繫告知，以利安排自習作業。

學生如果安排自習作業， 將’喪失全勤獎資格。
放學前15分鐘不可以接小孩早退。

重要: 緊急連絡人卡必須填寫清楚並且確認資訊無誤。校方必須要有正確的聯絡
電話(包括手機號碼)，這點非常重要。學生如果要早退，只能由緊急連絡人卡名
單上的人接走。如果緊急連絡人卡上的資訊需要更改，請以書面或是口頭通知辦
公室，我們會立即更改。如果發生緊急事件，不正確的資訊會影響我們與您的聯
絡。.
如果學生需要請假，家長需要用以下兩個方法之一完成請假手續:
撥打請假專線 (909) 510-5995 或是
上網請假 http://www.chino.k12.ca.us/countrysprings
如果你想要要求功課，請在早上10:30前完成請假並且通知辦公室，並且在下午
3:30-4:30到辦公室拿功課。
遲到
學生準時到校上課非常重要，遲到會影響上課秩序。接送時間是早上 7:45-8:10/
雨天 7:30-8:10。早上8:13校園第一鐘聲表示要排隊進教室，8:15鐘聲表示開始上
課，並且校園大門會關上。早上8:15之後到校的學生，必須到辦公室簽到，領取
遲到卡交給老師。 塞車不是遲到的理由。 如果利用我們安排的路線來接送學
生，應該有足夠的時間準時到校。請考慮塞車路況。 預約看診或是牙醫如果有
醫生證明，不算在遲到（或是早退）內，學生必須在看診後五天內提供證明。
準時接學生放學也是非常重要的，既使交通繁忙，我們也都能在20分鐘左右清空
學生。如果學生清空後還沒有被接走的學生會被帶到辦公室等待。在這之後家長
必須要辦公室簽名領走學生。 習慣性的遲到或是經常性遲接下課，會安排與校
方會面。
 藥品/ 緊急事件
學生如果生病不適請不要來校上課。如果學生在校身體不舒服，會被帶到保健室。
如果他沒辦法回班上上課，校方會通知家長接回。校方不會讓身體不適的學生自
己回家，請交代學生身體不舒服馬上告知老師或是大人。
如果發生重大傷病，校方會通知救護車。請確認緊急連絡人卡上的資訊都是正確
的，尤其是家長的手機號碼。記得要在卡上填好所有緊急連絡人的的名字電話。
若有緊急事件，我們只會將學生交給聯絡卡上列出的親屬。如果卡上資訊需要更
改，請到辦公室告知工作人員為您更改。
如果學生需要在學校服藥，必須請醫生填寫表單 Request for Administration of
Medicine。 此表格可以在保健室拿到，請將此表單連同藥品一起送到辦公室。
所有藥品必須在原廠的包裝中，並且清楚標明學生的名字和教室。非醫生處方的
藥品不能在學校服用，包括維他命或是咳嗽藥等等。
 功課
功課的目的是為了複習在課堂學習的內容，我們的功課準則和學區相同 Chin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Board policy。 長期的作業不會被算在以下的功課
時間內。
除了每天的功課之外，學生被要求每天必須閱讀20分鐘。
以下是各個年級的功課時間:
幼兒園與一年級 10-20分鐘
二年級 20-30分鐘
三年級 30-45分鐘
四五六年級 60-90分鐘
請記得以上的功課時間並且不能包括在校因為時間利用不當而沒有做完的課
業。
分配功課的原因很多:複習學過的內容，建立責任感和獨立，和在家裡表現課業
的進度讓父母可以參與。在家中必須建立做功課的習慣，包括在哪裡做功課和什
麼時候完成。需要建立在固定的地方做功課，並且自己習慣性整理好帶去學校。
總是有時候，功課會太多無法完成造成每個人都不愉快，這種時候請放棄。家長
請寫張紙條告知老師。家長提供證明的未完成功課不會有任何處罰。這種狀況只
包括每日的功課，不包括長期的作業。
如果學生沒有理由的狀況下沒有交功課或是沒有完成功課，家長會收到一張通知。
我們一學年分為第一二三學期，缺交功課以一期為單位。如果缺交一次，家長收
到通知但是學生還是有機會得到每期頒發的優秀學生獎 (RBI Trimester award)。
如果家長收到第二次缺交的通知，學生就失去贏得優秀學生獎的資格。學生會因
繳交功課的習慣被評分。每天正確紀錄功課內容，離開學校前確定明白功課怎麼
完成，確實帶回需要的書本用具，完成並且按時繳交功課是學生的責任。家長可
以協助學生完成功課，並且我們鼓勵家長按時檢查學生功課的品質與正確度。學
生與家長可以在平日3:30前或是半天12:15前回到學校取回忘記的功課。但是必須
缺定老師在教室才能入內。學生必須在辦公室簽名才能進入教室，沒有經過辦公
室和老師同意不可以進入教室取走任何東西! 如果學生一期超過三次簽到進
入校園拿忘記的功課，學校會通知家長。
學校在募款或是餐廳募款餐會時會發放"免寫功課證"，請以老師的要求使用。

 Grading 成績
CVUSD 學區的學校都使用制式的成績單。在這樣制式成績單上，每個學科會被
分成很多的知識和能力單位，學生責任就是學習這些知識和能力。
學生在每個科目都會拿到一個數字成績，這個數字代表學生在該學科程度，有無
達到學區認定的標準。這個成績與學生的態度參與度等無關，這會是另一個分開
的成績。
.

成績單分為四個等級
4 - 表示學生對該學科有很深入的了解，已經超越學區在這個時段的標準。
3 - 學生達到並且持續性的達到學區設定的標準。
2 - 學生持續在進步並且往學區標準目標前進。.
1 - 學生對於開學科的理解還在初級，在學年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學區標準。
我們會用三個成功的習慣來作為評分標準 (學習習慣, 學習成功的責任和21世紀
的技能)
我們的評分也是以第一二三學期來作單位，並且在以下日期發成績:
10/1-5/2018 家長老師一對一座談會 & 上學期進度報告
11/26/2018 發放第一學期成績單
1/18/2019 發放第二學期的進度報告
3/2/2019 發放第二學期的成績單
4/18/2019 發放第三學期的進度報告
5/30/2019 發放第三學期的成績單
*每個學期都在發成績單的前一個禮拜五結束。
 Behavior行為
為了維持一個正面並且安全的學習環境，本校對於學生行為要求非常高。這些要
求會幫助學生成為好的公民，學會責任感和懂得尊重他人。我們所謂的"全明星"
行為，源自於Pos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System (PBIS) ，這個系統主要設計為
教導正確/合宜的行為，而非懲罰不正確/不能接受的行為。此系統有三個重點: 注
意安全，為自己行為負責和尊重他人。其他要求全都源自於這三個重點。PBIS
會在教室中開始，教室會有一套自己的規矩。這些規矩會在開學時告知學生，並
且在Back to School Night告知家長，並且在教室牆上都能看到。我們期望學生隨
時都能表現"全明星表現"，並且能夠接受並且尊重校內工作人員的指導。為了獎
勵這樣的行為，表現好的學生會拿到"球員卡"，這些卡片在學年中都能兌換獎品
或是獎勵。如果在校園中出現不當行為，學生會拿到一個"出局"。學校的老師或
是工作人員都能給學生出局表單，這個表單會列出學生做出甚麼不當的行為，並
且需要家長簽名。
Office Referral: 如果學生發生嚴重不當行為，已經違反校園和校區的規矩，或是
累犯，學校必須填寫 Office Referral form。收到這個表單的學生家長必須和校長
和輔導員面會，並且研究出一個改正行為的計畫。家長會被通知出席這個會議。
這個計畫必須由學生負責幫忙計畫，學生會受到某些懲罰，例如不能下課和朋友

玩。
Country Springs對於學業和公民與道德要求非常高。校長與老師都會不斷提醒學
校的規矩和要求。如果沒有遵守功課方面的規則，老師會發通知，如果學生在校
園當中沒有遵守安全方面的規則，學校工作人員會發通知。每個學期，學生的成
績單會有行為品性的評分，稱為Habits of Success成功的習慣。
 Traffic Flow交通
校園南邊有一個走道，可以直通校園，如果走這個走道可以避免進入校園的車流
塞車又安全接送小孩。
如果你想要開車進入校園接送小孩，下頁的圖示可以清楚看到交通的方向。
街道上的標誌是警察局放的，小心被抓!
如果你從Grand Avenue來學校，你必須左轉到圓環(第一個入口) 然後離開時(右
轉) 又會帶您回到Grand Avenue。
請注意! 放學時間請不要太早從這個方向來，如果等待左轉擋住交通會被交通警
察開單。如果你從 Chino Hills Parkway來，你必須右轉進入停車場(第一個入口)
然後離開停車場(只能左轉)，帶你回到Chino Hills Parkway. 學校門口的Village
Center Drive的東邊在接送時段是禁止停車的區域。
 Daily Dismissal 每日放學交通
為了避免放學時全校學生雍塞在校門口，這學年開始我們將分年級在不同的地方
放學:
-- 一到三年級從靠近辦公室的大門出來
-- 四年級會從28號教室門口的邊門放學
-- 五-六年級從24號教室旁的邊門放學
兄弟姊妹可以在學校門口碰面在一起走路回家。
p.12 graph
從校園南邊走路進入學校的學生必須要走走道進入或離開校園，從校園北邊走路
進入校園的學生必須走人行道進入校園。安全起見，行人必須在斑馬線過馬路。
請走人行道。
為了學生的安全:
 選定一個校園附近的地方接送小孩，可以避免進入校園的車輛雍塞。 Village
Center Drive和Parkview Lane的斑馬線有警衛指揮過馬路，確保小孩過馬路的安
全。
 如果要開進校園送學生上學，建議在7:45 a.m. 到7:55 a.m.之間到達，可以避開
高車流量的時段。

不管是在校園中或是附近接送學生，請一定要指定一個地方等待。校園北邊的入
口附近或是停車場東邊的都是適合的地方。
 為了確保交通順暢，學生下車前請確定已經拿好便當盒，背包等物品，可以馬
上下車。請確認學生在副駕駛座方下車。
 如果家長也需要下車的話，一定要把車停在停車場，不然一定要在車輛內，才
不至於影響交通順暢。
 請把車開到下車區最前方的空位，才不至於讓後方車輛回堵。
 請遵從學校工作人員的指揮，以確保大家的安全與接送的順暢。
 開車接送時請勿使用手機，這不但違法而且會影響我們的老師學生的人身安
全。
 雨天請提早出門，因為車輛會比往常更多，上下車也會更慢。雨天就可以
送到學校，學生會在禮堂集合在解散去教室。放學時學生可以在走廊等待家長來
接。.
塞車並不是遲到的理由。
 Dress Code衣著規定
CVUSD學區的規定是希望學生穿著合宜，在不影響學生表現自我的前提下，保
持安全而且不影響其他人的學習。 開學時註冊文件中，您會收到一份學區關於
衣著的詳細規定。以下是幾個重點:
 避免日曬的衣著物品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太陽眼鏡，帽子，遮陽帽等等。但是
學校並不規定學生一定要穿戴，但是上面不能有不適合在校園出現的圖案。帽子
太陽眼鏡等只能在戶外穿戴，在教室中請遵從老師的規定。
 鞋子或是涼鞋一定要有腳後跟的帶子。不可以穿拖鞋或是夾腳拖鞋，也不能穿
高於兩吋的高跟鞋。
 有輪子的鞋子不能在校園中出現(除非輪子收起來)
 不能穿無肩帶的衣服。肩帶的寬度也請與超過內衣肩帶的寬度。
 小學校園不允許化妝(除非是醫療用途)
 請勿穿過於寬鬆的衣物，勿穿過寬會掉下來的褲子。.
 大學標誌或是職業球隊的標誌是可以的。
 Student Recognition 優秀學生表揚
為了鼓勵學生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本校非常重視正面的鼓勵和，並以此作為我們
系統主軸。我們認為不但要表揚課業優秀的學生，在品行行為部分也非常重要。
我們設計每個獎項的出發點都是希望每個學生都有機會拿到。我們的獎項不但表
揚已經達到我們高標準的學生，也會表揚進步和努力。每個月我們都會頒發Most
Valuable Player (M.V.P.) Award。 M.V.P. Award是頒發給一到六年級的學生中，
學業部分表現優異的學生。

以下獎項，第一二三學期各頒發一次:
教練獎: 學習習慣與21世紀技能(成績單背面有詳細內容) 成績單上全部成績都
是3或4，包括成功的習慣，這也包括課堂上和校園中的行為。不能在校園中拿到
任何行為不佳通知。
RBI Award打點獎: 只要每天按時繳交功課和課堂中的作業，就能得獎。(有一次
失誤的機會)
Batting 1000 Award全勤獎: 學生如果沒有缺席紀錄，和不能多於一次的遲到/早
退。 學期中轉學而來的學生不符合得獎資格。 (遲到如果是因為醫生看診，可
以在五天內提供醫生證明，註銷遲到紀錄)
Grand Slam Award滿貫砲獎: 如果在同一個學期得到以上三個獎項，就能同時拿
到滿貫砲獎。
期末獎項:
“名人堂獎": 如果在三個學期都拿到滿貫砲獎，在學期末就會進入"名人堂"。
Presidential Fitness Award: 五年級學生如果達到National guidelines for physical
fitness。
Presidential Academic Award: 六年級學生如果達到並且超越全國標準。(subject to
change based o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criteria)
Presidential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Award: 六年級學生最佳進步獎。 (subject to
change based
o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crite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