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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評之中，
他們學會譴責。
如果孩子生活在敵意之中，

我們希望您將成為我們學校社區
的積極成員，並參與大衛道格拉斯
居民的活動。

他們學會打架。
如果孩子生活在嘲笑之中，
他們學會害羞。
如果孩子生活在恥辱之中，
他們學會感到內疚。
如果孩子生活在寬容之中，
他們學會有耐心。

註冊程序
所有新學生必須在開始上課前在
他們將參加的小學註冊。家長或法
定監護人於註冊時，在學校辦公室
填寫註冊表。
兒童必須在9月1日或之前滿五歲，

才能入讀幼兒園。國家法律要求兒

•

作為降低學齡兒童頭蝨發病率的一

童在9月1日或之前滿6歲以進入一年

當您的孩子具有或發展出新的健康

種措施。

級。如果這是學生第一次上學的話，

狀況需求，在學校需要專業護理。

在註冊幼兒園或一年級時必須提交
出生日期和居住證明。

健康信息
課前和課後課程

首次進入學校的學生應進行體檢，

•
當有關您孩子的健康信息對於學校

法律要求注射疫苗（見“所需注射

如果您的孩子參加了“課前或課

人員的照顧和回應您孩子的需要是

疫苗”一節）。每個學校和大多數

後課程”，並且在這些時間需要用

必要時，可以在“需要知道”的基

醫生的辦公室均有需填的表格，必

藥，則需要單獨提供藥物，並需要

礎上與學校人員分享孩子的健康信

須由檢查的醫生填寫。

父母/監護人和/或醫生的單獨許可

息。此外，學校團隊可能需要此信

註冊表格
學校必須具有目前的電話號碼，
以便在緊急情況下與家長聯繫。附
近的鄰居、朋友，或親戚的緊急號
碼也是必要的。
如果孩子對蜂蜇、昆蟲叮咬、特
定食物過敏，或需要服用特殊藥物，
請在表格上註明。
如果孩子生病或受傷，將聯繫家
長或監護人。如果學校無法聯絡到
任何人，將遵循註冊表上所述的緊
急程式。

法定姓名
學生登記表必須使用出生時提供
的法定姓名。但是，如果家長要求，
學生可以使用其他名稱。如果學生
用“暱稱”，如 Junior、Mickey等，
請在註冊表姓名上註明这名字。

學生健康服務
為了支持學生的健康、安全和學

表格。 參見學區藥物管理政策。請
諮詢課程主任，了解您的孩子在這
些課程中具體的健康和安全需求。

傳染病
為減少學校傳染病的傳播，請：
•
通知學校辦公室工作人員和學校護
士如果您的孩子患有傳染性疾病，
如水痘或百日咳。
•
不要送您的孩子上學，症狀緩解後
的24小時留在家裡如果他們有皮疹、
發燒、腹瀉或嘔吐。
為了保護學生或其他人的健康，某
些疾病可根據法律向衛生部報告
（OAR 333-18-000）。在這種情況下，
可能會向公共衛生官員發布記錄和
信息。

緊急信息
在緊急情況下，學校必須有辦法
與您聯繫。為確保您孩子是安全的，

術成功，我們的學區與馬特諾瑪教

若您的工作和家庭地址有變動，或

育服務區（MESD）合作提供學校

是您和緊急聯繫人的電話號碼有變

健康服務。

動，請立即告訴學校。

若需要為您的孩子計劃和提供特
殊醫療或精神健康需求（例如，糖
尿病、癲癇，或學校焦慮症)，很重
要必須及時通知學校工作人員和學
校護士：
•
有關新的和有變化的健康問題，可
能在學校造成學習或安全的問題。
•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接受影響其免疫
系統的治療。

頭蝨
鼓勵家長定期檢查孩子有沒有頭

息，針對您孩子的健康需求制定一
個適合的個別性教育計劃。
•
如果您不授權發布健康信息，您的
孩子可接受的護理類型可能會受限
制。
•
通過允許發布您孩子的健康信息，
您將確保您的孩子在需要時將得到
所需的緊急保健。
•
家長/監護人（及其具資格的學生）
通常有權查看自己孩子的記錄，如
果他們認為記錄不準確、誤導或違
反了學生的隱私權，可以請求修改。

健康檢查
如果學生是7歲或以下，並開始在
公立學校就讀，現在家長需要在入
學後120天內提交兩份證明，這些證
明來自您的醫療保健提供者，並聲
明學生已經進行了視力檢查，並在
過去12個月內進行牙科檢查。此外，
俄勒岡州法律規定，應進行視力和
聽力檢查，以幫助確保兒童的視力
和聽力健康需求得到監測。
護士監督這些檢查。通常約見檢
查包括聽力，為幼兒園和一年級。
視力，為幼兒園和一到三年級。除
了視力檢查之外，還可以檢查顏色
缺陷和視覺對比問題。請聯繫您的

蝨。 具有活蝨子或蝨卵的學生不會

學校護士進行這些檢查。

被排除在學校之外，其餘時間可允

如果您不希望您的孩子參加這些
檢查，您必須在每個學年向學校提
交書面申請。聽力和視力的檢查結
果會送到家裡。

許留在學校。治療蝨子信息將給那
些有蝨卵或蝨子的人帶回家。請查
看您的學區政策以了解詳情。所有
學生可以在治療開始後返回學校，
並可以重新檢查活蝨。目前證明尚
未有支持課堂或學校範圍的篩查以

接種疫苗和俄勒岡法：

皮膚、看看耳朵）。

出勤

護士可以幫助教導良好的健康實

•
為了保護所有兒童，每個學生必須

踐（例如：健康飲食、良好的洗手

擁有目前的學校疫苗接種記錄、或

習慣和社交技能）。如果您想和護

關。 俄勒岡州法律規定所有6至18

在學校的醫療或非醫療豁免記錄。

士見面，您可以打電話給學校。

歲的孩童都必須定期出勤。

不符合疫苗接種要求的學生可能不
能上學，並將在國家強制排除日（2

學生的在校成績與考勤有直接相

1. 可原諒缺勤

學校健康助理：

行政部門可以免除以下缺席：
•

學生生病

•

校健康助理（SHA）現場協助學生。

•

嚴重的家庭緊急情況

保持您孩子的學校接種疫苗記錄是

健康助理不是護士，而是在護士的

•

無法安排在放學後的醫療預

最近期的很重要。如果您需要表格，

指導下工作。 健康助理提供基本急

請與您學校的辦公室聯繫。

救、管理藥物、處理接種記錄、協

•

一個授權的宗教節日

•

助健康檢查、並提供委託保健。

•

預先請假

月的第三個星期三）被開除。

除了學校護士，所有學校都有學

約

在家長/監護人提出書面要求可發佈
信息時（表格見

在學校的藥物管理

http://www.mesd.k12.or.us/shs/hss/imm

必須在學校進行的藥物管理由學校

預先請假需要提前書面通知。每

unizations/immu1.pdf），MESD免疫

的護士提供諮詢。只有在學校期間

個教師和管理員必須事先批准，學

計劃將向診所提供疫苗接種日期 以

必須給予的藥物才保存在學校。與

生才可預先請假。學生在一個學年

驗證其客戶的免疫歷史。這些努力

您的醫療提供者討論一天需要用藥

期間可以預先請假不超過五天。

增加了兒童對可預防疾病的保護，

的時間。如果可能，盡量在家裡先

並促進家庭和學校努力遵守學校規

預備好。如此對您的孩子較安全，

定的接種要求。

對您也較容易。根據俄勒岡州法律，

任何不屬於可原諒或預先請假的

如果必須在學校給予藥物，您必須：

缺勤均屬無故缺席。這個類別包括

•

翹課、停學、沒有給出正當的理由、

提供書面許可（表格在學校提供）。

當兄弟姐妹的保姆等。

學校護士
學校護士是註冊護士（RN），是

2. 預先請假

3. 無故缺勤

保持學生安全和健康的關鍵人物。

對藥物的任何改變將需要父母/監護

學生不需要預約或特別許可才能看

人在改變時更新藥物單，並且提供

護士。學生必須遵守學校有關取得

一份目前醫療保健提供者的醫療處

通行證去見護士的規則。學校護士

方。

的工作時間可能有所不同。如果沒

•

有護士，受過急救訓練的學校工作

確定所有藥物（包括處方和非處方）

人員可以幫助在學校生病或受傷的

放在其原本容器裡，並標有學生的

到太多則可能會造成紀律處

兒童。

姓名。（在領取處方藥時請向藥劑

分。

護士需要信息（例如，健康史、

4. 遲到
遲到會打斷教室的學習過程。
•

遲到的學生應該有父母/監
護人的解釋說明。

•

若於學校和/或個別課程遲

師索取額外空瓶給學校用）。
5.彌補課業

醫療診斷和治療），以幫助學生在

•

學校有特殊的醫療和心理健康需求。

確定所有藥物必須由父母/監護人或

當學生返回學校並安排彌補缺課

護士可以使用這些信息來訓練學校

由父母/監護人指定負責成人送到學

的學業時，學生有責任與教師聯繫。

工作人員如何在學校幫助您的孩子。

校。學生身上不能有藥物，除非他

所有因故缺勤或無故缺勤而錯過的

為了獲得這些信息，護士可以：

們已到可負責任的適合年齡，已被

課業必須在個別的教師給予的規定

•

認同為自我管理者，有家長書面許

時間內完成，以便學生獲得學分。

與父母和/或學生交談

可，並由校長澄清可以這樣做。學

•

生只可以攜帶一天的藥量。

要求您簽署一份信息發布表，才能

•

與學校工作人員和醫療保健專業人

確定學校能足夠地提供您孩子所有

種模式，這可能影響他們的學業成

員討論您孩子的健康需求。

藥物的需要。

績和將來受雇的工作習慣。學校將

•

•

努力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出勤習慣。

看健康記錄。

當不再需要在學校服用藥物時，請

當學生缺勤五天時，學校工作人員

•

取回藥物。在年底前未被取回的所

可以聯繫家長或監護人開始詢問理

評估身體部位（例如：聽心臟、摸

有藥物將被銷毀。

由，並保留詢問的書面記錄等。也

6. 過多缺勤
有慢性缺勤的學生傾向於繼續這

可以向波特蘭警察局提出學生的過
度缺勤。

1.
家裡（此數字顯示在Synergy的缺席

向警察局登記自行車，並在他們上

列表中）

學時鎖上。國家法律要求戴頭盔。

7.其他規定
•因任何原因離開學校的學生必須

2.
父母手機（這經常兼作家庭電話）

在學校辦公室簽退。
•只有家長、法定監護人或其授權
代表才允許在學校接送學生。
•沒有在學校註冊的青少年不允許
進行未經授權的拜訪。
• 除非學生參加預定的活動或教師

通標誌和學校安全巡邏。他們應該

3.
父母就業地點

學校信息
學生進度報告
學年分為兩個十八週的學期。在

•
盡可能留言，並記下時間

每個評分階段結束時會提供幼兒園

•

至五年級的進度報告。

盡可能向可回應的人查詢出勤情況。

家長教師會議每年舉行兩次。 教
師也可以在他們認為有必要時與父

要求留校，否則學生應該在課後

母/監護人聯繫舉行其他會議。

直接回家。如果學生被要求留校

對家長/監護人的期望：

完成工作、幫助老師或出於紀律

•

原因，將努力與父母/監護人聯繫。

保持最新的聯繫信息

人隨時致電學校。歡迎並鼓勵家長/

•

監護人參觀課程。 但是，如果需要

若孩子每天上午9:15前無法到校，

與教師進行個人討論，則應提前安

打電話給學校

排，以避免與教師的其他職責衝突。

8. 完美出勤獎
當學生準時出勤，並在上課期

如果他們有問題，鼓勵家長/監護

間沒有提前離開學校，則被認為

•

有完美的出勤，並有資格獲得完

若孩子有預約或者孩子會外出相當

美出勤獎。完美出勤獎沒有例外。

長的時間，提前讓學校知道。

學生記錄和退學
家長/監護人和具資格的學生有
權利去：

9. 模範考勤獎
如果學生有五次或更少的缺勤
（包括遲到），學生有資格獲得
模範考勤獎。

開放註冊
開放招生將允許任何大衛道格拉
斯小學或中學生申請參加任何在學
區並且有名額的學校。 雖然大衛道
格拉斯學區的所有學校都達到高水

出勤致電系統：指南和期望

平的教育標準，並提供類似的課程，
但一些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教

對學校教職員的期望：

育需求在鄰近學校以外的學校將可

•

以得到更好的服務。申請將會考慮

課堂教師應盡一切努力上午9:35前

學術或幼兒保育的因素，還有當新

報告出勤。

學校不過分擁擠。 家長/監護人將負

•

責往返所申請學校的交通。

請父母/監護人於每次家長會議和當
發生更改時更新其聯絡信息。
•

步行者
步行至學校的學生應遵守所有安

在每三個月的學校校訊中打印這些

全規則並遵守安全巡邏隊的指示。

指南。

學生進出學校的行為受學區和學校
紀律處分程序的約束。學生必須表

對辦公室職員的期望：

現出對財產的尊重。為了學生的安

•

全，父母被要求讓孩子與其他孩子

開始打電話給上午9:45仍未出勤的

一起步行上學。 所有的孩子也應該

每個孩子的父母/監護人，除非父母/

收到小心的指示，不要太接近陌生

監護人已經就缺勤通知學校。

人。

•
除非父母/監護人另有指示，否則打
電話應按以下順序進行：

自行車
騎自行車上學的學生必須遵守交

•檢閱和審查學生的教育記錄
•請求修改學生的教育記錄如果認
為學生的教育記錄不準確、誤導
或違反學生的隱私權或其他權利。
•同意發布包含在學生的教育記錄
裡的個人身份信息，除非授權信
息的發布可以不需要父母的同意
（例如，向執法機構、兒童保護
服務機構或保健專業人員授權，
如果發布將保護學生或其他個人
的健康和安全）。
•根據OAR 581-021-0410，在34CFR
§99.64的規定下向美國教育部提交
投訴，指稱該地區未能遵守聯邦
法律的要求。
•獲取學區政策有關學生記錄的副
本。
學區學生記錄政策的副本在所
有學校都可取得。 請聯繫學校秘
書或校長。
該學區在收到請求後10天內，轉
發在OAR 581-021-0250（1）（m）
和（p）要求下的教育記錄。

通訊信息
除非學校得到家長/監護人的同意，
否則學生的信息不能被發布。然而，
定義為通訊信息的信息可以給予包
括學校活動的報紙記者，PTA，或
一些其他機構，如果學校校長確信

學的信息。 家長/監護人可以要求教

有關免費或低價午餐的問題，應向

師和學科領域（如果有的話）持有

學校辦公室查詢。

證書或學位和其他研究生證書。家
長/監護人也可以了解他們的孩子是
否由輔助專業人員（助理）提供服
務，如果是，他們的資格。 此信息
將及時提供。

這樣的信息的發佈符合學生的最佳
利益，並且如果父母/監護人沒有反
對 。家長/監護人或具資格學生可以

學校關閉
在天氣很糟糕的情況下，孩子不
能安全地運送或上學，學區當天將
關學校。 學校會在所有主要波特蘭
地區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在上午6:00至

學校用品
每名學生被要求攜帶20元以便學

7:30宣布關閉。 請不要打電話給學
校。不要混淆大衛道格拉斯與波特

拒絕將任何此類信息指定為通訊信

校工作人員可以購買必要的學校用

息。

品，以替代準備用品列單。學生應

當天氣條件不確定時，大衛道格

在開學第一週，或在重返學校晚會

拉斯學校也可能會延遲開門一兩個

通訊信息包括：

夜帶用品費來。一月一日之後，第

小時。延遲開放將在當地廣播電台

•學生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點

一次登記大衞道格拉斯學區學校的

宣佈與宣佈學校關閉相似。

•參與正式認可的活動和運動

學生，其用品費用會減到10元。請

延遲開放意味著校車將比正常時間

•運動隊成員的體重和身高

聯繫學校辦公室討論個人財務問題

表延遲一或兩個小時。

•入學日期

和付款。

•獲獎
•學生參加最新的教育機構或組織
如果您反對發布通訊信息中列
出的任何或所有項目，請以書面形
式通知校長。 您的信將附在您學生
的記錄上，並防止發布您孩子的任
何信息。 這必須在學生註冊後一週
內完成，和之後每年進行。
注意：學區政策禁止學校將學生的
姓名發布給任何個人、企業或代理
機構。 然而，聯邦法律要求軍事招
聘人員可以獲取中學生的姓名、地
址和電話列表。 學區政策還禁止學

校外教學
學生保險

目的為教育性質。在學區界內進行

險。針對學區裡有學齡兒童的家庭

的行程不需要父母許可，但是會告

的福利，現行有提供低成本的學生

知父母行程。每一次進行學區邊界

事故和牙科保險計劃。保險是選擇

外的校外教學，需請求父母許可，

性的，僅作為服務提供。家庭有其

連同校外教學信息會一併送回家。

他保險的情況下，學校提供的保險
是次要的。
所有關於學校保險的交易都由保險
索賠表格可以在學校辦公室拿到。

途。學生不應該帶手機到學校。

學校早餐和午餐計劃

動物在學校

對學生記錄政策有任何疑問，請致
電校長或學區辦公室，503-252-2900。

有助於學生的身體健康。它也為兒

人，如果您要求，新的聯邦法律允
許您詢問有關您孩子的課堂教師的
某些信息，並要求該學區及時向您
提供此信息。
家長/監護人可以要求有關課堂教
師的專業資格的信息。這可以包括
關於教師所教級別的教育許可證以
及教師是否在緊急或臨時身份下教

學生必須得到教師的許可才能使
用學校電。電話有限，僅供商務用

多個角色。作為充足午餐來源，它

道格拉斯公立學校學生的家長/監護

電話使用

公司而不是學校辦公室處理。然而，

校或學區支持產品或服務。 任何人

作為由聯邦Title 1資金贊助的大衛

課程可以進行校外教學，計劃的

大衛道格拉斯學區不涵蓋學生保

學校午餐計劃在教育計劃中擔任

教師/ 輔助專職人員資格

蘭公立學校。

未經教師批准不得帶動物到學
校，並且不得由校車運送。
很多時候，狗會跟隨孩子上學，

童提供了各種各樣食物的機會。每

並留在操場上等待孩子。在休息時

間學校都提供免費早餐。

間狗跑步時可能變得興奮，可能會

每個學校都有一個優秀的學校午

咬人。結果學校試圖找狗的主人，

餐工作人員，提供最好的營養食品。

以便它可以回家。如果無法確定誰

每個學校的學生午餐和牛奶帳戶設

是主人，或者如果狗經常返回學校

置在電腦裡。可以每週或每月定期

遊樂場，則必須聯繫郡畜牧控制辦

存款到他們的帳戶，午餐或牛奶的

公室。

購買則每天扣除。
存款餘額不足的學生或家庭則不
提供餐點。對於延遲付款的學生會
提供簡單的午餐。
如家長覺得對於所需的費用有困
難，學校有提供免費和低價午餐。

失物處
您學生的所有服裝、學校用品或
從家裡帶來的其他物品上應該要有
學生的名字，然後找到的遺失物品
可以歸還給所有人。

除了教導學生個人負責任和誠實之

路，一個全球信息系統，允許用戶

由於最近的法律變化，為殘疾學

外，學校不承擔任何孩子個人財物

做全球性溝通、收集資料、以電子

生提供的許多與健康相關的服務現

的責任。

方式進行研究。 電子郵件可用於聯

在可以在適當時由醫療補助計劃部

繫您孩子的老師或校長。

分資助。通過醫療補助為我們的學

若有遺失物，力勸學生至辦公室
失物處查看。學生發現的任何物品
都應該交到辦公室。學年末未領取

一個可接受的使用政策和上網許

生提供幫助對家庭獲得醫療補助福

可表格將在學年開始時送回家。

利的能力沒有影響。

體育

學校志願工作者

的衣物將送往當地捐贈中心。

支票接受政策

一位體育專家被分配到大樓，以

許多家長/監護人和其他人對學校

指導學生一個平衡的身體發展計劃。

工作感興趣的，在教室、圖書館、

我們學區制定了以下接受支票和收

體育活動和運動可能需要特殊服裝。

自助餐廳，操場上，或任何需要志

取不良支票的政策：為了使支票成

請確保您的學生的姓名標記在這些

願助手的地方。 這些人為學校和學

為可接受的付款方式，它必須包括

物品上。

生提供了寶貴的服務。關於志願者

您目前的、完整和準確的姓名、地
址和電話號碼。如果您的支票因未

計劃的信息可在學校辦公室獲取。

諮詢和指導

付款而被退回，面值則需扣除州規

學生在所有年級都可獲得輔導和

定的恢復費才以電子方式恢復。如

指導服務。重點是發展解決問題的

大衛道格拉斯學區為正在被考慮

果您的支票未付款被退回，在學年

技能、人際技能和自我意識。輔導

開除、有嚴重紀律或出勤問題，或

的剩餘時間可能不再接受支票的付

員專注於早期察覺潛在的學校問題。

退學的學生提供替代教育和其他教

款方式。可以使用替代支付方式代

父母、教師或校長可以將學生轉介

育服務。只要有這些條件之一，該

替支票（現金、信用卡、在線支

到學校輔導員。

學區就會通知家長這些替代課程的

付）。

社會和情緒發展是正規學校計劃
的一部分。

學生服務

所有幼兒園至五年級的學生參加
一個一般的音樂課程。從五年級開
始，學生可以在他們的直屬中學選
擇參加樂隊或管弦樂隊。樂隊和管
弦樂隊將在小學開學前提供給五年
級學生。

圖書館

學區為殘疾學生提供服務，包括

2、

如果身體殘疾妨礙學生上學，也可

當學區發現學生的出勤模式是很不

以提供家庭輔導。 嚴重身體或精神

穩定，以至於學生沒有從教育計劃

殘疾的學生可以從馬特諾瑪縣教育

中受益

服務區或其他郡或州政府機構獲得

3、

服務。

當學區正在考慮開除作為一種紀律

學區的特殊教育計劃允許在一般
教室中由特殊和普通教育教師提供
身份，當適合於學生的需要時，可

有學生提供一個周詳的圖書館計劃。

以提供特殊幫助。
如果父母/監護人認為他或她的孩
子可能有殘疾，父母可以通過適當
的管道發起並追求轉介：教師、顧
問、校長、學生服務主任。

每所小學都有一個電腦室和行動

所有需要的特殊教育服務，包括

電腦室。在這一年中，學生將花費

測試和交通，適當時，免費提供給

足夠的課堂時間來學習電腦的基礎

家長。

知識。希望學生在完成學校工作時
獲得使用電腦所需的技能。
所有學區小學現在都可以使用網

在三年內發生第二次或任何後續發

障礙、精神發育遲滯和情緒障礙。

的圖書館和合格的工作人員。為所

電腦室

1、
生的嚴重紀律問題

專門教學。無論學生是否具有殘疾

作人員教授查詢技能。

（ORS 339.250）在以下條件下，學

學習障礙、肢體殘疾、說話和語言

每個區的小學都有一個設備齊全

按照學生的發展年齡，由圖書館工

可行性以及任何一個的入學程序。
生可以選擇替代教育計劃：

特殊教育服務
音樂

替代教育計劃

有關特殊教育計劃的更多信息，
請與您的校長或學生服務的學區主
任聯絡503-252-2900。

選擇
4、
當學生根據ORS 339.250第三小節被
開除
5、
當學生或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根據ORS 339.250（7）通知學區或
意圖退出課程。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校長或其
指定人員都會通知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有其他替代課程，並且建議適
合學生學習風格和需求的課程。
如果家長拒絕學區推薦的替代方案，
他們可以自由使用其他替代方案，
但不在學區費用以內。

社區信息

預算委員會
預算委員會由董事會成員和董事
會任命的七名公民成員組成，每年

社區使用學校設施
學校建築和設施可供社區使用

審查行政管理部門的建議預算。委
員會分配和批准總預算的金額。

（非商業目的），只要此類使用不

預算委員會會議於春季期間舉行。

干擾學生的教育計劃。對使用學校

會議在高中南校區1500 SE 130號大

設施感興趣的團體需要從學校辦公

道舉行。歡迎公民參加。委員會還

室獲得設施使用許可。使用設施需

向公民提供對擬定預算提出意見的

要支付費用。個人在使用學校設施

機會。查詢會議日期，請致電學區

時要安全和細心。學校場地從黃昏

辦公室503-252-2900。

到黎明關閉使用。

學校交流
在學校擁有地禁止的活動
以下活動在任何學區擁有地內不
得進行：

•

•
•
•
•
•
•

每個學校大樓與家長定期交流，
透過通訊、公告、電郵丶電話和短
信、以及給學生帶回家的其他信息。

汽車、摩托車和其他車輛的

學區在學年期間向居民和家長//監護

行駛，包括Go-Carts或其他

人發送信息。 也可在學區網站獲取

小型動力騎乘車輛的操作和

信息：

/或競賽

www.ddouglas.k12.or.us

動力飛機或模型汽車
狗、馬或其他寵物
高爾夫和射箭

平等教育機會
任何人不得根據年齡、殘疾、婚

持有和/或使用酒精或毒品

姻狀況、國籍、種族或性別，在董

使用煙草製品

事會管理或授權的教育計劃或活動

擁有武器和煙火

選民登記
為什麼父母/監護人應該登記投票
有幾個好的理由。 一個是參與民主
進程的家庭為他們的孩子樹立了良
好的榜樣。另一個原因是，父母/監
護人可以幫助確決定他們的孩子要
接受的教育類型，通過投票給與學
校相關議題和學校董事會成員。選
民登記申請書可在學校辦公室索取。
一旦您登記，您有資格在學校、
縣、州，和全國選舉投票。

學校董事會
大衛道格拉斯學校董事會由來自

下受到歧視。
大衛道格拉斯公立學校將確保所
有5至21歲殘疾並居住在學區範圍內
的學生，在限制最少的環境中獲得
免費和適當的公共教育。殘疾兒童
及其父母的權利將根據州和聯邦法
律受到保護。
該學區專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提供特別設計的教學。也提供語
音校正、閱讀和家庭輔導的支持服
務。
具有較高學術或治療需求的學生
可以從馬特諾瑪教育服務區或其他
縣或州政府機構獲得服務。所有特
殊教育服務包括測試和交通，適當
時免費提供給家長。
該學區必須找到並確定殘疾學生。

整個地區的七位當選代表組成，制

如果您或您認識的人有殘疾兒童，

定了學區政策，並聘請工作人員執

可能需要特殊教育或相關服務，您

行。 董事會通常每月的第二個星期

可以通過您當地的學校轉介，或聯

四開會。會議於下午7點在高中南校

繫學區合規協調員（學生服務主

區1500 SE 130街舉行。鼓勵社區公

任）：503-261 -8209。

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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