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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監護⼈

⼿冊

加洛⾱鎮公⽴學校

我們的核⼼價值觀：
尊重��|努⼒⼯作��|善良��|信任��|公平

“孩⼦和學習是第⼀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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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家援助/贈款資⾦，我們學區還為花園州⽴學院和��Head��Start��的學⽣提供學前教育。有關信息，請聯繫我們的學⽣服務總監��-��通識教育��Christine��Burgess��或課程總監��Michael��
Hinman。��（請參閱下⾯列出的聯繫信息）。

Arthur��Rann��⼩學K-6��年級⿓之家上午��8��
點��35��分⾄下午��3��點��20��分；提前放

學：下午��1:30��515��South��
Eighth��Avenue��Galloway,��NJ��08205��校⻑：

Kevin��McGloin��先⽣��副校⻑：Terrence��
O Connor,��Jr.��先⽣

Pomona��Preschool企

鵝幼兒園之家上午��9:10��-��下
午��3:20；提前解僱：

下午��1:30��400��South��Genoa��Avenue��Egg��
Harbor,��NJ��08215��校⻑：Donald��Gross��

博⼠

史密斯維爾⼩學海豚之家PreK-6��上午��
8:35��-��下午��3:20；提前放學：下午��

1:30��37��South��Old��Port��
Road��Galloway,��NJ��08205��校⻑：David��Ragazzi��

先⽣��副校⻑：Kenneth��Berardis��先⽣

Reeds��Road��Elementary��School��
Home��of��the��Bulldogs��K-6��年級

上午��8:35��-��下午��3:20；提
前放學：下午��1:30��103��South��Reeds��Road��

Galloway,��NJ��08205��校⻑：Kevin��
Lightcap��先⽣��副校⻑：Richard��

Garbutt,��Jr.��先⽣

加洛⾱鎮中學灰熊隊7��和��8��年級之家上午��7:30��
-��下午��2:20；提前放學：下午��12:20��

100��South��Reeds��Road��
Galloway,��NJ��08205��校⻑：Paula��Junker��夫⼈副

校⻑：Ryan��Dalon��先⽣和��Hollisha��
Bridgers��夫⼈

安妮特��C.��Giaquinto，Ed。��D.，學校總監��x。��1016⾄��2022��年��12��⽉��21��⽇
Stephen��Santilli，學校負責⼈��x。��1016於��2023��年��

1��⽉��1��⽇⽣效Joy��N.��Nixon，註冊會計師，學校業務管理員��x。��1014��
Jennifer��R.��Baldwin，教育學博⼠，學⽣服務/特殊

教育主任��x。��1611��Christine��Burgess，學⽣服務/通識教育主任��x。��
1012��邁克爾·欣曼，Ed。��D.，課程主任/平權⾏動官員��x。��1009��Betty��Napoli，課程主任/地區考

試協調員��x。��1047��James��Bruffy，⼈⼒資源經理��x。��1011��Rocco��Roseti，CEFM，MBA，
設施運營經理��x。��5122��Ray��Marable，助理設施運營經理��x。��5120��Gil��Chapman，技術服務經

理��x。��1020��Lauren��Murray，⾷品服務主管��x。��5046��黛⽐考夫曼，運輸協調員��x。��1004��
Joanna��Westcott，通訊官��x。��1001��Katie��Ayers，學⽣註冊處��x。��1015��

Todd��Loveland，地區接待員/兒童保育和社區版。��X。��1029

Roland��Rogers��⼩學⽼虎隊之家��PreK-6��上
午��8:35��-��下午��3:20；提前放學：下

午��1:30��105��South��Reeds��
Road��Galloway,��NJ��08205��校⻑：Robin��Moore��

博⼠��副校⻑：Anthony��Lupo��先⽣

我們的教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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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辦公室101��South��Reeds��
Road,��Galloway,��NJ��08205��電話：
609-748-1250��傳真：609-748-1796��http://

www.gtps.k12.nj.us

要聯繫任何學區或學校辦公室，請致電��609-748-1250��並按照提⽰正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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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通知：我們需要每年向家
⻑/監護⼈報告以下信息。按照計劃，每年都會在本⼿冊中顯⽰更新的通知鏈接。您通過��
OnCourse��年度註冊以電⼦⽅式簽署本⼿冊包括您對以下內容的確認。

我們的使命和核⼼價值觀：

尊重：��1：對特定事物或情況的關係或參考。��2：給予特別關注的⾏為：考慮。��3a：⾼度或特別重視：尊重。��b：被尊重的品質或狀
態。

上述使命宣⾔是由⼀群學區⼯作⼈員、鎮議會成員、家⻑和社區領袖在��2002��年��2��⽉由新澤西州學校董事會協會成員主持的⼀次會議上創建
的。

*請注意，所有定義均來⾃��Merriam-Webster��的在線詞典(http://www.mw.com)

•年度綜合蟲害管理通知•年度⽯棉通告

•布林線保險•騷擾、恐嚇和
欺凌政策��-��5131.1��•出勤、缺勤和藉⼝政策��-��5113��•��上學��-��家⻑/監護
⼈傳單：學前班|初級|中學•��HPV��情況說明書|��Hoja��de��dato��del��VPH��
（7��年級家庭）��•腦膜炎情況說明書（6��年級家庭）��•頭蝨信息

2011��年夏天，教育委員會通過“核⼼價值觀”指導加洛⾱鎮公⽴學區。��2021��年春季，學區進⾏了利益相關者調查，以更新核⼼價值觀。
五個價值觀 尊重、努⼒⼯作、善良、信任和公平 被教育委員會正式採納。

此外，我們創建了⼀個詞云來表⽰調查中建議和選擇的所有值。

努⼒⼯作：��1：⼀個⼈⽤⼒或能⼒去做或做某事的活動：��a：持續的體⼒或腦⼒努⼒以克服障礙並實現⽬標或結果；��b：作為⼀個⼈習慣的謀
⽣⼿段的勞動、任務或職責；��c：⼀項特定的任務、職責、職能或分配，通常是某些更⼤活動的⼀部分或階段。

仁慈：��1：仁慈的品質或狀態，以仁慈和尊重待⼈；��2��：善舉：恩惠；��3：古⽼的：情感

信任：��1��：對某⼈或某事的品格、能⼒、⼒量或真理有保證的信任；��2：對未來或偶然事物的依賴

我們的核⼼價值觀影響著我們在該地區⼯作的⽅⽅⾯⾯；從⼤學互動、學⽣學習規劃、確保學⽣和教職員⼯的安全以及家校聯繫。我們⿎勵
所有利益相關者加⼊我們，教我們的孩⼦這些核⼼價值觀並每天踐⾏這些價值觀。

公平：��1a：根據⾃然法或權利的正義；特別是免於偏⾒或偏袒；��1b：公平的東西

加洛⾱鎮公⽴學校是⼀個多元化和進步的地區，它將教育⼯作者、家庭和社區聯合起來，為所有兒童提供安全、具有
挑戰性的學習環境，以成功達到新澤西州學⽣的學習標準，並成⻑為終⾝學習者和富有成效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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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網站的特殊功能包括：區⽇曆、學校午餐菜單、家⻑⾨⼾網站等的快速鏈接；交互式地區⽇曆；和特殊的學⽣和家⻑/監護⼈信
息。

您也可以在��Facebook��上關注我們：��facebook.com/Galloway-Schools-101551285997346和推特：��twitter.com/
gallowayschools

學區網站：我們很⾼興在
今年推出我們新設計的學區網站：��http�://www.gtps.k12.nj.us�。您可以找到關於每個學區的
學校、課程計劃、⼲預和⽀持服務、兒童保育計劃表格和事實、兒童註冊信息等等的信息！注意：
從教育部收到的有關其倡議的重要信息列在我們的加洛⾱家庭選項卡中。

重要提⽰：請注意，
本⼿冊包含典型學年的信息、政策和實踐。根據最新的健康和安全狀況以及指南或其他情況，本⼿冊中的項⽬可

能會發⽣變化。在這些情況下，將通知家⻑/監護⼈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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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安全和安保：加洛⾱鎮公
⽴學區致⼒於確保我們的孩⼦在學校的安全。學區和所有學校都有⼀份安全和
安保⼿冊，其中涉及上學⽇的所有⾮典型事件，包括：學校事故、襲擊、恐怖威脅、
建築物內的⼊侵者和其他事件。在建築和地區層⾯都針對這些問題制定了計劃。⼿
冊內容每年修訂⼀次，並根據地區需要進⾏必要的修改。以下是我們促進學⽣和教
職員⼯福祉的其他⽅式：

6.��提供預防青少年暴⼒和物質的持續計劃的學校-社區聯盟
虐待。

恢復性做法。這包括較⼩的問題以及更嚴重的違規⾏為。
1.��我們的學⽣⾏為準則（參⾒鏈接��-��第��15��⾴）概述了⾏為、後果和乾預措施�/

5.區與加洛⾱鎮警察局有合作關係。這包括四名學校資源官員��(SRO)。我們的��SRO��努⼒通過⽇常互動、課堂參觀、參加特殊活動等⽅式，
在我們的學⽣和警察之間建⽴積極的關係。我們的��SRO��也會在緊急情況下保護我們的學⽣和教職員⼯。此外，我們與��GTPD��和其他
應急響應⼈員合作，制定應急響應計劃並進⾏演習。

暴⼒，防⽌欺凌和騷擾；��3)��促進寬容和社交技能；��4）同伴調解培訓。
4.��區教育項⽬包括：��1）如何與陌⽣⼈打交道；��2)��解決衝突，預防

此外，這可能會使您處於危險之中，並且可能會偏離學⽣安全的主要焦點。我們將通過��School��Messenger��和社交媒體
（Facebook��和��Twitter）與您溝通。每所學校還有⼀個⾃動鎖定警報系統，其中包括⼊⼝處的燈，指⽰正在發⽣緊急情況，沒有⼈可以
進⼊。��•��上課時間禁⽌使⽤⼿機，包括學校安全演習和消防演習。這

在實際緊急情況下使⽤⼿機可能會導致混亂和錯誤信息。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1)��課堂、⼩組和個性化輔導；��2)��教授社交技能；��3)��與家⻑單獨或集體合作，幫助他們了解和認識學⽣抑鬱、
成癮和其他嚴重的⼼理健康問題；��4）危機應對。

3.��學校社會⼯作者、學校⼼理學家、學校輔導員和⼼理健康專家提供

•��所有外⾨始終上鎖。如有緊急情況，請不要來學校接您的孩⼦。根據緊急情況，進⼊學校的通道可能會被警察封鎖。

有⾵險（例如⾃殺、濫⽤藥物、虐待兒童）。

•��及時更新您的緊急聯繫信息。您可以通過OnCourse��Connect⾴⾯上的��OnCourse��或致電您孩⼦的學校來更改您的電話號碼和電⼦
郵件地址。如果您的地址在學年期間發⽣變化，您需要致電��748-1250��x1015��聯繫我們的註冊服務商。

2.��為所有管理⼈員和⼯作⼈員提供培訓，以幫助他們識別有需要的學⽣和有需要的學⽣

健康和安全

有關學校安全程序和演習的更多信息，請訪問新澤西州教育部學校安全網站：��www.state.nj.us/education/schools/
security

學校安全演習⽴法��(A2003)��於��2010��年��1��⽉��11��⽇簽署成為法律。該法律��(18A:41-1)��於��2010��年��11��⽉��1��⽇⽣效，並規定新澤西州的
學校必須進⾏⼀次學校安全演習和學校開放時每⽉進⾏⼀次消防演習。該法規將學校安全演習定義為“演習，⽽不是消防演習，以練習
應對緊急情況的程序”，包括⾮⽕災疏散、封鎖、炸彈威脅或主動射擊情況。任何演習的⽬標都是讓教職員⼯和學⽣熟悉特定程序，以
便他們在發⽣實際緊急情況時感到⾃信、安全和有保障。正如在緊急情況下教職員⼯和學⽣有責任⼀樣，家⻑可以在確保學校社區安全
⽅⾯發揮重要作⽤。請考慮以下準則，以便您可以幫助您孩⼦的學校有效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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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到校：為通過校⾞以外
的⽅式到校的兒童制定了以下安全規則，以減少學校⾞道上的⼤量⾞輛，避免⾏
⼈事故並緩解學校綜合體周圍的交通擁堵，特別是在到達和解僱時間。請遵守這
些規則並要求您的孩⼦遵守這些規則：

•��如果學⽣沒有交通⼯具，⽽家庭選擇讓孩⼦步⾏上學/放學，請提醒您的孩⼦在指定的⼈⾏橫道處過⾺路，並由學校的⼈
⾏橫道守衛。加洛⾱鎮教育委員會要求學⽣在沒有⽗⺟或監護⼈陪同的情況下被開除併步⾏回家。所有記錄在案的安
排將被視為整個學年的永久性安排。家⻑/監護⼈可在開學⽇提前向學校辦公室提供書⾯通知後更改這些安排。學校辦公
室提供許可表格。��•��如果學⽣騎⾃⾏⾞上下學，請注意加洛⾱鎮教育委員會及其⾏政部⾨和⼯作⼈員全⼒⽀持遵守新澤
西州⾃⾏⾞頭盔法��(NJSA��39:4-10.2。是加洛⾱鎮公⽴學校的學⽣，他們的⽗⺟必須完全遵守法律。14��歲以下的學⽣在騎
⾃⾏⾞上下學時應始終佩戴合適的⾃⾏⾞頭盔。使⽤”合同必須由學⽣和家⻑每年在各⾃的學校簽署。

⾮常感謝您對以下政策的配合，這將⼤⼤有助於確保接送孩⼦上下學的安全和及時接送。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聯繫我們的
地區交通協調員：609-748-1250，分機。��1004.��另請參閱“校⾞”（在“學⽣⾏為準則”下；第��14��⾴）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要讓孩⼦在學校下⾞，當您接近下⾞區（學校將提供給您）時，不要重複停⾞或停⾞，這樣孩⼦必須在汽⾞之間穿過
才能離開您的⾞輛。

•��學⽣不得乘坐其他學⽣的校⾞。��•��學⽣應在全年預定接載時間前��
10��分鐘到達指定的巴⼠站

⻑。

•��Pre-K��和幼兒園的學⽣必須由家⻑或指定成⼈在指定的巴⼠上接⾒

•��更改巴⼠站上⾞或下⾞地點的請求必須以書⾯形式向市政府提出。

您的孩⼦應該從汽⾞的乘客側直接下⾞到⼈⾏道。當你到達時，向前拉到隊伍的前⾯。��•��如果您正在幫助您的孩⼦
從⾞上收集物品，您必須將⾞停在指定的停⾞場

•��請遵守所有限速和其他指⽰牌。這有助於確保每個⼈，尤其是我們的孩⼦，

停⽌。如果沒有家⻑或指定的成年⼈在⾞站，孩⼦將在跑步結束時被送回學校，並被安排在我們的課後托兒計劃中。

地⽅。

乘公共汽⾞安全到達學校：如果您的孩⼦乘坐公共汽
⾞，請使⽤它。這有助於減少整體交通擁堵以及解僱汽⾞乘客所需的時間。我們孩⼦的福祉對加洛⾱鎮公⽴學校⾄關重要。往返學
校的巴⼠交通是我們不斷努⼒確保安全的⼀個領域。在學校層⾯，所有管理⼈員都在與學⽣⼀起審查乘坐公共汽⾞的安全規則。通
過��Integrity��Transportation、加洛⾱鎮警察局、⼤蛋港地區交通聯盟和地區⾏政⼈員、顧問和兒童研究⼩組成員的努⼒，所有公
交⾞司機都接受了有關安全和危機應對的培訓。

交通辦公室。請不要要求司機更改站點；司機不得進⾏任何更改。更改（如果獲得批准）最多可能需要��48��⼩時。

安全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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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藥��任何學⽣在上學時間或由任何學⽣
給藥之前，教育委員會的政策要求開藥醫⽣的書⾯命令和家⻑/監護⼈的書⾯請求，家⻑/監護⼈應允許此類給藥。請聯繫
您的學校護⼠了解更多信息。單擊此處獲取“給藥表格”。

請注意;根據州/聯邦法規，當需要修改學校早餐或午餐時，需要您孩⼦的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的⽂件。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疑慮，
請致電或發送電⼦郵件給您的建築學校護⼠。

⾷物過敏和特殊飲⾷需求：加洛⾱鎮公⽴學校的護⼠要求家⻑/監
護⼈協助幫助患有花⽣、堅果和其他⾷物過敏的兒童。我們還希望幫助因醫療需要或診斷⽽⾷⽤特殊⾷物的兒童。⾷物
過敏可能會危及⽣命。有特殊飲⾷需求的兒童如果吃某些⾷物可能會損害他們的健康。如果家⻑/監護⼈、⼯作⼈員、
學⽣和醫⽣共同努⼒，將⾵險降⾄最低，並為⾷物過敏學⽣和特殊兒童提供安全的教育環境，則可以減少/消除兒童意
外接觸對⾷物過敏或不能⾷⽤的⾷物的⾵險需要。

癲癇發作為
了優先考慮新澤西州學校癲癇和癲癇發作兒童的安全，州議會通過了保羅法。該法律要求對所有學校⼯作⼈員進⾏癲癇
和癲癇發作培訓，並將癲癇和癲癇發作納⼊學⽣的個性化醫療保健計劃。如果您的孩⼦被診斷出患有癲癇症或癲癇症，請
聯繫您孩⼦的學校護⼠。學校護⼠將與家⼈⼀起完成個性化的緊急醫療保健⾏動計劃。有關更多詳細信息和護⼠聯繫信
息，請在此處訪問學校護⼠網⾴。

住院/⼿術：如果您的孩⼦在⼿術和/或住院
後返回學校，並且在返回後可能需要住宿，請提前幾天聯繫校⻑。住宿將需要醫⽣的命令，並可能導致醫⽣辦公室和學
校護⼠之間的溝通。請

•��請耐⼼等待！在新學年的前幾週，路線可能需要更⻑的時間才能運⾏。��•��巴⼠通⾏證上的接送時間（8��
⽉份郵寄給家⻑）是近似值，可能需要調整。我們無意在開學的前兩週做出重⼤改變。

這個過程可以通過以下⽅式完成：��1.��當家⻑/監護⼈為課堂慶祝
（⽣⽇、節⽇等）送來⾷物時，請聯繫任課⽼師，看看是否有學⽣對⾷物過敏。

2.

4.��學校可以對教職員⼯和學⽣進⾏有關⾷物過敏和特殊飲⾷需求的教育。
關於他們特定的⾷物過敏和/或特殊飲⾷需求。

所有⾷物都應裝在⼀個包裝中，並帶有列出所有成分/⾷物的標籤。
3.��有⾷物過敏和/或特殊飲⾷需要的孩⼦的⽗⺟/監護⼈應教育他們的孩⼦

5.��同學們不應該共享⾷物。

GTPS��的護⼠和⼯作⼈員希望積極預防⾷物過敏緊急情況和與⾷物相關的事件，我們只能在您的幫助下做到這⼀
點。如果您的孩⼦有⾷物過敏或特殊飲⾷需求，請與您的學校護⼠溝通。點擊這裡查看護⼠聯繫信息。

開學前幾週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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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並使⽤訪客簿登錄。您將收到⼀個⾝份徽章，您在學校物業期間必須始終佩戴該徽章。

4.��在突發公共衛⽣事件期間或根據政府授權，可能會有其他指南。

2.��進⼊⼤樓後，您必須到辦公室報到。您將需要出⽰⾝份證明（即

3.��雖然我們學校始終歡迎家⻑/監護⼈，但不⿎勵不定期舉⾏會議或臨時課堂訪問，因為教師遵循每⽇時間表並負責所有兒童的監
督和安全。會議或會議有準備期。請給⽼師寫個便條或打電話給學校安排預約。

1.��所有來訪者在敲鐘⼊場時必須說明來訪⽬的。

您將被要求出⽰⾝份證明（駕駛執照等），並被要求在學校場地內佩戴訪客證。

我們學校的訪客：每所學校在每棟建築的正

⾨和整個學校都配備了安全攝像頭。為了我們的學⽣和教職員⼯的安全，所有的⾨都隨時上鎖。進⼊任何建築物都將僅限於前⾨⼊
⼝，並通過使⽤安全攝像頭和“蜂鳴器”系統進⾏監控。

如果您的孩⼦在參加學校贊助和監督的活動時受傷，並且您預計會產⽣醫療費⽤，您應該從學校辦公室獲取學⽣事故索賠表。您應填寫索賠
表，並將其提交⾄表上所⽰地址的��Bollinger。任何醫療賬單將⾸先提交給您的雇主或您配偶的計劃。然後，任何剩餘餘額將連同主要承運⼈
的“福利說明”聲明⼀起提交給��Bollinger。

請注意，帶拐杖的學⽣無法使⽤學校交通⼯具。如果您的孩⼦拄著拐杖，請安排接送孩⼦上學。如果您孩⼦在家的休養期超過⼗��(10)��天，
請諮詢您的醫⽣並聯繫您的學校⾏政⼈員了解家庭指導。請參閱主⾴說明部分了解更多信息。

學校的政策以超額⽅式⽀付福利。這意味著，如果您的孩⼦⽬前由您的雇主或您的配偶贊助的保單承保，則該保險將是主要保險。布林格計劃
將是次要的。如果您和您的配偶都沒有雇主提供的保險，則布林格計劃成為主要計劃。

學⽣和運動意外保險保護Galloway��Township��Board��of��Education��很⾼興地通知您，他們已

與��Bollinger,��Inc.��簽訂合同，為您的孩⼦提供學⽣和運動意外保險保護。該政策為學⽣參加學校贊助和監督的學術活動和校際運動時的意外傷
害提供保險。為了參加此計劃，您必須在每個學年開始時為您的孩⼦註冊。在此註冊：��https�://www.bollingersch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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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許可表：我們喜歡吹噓我們
的學⽣正在做的偉⼤事情！每年，根據法律要求，將通過��OnCourse��年度註冊為您提供⼀份照⽚許可表，
以閱讀並確認您同意為當地報紙上的⽂章、電視新聞剪輯和學區拍攝您孩⼦的照⽚⼩冊⼦、⽇曆和演⽰⽂
稿。當然，您也可以選擇拒絕此權限，或僅在某些情況下允許。該表格為您解釋了所有這些選項。

保持聯繫：加洛⾱鎮學區
的每個⼯作⼈員和/或部⾨都有⼀個電⼦郵件地址，您可以使⽤該地址與他們聯繫。我們的⽼師將與家
⻑/監護⼈分享他們的學區電⼦郵件，還可以選擇創建網⾴或利⽤其他技術⼯具作為讓您了解最新情況
的另⼀種⽅法。

負責任的使⽤政策��(RUP)：

10

技術
我們學校的技術：學區為我們在技術進步⽅⾯的
持續創新感到⾃豪。我們努⼒培養既熟練⼜符合道德的技術⽤⼾的學⽣。每所⼩學和��GTMS��都有⼀個技術實驗室和專職技術教師。每個
教室都配備了交互式平板屏幕和⽂件攝像機以⽀持教學。此外，學⽣和教師每天都可以使⽤電⼦設備（例如��iPad、筆記本電腦和��
Chromebook）。多年來，我們學區將技術整合到現在稱為��STEM（科學、技術、⼯程和數學）或��STEAM（與��STEM��相同但增加了藝
術）中。

學區和個別學校維護網站和社交媒體帳⼾，也可以幫助您及時了解學校動態。請考慮在Facebook��上“喜歡”和“關注”加洛⾱學校和推
特，以及您孩⼦在學校的情況（從這裡開始，獲取每棟建築的更多鏈接）。

課程連接允許家⻑訪問重要信息，如出勤、作業、成績等。這是保持聯繫的另⼀種好⽅法！家⻑/監護⼈還可以查看和更新有關緊急
聯繫⼈的信息。

本⽂件由每位⼯作⼈員在任期開始時簽署，並由每位學⽣及其家⻑/監護⼈通過��OnCourse��年度註冊簽署，已被教育委員會採⽤，以
確保技術被正確⽤於教育⽬的.任何未能交回此⽂件的學⽣將只能有限或無法使⽤可⽤的技術，直到將此簽名的表格返回給學校。任何
違反��RUP��的⾏為都將導致根據學⽣⾏為準則的紀律處分，並且可能包括失去對技術資源的使⽤。要查看我們的��RUP��副本，請訪問我
們的網站：��www.gtps.k12.nj.us�，然後單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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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委員會的職責之⼀是為整個學⽣群體的利益制定規則和政策。公眾可隨時登錄我們的網站並單擊“教育委員會”部分查看所有政策。⼀些
例⼦如下：

我們的普通教育學⽣服務主任是學區反欺凌協調員，我們的學校輔導員是反欺凌專家。以下鏈接將帶您進⼊我們學區和學校的“反欺
凌��(HIB)”⾴⾯，您可以在該⾴⾯訪問學區的��HIB��政策、新澤西州教育部的“反欺凌權利法案家⻑指南”�”、衝突、欺凌和��HIB��的定義、
HIB��家⻑報告表和輔導員聯繫信息：��http�://www.gtps.k12.nj.us/HIB.htm

家⻑/監護⼈有責任在孩⼦缺勤的當天早些時候通知學校，並告知學校缺勤的原因。

K-5：第⼆步的欺凌預防單位

2011��年��1��⽉��5��⽇，州⻑��Chris��Christie��簽署了法律��PL��2010，第��122��章，即《反欺凌權利法案》。該法律包括對學區、特許學校、新澤西州教育部、其他
州機構、專業協會和⾼等教育機構的要求。該法於��2011��年秋季⽣效。

6-8：第⼆步的社會情感學習單元��-��包括欺凌和騷擾單元

學前班：創意課程和��Al s��Pals��SEL��課程

更多信息可在我們的學校和學區網站上找到。當家⻑社區、管理⼈員、教職員⼯和學⽣共同相信善良和相互尊重具有重要價值時，我們的計劃將最為有
效。這種⼼態和信念有助於營造積極的環境，從⽽帶來積極的學業成績。

此外，所有��K-6��教室和我們的中學繼續教授第⼆步社交技能課程。⾃��2021-22��學年起，學前班的學⽣還將接受名為��Al s��Pals��的社交技能計劃。該計劃
通過教學策略，專注於做出健康的選擇。

每個年級的反欺凌課程如下：

如果您更改電⼦郵件地址或電話號碼，請聯繫您學校的秘書。如果你搬到⼀個新的

請參閱我們的出勤、缺勤和藉⼝政策��-��5113，其中進⼀步詳細說明了遲到、被原諒的缺勤、無故缺勤以及計⼊逃學的缺勤情況。

欺凌預防單元教幼兒園⾄��5��年級的學⽣如何識別、報告和拒絕欺凌。家⻑信和帶回家的活動是該計劃的⼀部分。

我們堅信，學校可以為所有⼈提供安全和培育的環境。我們的⽬標之⼀是繼續創建⼀個充滿關愛的社區，讓每個⼈都感到安全並有歸屬感。為了促進這
項⼯作，每所學校都有⼀個指定的課程，通過適合年齡的課程來預防��HIB。

重要的是，您的家庭住址、電⼦郵件地址和電話號碼必須準確並存檔，以備不時之需。

學區政策和程序：

出勤、缺勤和藉⼝為使教育委員會履⾏其為
每個學⽣提供全⾯⽽有效的教育的職責，需要家⻑/監護⼈和學⽣的通⼒合作，以維持⾼⽔平的
學校出勤率。學⽣必須出勤��162��天或以上才能被視為已成功完成分配給他們的年級/課程的教
學計劃要求。不符合此要求的學⽣可能會被保留。

居住地和聯繫信息：

騷擾、恐嚇和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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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舉辦體育課時，學⽣都必須參加體育課。州法律要求所有學⽣，除⾮獲得認證醫師的醫學豁免，否則必須參加體育課。根據家
⻑/監護⼈的說明，學⽣可能受傷或⽣病，學⽣可能會被免除⼀天的時間。對於超過⼀天的��PE��和休息時間的延⻑排除，需要提供
醫療保健提供者說明，並且必須指定排除的持續時間和原因。

如需更多信息，請參閱京東⽅政策#5142.01和政策#5145.4。

為了我們所有學⽣的安全和健康，除⾮得到校⻑的書⾯許可，否則學校不允許帶⽑或有⽻⽑的動物。家⻑將被告知任何涉及動物的演
⽰，如果他們不希望他們的孩⼦參加，必須向學校校⻑提供書⾯請求。應允許殘障⼈⼠在其服務性動物的陪同下進⼊學校設施的所有區
域，允許社區成員、服務、計劃或活動的參與者或受邀者（視情況⽽定）前往。

請注意，⽗⺟/監護⼈在任何其他時間從學區搬出的定期⼊學兒童可能需要⽀付學費，⽽無需通知學區。那些沒有合法居住在加
洛⾱或偽造居住⽂件的⼈可能會因盜竊服務⽽⾯臨刑事指控（新澤西州刑事司法法典第��2C:20-8��節）。

注意：根據第��5118��條“⾮居⺠”政策，“⽗⺟/監護⼈在最終評分期間搬出學區的正規⼊學兒童應允許在不⽀付學費的情況下完成學
年。”

請注意：免於體育課的孩⼦不得參加課間休息。在中學，如果學⽣被免去體育課，學⽣在收到的通知中規定的時間內不得參加課外運
動。

教育委員會根據⾼標準的成績和遵守新澤西州的強制出勤法制定了嚴格的晉升政策（參⾒��BOE��政策��#6146.2）。學⽣必須滿⾜每
年晉升和留⽤政策的所有要求，並且⾄少出席162��天，並且所有缺勤都是出於合法⽬的、⽗⺟或醫⽣的藉⼝。

⼋年級學⽣必須達到規定的學術要求才能參加年度晉升儀式。��6��⽉份為每⽀隊伍舉⾏了晉級儀式。隨著⽇期的臨近，有關⽇期、
時間和⾨票兌換的更多詳細信息將從中學寄回家。

家，無論是在加洛⾱區內還是區外，家⻑/監護⼈都有責任通過��748-1250��分機通知登記員。��1015.��通過最新的信息，我們可以確保
所有的通信、通信和運輸服務都是準確的。

限制令或監護令的副本必須在註冊時和命令發⽣更改時出⽰。請聯繫您學校的秘書或我們的註冊處分機。��1015提交這些⽂件。

加洛⾱鎮公⽴學校的所有場地均禁⽌吸煙。違反者將受到罰款和處罰。��PL��2001，c。��226��禁⽌在學校場地的任何地⽅吸煙，包括⼈⾏
道、運動場、停⾞場和停⾞場上的汽⾞。任何違反此法在校舍內吸煙的⼈將被處以不超過��100��美元的罰款。

⽗⺟/監護⼈的權利：教育委員會承認每個孩⼦的
⽗⺟/監護⼈最終負責照顧和監護該孩⼦，並且⽗⺟雙⽅均分擔責任。董事會也承認，當只有⼀⽅⽗⺟擁有該孩⼦的合法監護權時，另⼀
⽅⽗⺟的監護權和責任可能會受到限制。

體育（PE）/課間排除：

促銷/保留政策：

禁煙政策：

動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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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為和其他信息

1.��根據教學⽬標和練習需要，⽼師會決定是否需要每天做作業。整個班級的家庭作業可能相同，也可能反映個別學⽣的需
求。需要考慮學⽣的發展⽔平；應在可能和必要時進⾏區分。

6.��學⽣應及時收到所有作業的反饋。
7.��不得因懲罰原因不佈置作業。

分配作業指南

家庭作業教育委員
會認為，家庭作業與我們教育計劃的其他⽅⾯⼀樣，應該反映研究和最佳實踐。確保家庭作業在本質上是有意義的，並且在其
範圍內是可管理的，這是管理該政策的兩個指導原則。��2017��年春季，學區針對家庭作業的經驗進⾏了家⻑/監護⼈/學⽣調
查。結果由⾏政團隊和區社區諮詢團隊審查。雖然根據調查不需要更改政策，但每年都會與教師、學⽣和家庭⼀起審查關鍵點。

項⽬。在中學階段，可能會安排週末家庭作業。書⾯作業不應在星期⼀或假期後的第⼆天到期。測試和測驗可以
在星期⼀進⾏，但不能在假期後的第⼆天進⾏。假期包括感恩節假期、寒假和春假。

在評分期間收到“不完整”。評分期結束後，學⽣將有��10��個上學⽇來彌補錯過的作業。評分期的成績將根據提交的作
品計算。

2.��如果在學年的最後評分期間缺少作業，成績將留給學年

5.在⼩學階段，週末作業應該只包括學習、閱讀和⻑期

1.��學⽣因缺勤或其他原因未完成規定作業時，將

4.��對於⾼中⽔平課程（即代數I和西班⽛語I）的中學⽣，最多可能⽐參加普通中學課程經驗的同齡⼈多10-20分鐘。

3.��如果學⽣因充實、⼲預或獎勵計劃/活動⽽缺課，可能不會給予學⽣後果（例如缺課補課）。應為學⽣提供與缺課次數
相等的補課時間。

評分期結束時未完成的⼯作

每個年級的概念。在學⽣有不⽌⼀位⽼師佈置作業的年級中，⽼師必須盡⼀切努⼒協調他們的作業。
3.��確實需要佈置作業時，教師應以⼗分鐘為限。

2.��如果學⽣因家庭假期將要離開學校，家⻑/監護⼈應提前通知⽼師。教師和家⻑/監護⼈將共同決定是提前還是在學⽣
回來時佈置作業。在任何⼀種情況下，補妝⼯作的時間範圍將如上述項⽬中所⽰。

應限制性質相似的項⽬數量。��（例如，分配��6��個兩位數的乘法問題，⽽不是��20��個相同類型的）

1.��如果學⽣因任何原因缺課，必須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作業、課堂作業和考試。在⼤多數情況下，合理的時間⻑度應與
缺課天數相同。教師應告知學⽣，並根據需要告知家⻑/監護⼈的時間表。

2.��書⾯作業應該加強學習，⽽不是提供新的技能指導。對於實踐，

缺勤補課

⽼師的⾃由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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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公交⾞。

3.��⾳量必須保持與課堂聲⾳相似，語⾔必須適合學校。

違反這些規則將根據我們的公交法規受到紀律處分。如果學⽣被停在校⾞上，則家⻑/監護⼈有責任提供交通⼯具。停在校⾞上的學⽣仍需上學。

按照以下鏈接獲取學⽣⾏為準則：

請家⻑/監護⼈協助他們的孩⼦遵守這些規範，以培養⾃豪感，並為整個學⽣團體的態度做出貢獻。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可能要求您在家裡說“不”，
以便學校可以將時間⽤於教學。

2.��在校⾞開始前，每位學⽣必須就座。您必須在整個過程中保持坐姿

此外，為了在校⾞上為學⽣提供安靜的活動，我們允許學⽣在校⾞上收聽��iPod��或其他電⼦設備。這種實踐上的改變是在試驗的基礎上提供的。學⽣
必須佩戴⽿塞或其他類型的⽿機。重要的是要注意學⽣對他們的電⼦設備負責，並且在上學期間必須將其放在書包或儲物櫃中。如果設備丟失或被拿
⾛，學校概不負責。

學⽣⾏為準則：為了給我們所有的學⽣提供⼀個安

全有序的學習環境，我們必須得到所有學⽣和所有家⻑/監護⼈的合作。我們希望所有學⽣在課堂上、午餐和休息時間、⼤廳裡、公共汽⾞上等時都表
現出對⾃⼰、同齡⼈和成年⼈的尊重的負責任的個⼈。如果不當⾏為發⽣在社區並繼續進⼊學校，導致教育過程中斷，學區可以對學⽣在校園外的⾏
為進⾏紀律處分。

係好安全帶。公交⾞司機不得離開座位為學⽣係安全帶。

9.��每個⼈��-��成⼈和學⽣��-��都需要做正確的事情以確保巴⼠旅⾏的安全。

1.��上⾞後，到指定座位上，係好安全帶。學⽣必須

7.��學⽣的嚴重不當⾏為將被暫停乘⾞。如果發⽣這種情況，家⻑/監護⼈將負責提供往返學校的交通。

8.��如果學⽣不遵守規則，學⽣將根據⾏為準則承擔後果。請注意，乘坐公共汽⾞是您通過適當⾏為保持的特權。

所有學⽣在乘坐公共汽⾞時都必須遵守適當的⾏為規則。為確保所有乘客的適當安全，學⽣必須遵循以下準則：��司機全權負責校⾞和學⽣。

校⾞：學⽣不得
乘坐除定期分配的校⾞以外的任何校⾞。在緊急情況下，家⻑/監護⼈必須以書⾯形式提出請求，並在校⾞變更發⽣之前提交給學校辦公
室。這允許進⾏⽗⺟聯繫。此外，乘坐公交⾞的學⽣不得步⾏和/或騎⾃⾏⾞往返學校。乘坐校⾞是⼀種特權。

6.��愛護巴⼠ 不要留下垃圾、損壞巴⼠等。

如果您對學校紀律有任何疑問，請訪問我們的網站：��www.gtps.k12.nj.us，或聯繫您孩⼦的校⻑。請記住，學校規則的製定⾸先是為了我們學⽣的
安全，以便他們可以專注於學習。您的⽀持有助於我們使該地區成為“兒童和學習⾄上”的地⽅。

5.��就像在學校⼀樣，您不得以有害的⽅式毆打或觸摸其他學⽣。
4.��禁⽌扔東西或將⾝體部位伸出窗外等⾏為。

加洛⾱鎮中學（7��和��8��年級）
所有⼩學（PreK-6��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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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穿。�.

•��不得穿袖寬⼩於��2��英⼨的襯衫。��•不得穿著暴露背部、胸部或腹部的⾐服。��
•��褲⼦、⽜仔褲、短褲等必須完全覆蓋內⾐。��•��褲⼦/⽜仔褲不得懸掛或拖在地板

上。��•��為安全起⾒，不得穿⼈字拖/拖鞋。��•��外套/外套必須存放在教室壁櫥/外套區或儲
物櫃內，不得在室內穿著。

•��酒精和煙草標誌、粗俗語⾔、藥物參考、性暗⽰、惡魔信息、

著裝規範：為
我們的學⽣保持安全、有序的學習氛圍的另⼀項措施是著裝規範。本守則為學⽣提供了適合學校環境的著裝指南。如果學⽣穿著不合
適，管理員將與學⽣交談並根據需要聯繫家⻑/監護⼈。

教科書、電⼦設備和其他教學材料：教科書將由教育委員會為所有學⽣提供（基於年級和內容領域）。如前所述，
學⽣還經常使⽤各種技術設備。

或等是不可接受的。

請注意，學區不要求特定的⾐服或告訴學⽣他們必須穿什麼；相反，下⾯的列表解釋了不能穿的東西。��•��不可佩戴可⽤作武器的⾸飾/
配飾。��•��這包括“錢包鏈”、尖刺項圈等。��•��不得在室內佩戴太陽鏡和帽⼦。��•��帶有標語或圖⽚的服裝必須尊重學校環境和所有

教職員⼯和

學⽣將負責正確使⽤和保管發給他們的所有材料，並對丟失或損壞承擔經濟責任。發給學⽣的書籍將被覆蓋以減少損壞。

•��保持對受聯邦保護的階級的尊重，包括：種族、膚⾊、宗教或信仰、國籍或⾎統、性別（包括性別、懷孕、性取向
和性別認同）、年齡、⾝體或精神殘疾、退伍軍⼈⾝份、遺傳信息,��和公⺠⾝份。��•��任何宣揚、代表或像徵幫
派或幫派⼼態的服裝，包括配飾

•��襯衫、上⾐等必須覆蓋學⽣的內⾐。

個⼈財產：允許在校⾞和學校使
⽤電⼦設備，⾵險由學⽣承擔。為了學⽣的安全，⼿機可以帶到學校，但必須留在儲物櫃和/或書包裡；它們可以在課前或課後使⽤，並
且如果管理員或⽼師另⾏授予許可。濫⽤任何電⼦設備均須遵守⾏為準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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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區確保
《殘障⼈⼠教育法》��(IDEA)��定義的所有殘障學⽣從學前班到⼋年級接受免費、適當的公共教
育。學區確保這些殘疾學⽣在限制最少的環境中接受教育，並確保以個⼈為基礎向兒童提供
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為了提供這些服務，學區有六��(6)��名全職兒童研究⼩組、五��(5)��名⾔語
治療師、兩��(2)��名職業治療師、⼀��(1)

學校諮詢和⼼理健康⽀持：我們學區為學⽣提供學校輔導
員和⼼理健康專家。學校輔導計劃的重點是讓我們的學⽣為��21��世紀的學習、⼯作和⽣活做
好準備。學校輔導員在⼼理健康專家的協助下，設計和提供綜合學校輔導計劃，這些計劃是
學區學術使命不可或缺的；由學⽣數據驅動；基於學術、職業和社會/情感發展的標準；促進
和加強所有學⽣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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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持服務：

⼲預：我們的⼲
預計劃是州、聯邦和地⽅資助的計劃，⾯向在��ELA��和數學領域需要幫助的學⽣。通過我們的⼲預計劃以及各種課前或課後計劃，確定
的學⽣在上學期間獲得幫助。此外，我們的暑期學習計劃為已確定的��Title��1��學⽣提供⽀持。

物理治療師和特殊教育主任。學區確保每個符合條件的學⽣都有個⼈教育計劃��(IEP)，並且該計劃每年都會進⾏評估。兒童研究
⼩組成員包括：⼀名學校⼼理學家、⼀名學習障礙教師顧問和⼀名學校社⼯。兒童研究⼩組成員是學區的全職僱員。如果您作為家
⻑對您孩⼦的��IEP��有任何疑問，個案管理員是可以聯繫的合適⼈選。學區確保殘疾學⽣的權利得到保護，學區確保所有服務均由公
費提供，不向家⻑收費。所有計劃均由經過適當認證的專業⼯作⼈員管理、監督和提供。

學⽣輔導服務由學校輔導員和⼼理健康專家提供。這些服務可能包括旨在提⾼孩⼦的學業成功和整體⼼理健康的個⼈和/或⼩
組會議。

ESL（英語作為第⼆語⾔）：英語作為第⼆語⾔適⽤於那些被
認定為難以滿⾜課堂學術要求的學⽣，因為他們的⺟語或主要語⾔不是英語。應按照州指導⽅針提供英語作為第⼆語⾔
課程。

專業課程：��GEM（加洛⾱豐富模
型）：加洛⾱豐富模型是為那些通過矩陣選
擇過程被指定為天才和天才的學⽣提供的，新澤西州教育部將其定義為“那些擁有或與當地地區的同齡⼈相⽐，在⼀個或多個內容領
域表現出⾼⽔平的能⼒，如果他們要根據⾃⼰的能⼒實現，就需要修改他們的教育計劃。”除了課堂教學和藝術與⼈⽂課程，我們學區
還提供��K-3��年級的初級強化課程��(PEP)、4-6��年級的��GEM，以及��7��和��8��年級的數學、科學和西班⽛語科⽬特定加速課程以及廣泛的藝
術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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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和轉介服務��(I��&��RS)：

社區資源

來源��-��⼤西洋縣所有年齡段的⼈的資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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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繫學校輔導員或⼼理健康專家如果您認為您的孩⼦可能需要學業和/或⼼理健康⽀持。他們將與您合作確定前進的計劃。

504��計劃：與��IEP��

⾮常相似，504��計劃可以幫助有學習問題的學⽣參與通識教育計劃並適當地訪問通識教育課程。受��1973��年《康復法案》第��504��條的保護，擁
有��504��計劃的學⽣可以為他們創建特定的住宿並與他們的⽼師共享。

如果您的孩⼦有醫學上診斷出的影響他們學習的問題，請聯繫您孩⼦的校⻑，以探索��504��可以在整個學習期間幫助他們的⽅式。

AtlantiCare��社區資源指南：英⽂|西班⽛⽂
GTPS��社區資源包：英⽂|西班⽛⽂

⼲預和轉診服務��(I��&��RS)��和��PIRT（學前⼲預和轉診團隊）協助教師制定與遇到輕度學習或⾏為問題的普通教育學⽣合作的策略。建築校
⻑或助理校⻑主持⼀個由專業⼯作⼈員組成的委員會，他們通過提供教學策略來促進學⽣成功，為教師提供結構化的⽀持和幫助。與��I��&��
RS/PIRT��協商時，將通知家⻑/監護⼈。如果您對孩⼦的教育進步有任何疑問或疑慮，請聯繫您的學校管理員。

所有學⽣都擁有應盡最⼤可能尊重的隱私權，同時平衡其他相互競爭的利益（例如，學⽣的最⼤利益、他⼈的安全、家⻑的權利以及遵守
與保密和披露有關的法律、政策和道德標準）在學校環境中。）保密的主要道德義務是對學⽣，但學校輔導員和⼼理健康專家在這⼀義務與
理解⽗⺟/監護⼈作為孩⼦⽣活指導聲⾳的法律和固有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學校輔導員和⼼理健康專家與所有相關利益相關者合作。這包括學⽣、家⻑/監護⼈和教育⼯作者，以識別學⽣痛苦的早期預警信號。
這些⼯作⼈員對學⽣負有主要義務，他們作為獨特的個體受到尊重和尊重。我們的學校輔導員和⼼理健康專家旨在為學⽣及其家⼈提供⽀
持，以便在需要時獲得外部服務。家⻑/監護⼈的⾓⾊對每個學⽣的成功⾄關重要，我們的⼯作⼈員也承認這⼀點。

訪問本⼿冊中的社區資源部分以獲取更多資源。

請聯繫您孩⼦所在學校的校⻑以獲取更多信息或申請此項服務。

家庭教學如果孩⼦因某種疾病或

⾏動不便⽽預計⾄少有兩週的時間不能上學，家⻑/監護⼈可以要求為教師提供家庭指導。必須從主治醫⽣處獲得⼀份證明，說明疾病的性
質和預計的住院時間，以及孩⼦能夠在不危及孩⼦健康的情況下接受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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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從��
2020-2021��學年開始，我們學區對��K-8��年級採⽤了修訂後的評分系統。我們評分系統發
⽣變化的原因是基於我們對以下⽅⾯的信念：

成績單：��K-8��
年級的成績單在學年發放四次，反映該評分期間的學業和⾏為進步。

2022-2023��年成績單發放⽇期如下：��評分期��1：2022��年��
11��⽉��21��⽇��評分期��2：2023��年��2��⽉��6��⽇��評分期��3：2023��
年��4��⽉��24��⽇��評分期��4：2023��年��6��⽉��16��⽇注意：如果校歷
是調整後，這些⽇期可能會更改。

在��K-5��中，教師將在評分期中途對⼀項指標進⾏評分，以允許家⻑/監護⼈訪問已發布的作業。在��6-8��中，每次將新作
業發佈到教師的成績簿時都會重新計算成績。

您可以通過OnCourse��Connect��家⻑⾨⼾查看成績/進度。

評分、報告卡和州強制測試：

★準確報告學⽣在理解標準和技能⽅⾯的進步的重要性

與這些⽀柱⼀致，成績應該基於學⽣內容知識的有效證據，⽽不是反映學⽣的環境。因此，我們的報告將學術進步與所謂
的“軟技能”或“社交技能”區分開來。

1.��成績是基於內容知識的，所以額外的學分不會被添加到平均成績中。

K-5��年級將繼續顯⽰學⽣在閱讀理解、流利程度、語⾳等⼀系列學科指標上的進步。

•��⽀柱��1：準確衡量學術⽔平��•��⽀柱��2：抵制可能降
低準確性的偏⾒��•��⽀柱��3：對學⽣的激勵

所有年級，K-8，將在每個季度⽣成報告卡。使⽤��OnCourse��⾨⼾，不需要中期評分進度報告，因為家⻑可以在整個
學期訪問學⽣的進度。

3.��家庭作業、參與和努⼒報告在社交技能領域，⽽不是學術領域。

K-5��年級將評估社交技能：明智地利⽤時間並尊重他⼈的權利。評分標準為��O��代表傑出；��S��表⽰滿意；和��N��表⽰尚未。所
有成績都將包括對學⽣⼯作習慣的評論。

我們的評級實踐基於公平的⽀柱：

當第⼀次分發成績單時，我們會提醒您評分做法以及如何訪問您孩⼦的成績單。您可以通過OnCourse��Connect��家⻑⾨
⼾查看您孩⼦的成績單。

不是⼯作的時間。

學⽣及其家⻑/監護⼈；��★教師和學校之
間的教育實踐公平。

6-8年級將為每⾨課程⽣成⼀個數字成績。

2.��遲到報告在學⽣技能領域，⽽不是學術領域。成績是根據學⽣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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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發本⼿冊時，該州再次要求必須對所有��4-8��年級的��ELA��和數學以及��6��年級的科學學⽣進⾏“Start��Strong”評估。該測試的⽬的是
評估前⼀年的技能，並向教師和家⻑/監護⼈提供有關其孩⼦達到標準的進展情況的信息。

Start��Strong、NJSLA、Access��for��ELLs��和動態學習地圖的⽇期和其他信息將發送給更接近測試⽇期的家庭。注意：⽬前，國家要求在��9��⽉管
理��Start��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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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會：每所學校都會在學年
安排家⻑會，並通知家⻑/監護⼈可⽤的⽇期/時間。這種家庭和學校直接聯繫的⽅法最有利於分析和了解學⽣的
進步和發展。將提供⾯對⾯和虛擬��(Zoom)��會議的選項。當然，我們⿎勵學校和家庭之間的交流，只要有關於學⽣
進步的重要信息可以分享和討論。

學區測試信息：根據最近被重新通過的《每
個學⽣成功法案》(ESSA)��的聯邦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的規定，每個州都必須對��3��年級⾄��3��年級的所有兒
童進⾏基於標準的年度評估符合該州內容標準的��8��年級，評估學⽣在三個基本學習領域的批判性思維能
⼒：語⾔藝術素養、數學和科學（僅限��5��年級和��8��年級）。新澤西州現在為此⽬的使⽤��NJSLA（學⽣學習評估）。
對於⼀些殘疾學⽣，使⽤稱為動態學習地圖��(DLM)��的替代評估。此外，接受��ESL��服務的英語學習者將參加��Access��
for��ELLs��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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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家庭教育權利和隱私法案��
(FERPA)��(20��USC��§��1232g:��34��CFR��Part��99)��是保護學⽣教育記錄隱私的聯邦法律。該法律
適⽤於根據美國教育部的適⽤計劃獲得資⾦的所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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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地區信息：

•⽇間緊急情況；包括在上課時間（⼤約上午��7:30��-

請不要給學校打電話。保持學校線路暢通很重要。

學校緊急關閉：緊急關閉、延遲開學和提前緊急解僱將
通過��School��Messenger（解釋⾒上⽂）、Facebook��(facebook.com/gallowayschools)、推特（@gallowayschools），和學區
網站(www.gtps.k12.nj.us)。

另請注意：作為⼤雞蛋運輸聯盟的⼀部分，學區可以選擇要求延遲兩⼩時開學。如果您收到的通知表明延遲了兩⼩時，只需在您孩⼦通常
到公交⾞站報到的時間或您孩⼦通常步⾏或開⾞上學的時間上增加兩個⼩時。上課時間在正常放學時間結束，此時開學時間延遲。

FERPA��賦予家⻑/監護⼈有關其⼦⼥教育記錄的某些權利：��•��家⻑/監護⼈或符合條件的學⽣有權檢查和審查學
校保存的學⽣教育記錄。��•��家⻑/監護⼈或符合條件的學⽣有權要求學校更正他們認為不准確或具有誤導性的記錄。

下午��4��點��30��分）

正在進⾏的緊急情況的溝通將通過��School��Messenger��和/或學區網站和��Facebook��帳⼾進⾏。請向他們諮詢學區計劃和對學校、地⽅、
州和/或聯邦緊急情況的反應。

•⼀般信息；包括“好”消息（通常是晚間電話）和•��INCLEMENT��WEATHER電話，這些電話在收盤當
天早上⼤約��5:00��發送到您家。請注意，如果惡劣天氣即將來臨，您可能會在實際關閉前⼀天晚上接到電話。

學校信使：學校信使是⼀種通信
系統，它允許學監、校⻑或其他管理員通過電話、電⼦郵件和��SMS（⽂本）發送消息，這些消息會發送到每個學⽣的家庭。

我們使⽤該系統進⾏⽇常考勤、⼀般信息/公告，以及下雪天、公交⾞晚點等緊急情況。因此，為每個學⽣提供正確的聯繫電話
和電⼦郵件⾮常重要。為了幫助您向我們提供正確的信息，我們要求您提供以下電話號碼：

在學年期間，您可能會接到多個這樣的電話，這些電話僅供您參考。如果接到電話後，您需要進⼀步澄清，請致電您孩⼦的學校。

注意：您可以隨時通過向我們的學區短代碼發送“是”或“Y”字樣來選擇接收學區的短信通知：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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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任⼀地點獲取您的選⺠登記申請：��o��The��NJ��Division��of��Elections��(44��South��
Clinton��Avenue,��PO��Box��304,��Trenton,��NJ��08625)��o��The��Commission��of��Registration��(Historic��Court��
House��Complex,��5903��Main��Street,��Mays新澤西州蘭丁

08330)

打算或被指⽰全⽇製或⾮全⽇制在學校註冊��•��⽤於審計或評估⽬的的指定官員��
•��與學⽣經濟援助有關的相關⽅��•��為學校或代表學校進⾏某些研究的組織��•認證機
構��•��遵守司法命令或合法發出的傳票��•��發⽣健康和安全緊急情況時的適當學校官
員��•��州和地⽅當局，根據具體的州法律，設有少年司法系統

o��市政⽂員辦公室（300��East��Jimmie��Leeds��Road,��Galloway）��o��我們的網站
（www.gtps.k12.nj.us，點擊“Budget��Central”）

選舉⽇期前⾄少��30��天的縣居⺠。

•��如果您在海外服務、上⼤學或在選舉當天缺席，您可以選擇“郵寄投票”��（以前稱為“缺席投票”）。也可以在上⾯列出
的任何位置找到此應⽤程序。

•

•��對於任何註冊或尋求的學⽣，任何私⽴或公⽴⼩學或中學，
被當地教育機構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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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慣例通知：��2003��年��4��⽉��14��⽇，通過了《健
康信息患者隱私法》(HIPPA)。它適⽤於聯邦法規定義的所有受保護的健康信息。本通知描述了您和您孩⼦的醫療信息如何被使⽤和披
露，以及您如何訪問這些信息。請放⼼，您孩⼦的醫療信息是重要且保密的。我們的道德和政策要求對信息嚴格保密。

•��FERPA��允許學校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或在以下條件下向以下各⽅披露這些記錄：��•��具有合法教育利益的學校官員��•��學⽣轉學的其他學
校，包括與停學或停學有關的紀律記錄。

校董會選舉：每年，社區都會被邀請投票選

出下⼀學年的新校董會成員。這些選舉現在在11��⽉舉⾏，投票時間通常為上午��7:00��⾄晚上��9:00。我們⿎勵公眾通過參與董事會會
議、提問和在選舉中投票，成為我們決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您的⽀持使學區繼續保持“兒童和學習⾄上”的地位！

如需更多信息或技術幫助，您可以致電��(202)��260-3887。使⽤��TDD��的個⼈可以撥打聯邦信息中繼服務電話��1-800-877-8339。您也可以書⾯
形式聯繫他們：美國教育部家庭政策合規辦公室，400��Maryland��Avenue��SW,��Washington,��DC,��20202-5901

我們維護教育委員會的政策和法規以及學區協議，以確保您孩⼦個⼈信息的安全性和機密性。我們的建築物具有物理安全性、保護數據
庫的密碼和合規性審計。對信息的訪問僅限於那些需要它來執⾏⼯作的⼈。如需更多信息，請參閱張貼在學校護⼠辦公室的通知。

只有登記選⺠才能參加選舉。登記截⽌⽇期為選舉⽇期前⼆⼗⼀��(21)��天。要註冊，您必須是：��•��美國公⺠��•��在選舉之⽇⾄少年滿��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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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免費/減價狀態如何，都將免費向所有學⽣提供早餐。

該學區使⽤��RevTrak��進⾏��CCP��註冊/付款，可直接在此處訪問：��https://gtps.revtrak.net/child-care/。如有
更多問題或信息，請致電748-1250，x.��Todd��Loveland��先⽣。��1029，或訪問我們的網站：��http://www.gtps.k12.nj.us/
DISTRICT/childcare/child.html。

如需更多信息或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地區⾷品服務總監，電話��748-1250，分機。��5046，或訪問我們網站的新“⾷品服務”部分：��
http://www.gtps.k12.nj.us/foodservice/main.htm。

零⾷：學⽣將再次被允許在午餐期間購買零⾷。為了購買零⾷，學⽣必須將資⾦存⼊他們的午餐賬⼾，以便在銷售時隨⾝攜帶現⾦或
現⾦。僅限⼩學⽣：如果⽤現⾦⽀付，所提供的全部⾦額將添加到他們的膳⾷帳⼾中以供將來購買。

午餐費⽤為⼩學⽣��3.50��美元，中學⽣��3.75��美元。
但是，您的孩⼦可能有資格根據全國學校午餐計劃獲得免費或減免⾝份，請花時間填寫並提交申請。注意：從本學年開始，符合降低⾝
份的家庭將獲得免費膳⾷。可在學區網站上獲得申請，或直接在��PayPams��上https://paypams.com/�.請注意：我們現在使⽤的是
家庭/家庭應⽤程序。您只需為您家中就讀加洛⾱鎮公⽴學校的所有學⽣提交⼀份申請。如果您的收⼊發⽣變化，我們⿎勵您填寫新表
格。如果您在完成申請時需要幫助，請聯繫地區⾷品服務總監，電話：748-1250，x.��5046.��您提供的信息是私密的。更新您的資格狀態
也直接影響您參與提供額外⾷品援助的額外聯邦/州計劃。免費/減餐的學區總數也影響聯邦和州援助。

學前和放學後托兒計劃：加洛⾱鎮教育委員會為在我們學區註冊的所有⼩
學⽣提供托兒計劃��(CCP)。��PreK-6��年級的孩⼦可以參加課前和課後課程。從早上��7��點��15��分到開學，您孩⼦的學校提供課前課程，
每位兒童每天��6.00��美元（波莫納學前班學⽣每天��10��美元/每名兒童）。您孩⼦學校的課後活動從放學到下午��6:00��開始，每位孩⼦
每天��10.00��美元。我們還在⼀些提前放學的⽇⼦提供課後活動，這在學校⽇曆/網站上有說明。您必須在該計劃中註冊才能參加。為每
個孩⼦提供零⾷，或者您的孩⼦可以從家裡帶零⾷/飲料（特別是如果您的孩⼦患有過敏症）。

托兒計劃為⼯作⼈員提供家庭作業和學習概念⽅⾯的幫助（⽽⾮輔導）。此外，還提供娛樂活動 例如藝術項⽬、有組織的遊戲和
社區服務項⽬ 孩⼦們有很多機會與同齡⼈交往。所有兒童都必須註冊才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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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服務：在��
2022-2023��學年，加洛⾱學校將再次參加全國學校午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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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鎮教育基⾦會：教育基⾦會是⼀群社區
成員，他們通過授予贈款、為學區購買⼟地、為學⽣購買技術和其他材料、⽀持
學區倡議等，為我們的學⽣和教師提供教育機會。教育基⾦會全年舉辦籌款活動，
如秋季⾼爾夫錦標賽和設計師錢包賓果遊戲，以及與��GFSA��和��GTEA��合作的��Color��
Run。此外，基⾦會還在年度“年度⼈物晚宴”上向教育⼯作者和社區成員致敬。

我們的⼤區家庭

加洛⾱鎮教育委員會��教育委員會邀請公眾參與他們孩⼦的教育。我們⿎勵家
⻑和社區成員參加��BOE��會議，提出建議、分享意⾒並加⼊我們，因為我們認可員⼯和學⽣在整個學年中的成就（單擊學區主⾴上的“教
育委員會”按鈕）。

您通過在��11��⽉的學校董事會選舉中投票來決定誰擔任這些職位。您可以下載表格、查看投票地點並在線了解更多信息。前往學區網站並點擊“Budget��
Central”開始搜索。

詹姆斯外邦⼈

教育委員會：��Suzette��Carmen、
Richard��Dase��校⻑、Madeline��

Avery��副校⻑、Ebenezer��Bilewu��博
⼠

雪莉·帕⾨特博⼠

Alexa��Beshara-Blauth��博⼠

GFSA（加洛⾱家庭學校協會）：加洛⾱家庭學校協會��(GFSA)��是在每所學校運作的整個��FSA��
團體的名稱。這些家⻑志願者會抽出時間安排書展、糖果銷售和其他籌款活動。他們還為學校購買特殊物品，如標誌、遊樂場設備和組裝程序。��
FSA��⼀直在尋找志願者。您可以通過訪問您孩⼦的學校網站了解有關每所學校的��FSA��的更多信息。

董事會成員擔任這個當選職位三年，之後他們可以競選連任董事會成員。

⾙琳達切斯特
蘇珊科爾蓋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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