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ents/guardians seek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on pesticides and pesticide use reduction developed by the 

Department of Pesticide Regulation pursuant to 

California Food and Agricultural Code Section 

13184, can do so by accessing the Department’s 

website at www.cdpr.ca.gov.  

 

□ I would like to be pre-notified when a pesticide application is to take place at the school in addition to the 

annual notification of Approved Products. I understand that, except in emergencies, the notification will be 

provided at least 72 hours before the application.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and Education Code 49073 permits the 

Alhambr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to disclose 

appropriately designated “directory information”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unless you have advised the District you 

do not want your student’s directory information disclosed without your prior written consent. 

 
Do not release the name, address, or home phone number to the following agencies:  

  

 

 

 

/12
th

 Graders)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Your child may be photographed, videotaped and/or 

video recorded and for his/her name, image, likeness 

and voice to be used in Alhambr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approved photographs, videos, publications, 

news media and web pages.   

 

□ The student may not be photographed, interviewed, or filmed by members of the media. 

 

 

公佈學生名冊資料 

 

殺蟲劑通知的要求 

 

准許學生媒體發佈 

2014-2015 學年殺蟲劑，學生目錄和媒體發佈（請填充下列所有適用的格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請用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請用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如果學生在18歲以下）e age of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日日期 

 
 

學生學區編號 

 

學生生日 

 

 
 

 m m d d y y 

 

 

Grade 

 家長/監護人需要更多有關依據加州食品 

 和農藥管制法13184絛例由農藥管制部發 

展之殺蟲劑使用和減少殺蟲劑使用資料，可經由農藥管制部網站 www.cdpr.ca.gov 查詢。 
 

 家庭教育權與隱私法案 (FERPA) 和教育 

 法規第 49073 節允許阿罕布拉聯合學區 

未經書面同意透露適當被指定的 “名冊資料” ，除非你有通知學區，在未經您事先書面 

同意之前，您不希望透露學生的名冊資料。 

 

請不要將下列學生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發佈給以下機構: 

 

 除了每年一度批准使用產品通知以外，我想預先接獲在校設施使用殺蟲劑的通知。  

 我明白除非在緊急的情況下，校方應在使用殺蟲劑的七十二 (72) 小時之前提供此 

 通知。  

□ Alhambr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 家長教師協會(PTA) □ 美國軍隊 (只限高中11 年級和12 年級) 

□ 衛生署 □ 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  (只限高中11 年級和12 年級) 

□ 選舉工作人員 

 你的孩子可能被拍照，錄影和/或攝錄以 

 及他/她的名字，肖像和聲音將被使用在 

阿罕布拉聯合學區認可的照片，錄像，出版，新聞媒體和網頁上。 

 

 學生不可被媒體的成員拍照，採訪，或錄影。 

http://www.cdpr.ca.gov/


簽名及繳回: 電子收訊器學校使用登記表(行動電話) 

2014 – 2015 學年 

 

每個學校設施均應規定其電子收訊器於學校中的持有及使用規章。如果學生違反下列政策

將導致受到學校的紀律處份: 

 

根據教育委員會政策 5131.10淮許學生在校園中，上課期間，參加學校所舉辦的活動中均

可在不可干擾，影響教學活動的情況下，持有及使行動電話或其他電子收訊器。並且在

一般上學期間將其電子收訊器及其附件保持關機狀態。 

 

學生可在同意下列的條件下攜帶電子收訊器到學校或與學校相關的活動中: 

1. 家長簽署一份同意書並表示了解其規定條件。 

2. 向學區登記你所持有的電子收訊器。 

3. 禁止違法使用。 

 
在允許持有您的電子收訊器的情況下，阿罕布拉學區不對有關行動電話的遺失或他人的不當使用

行為負任何責任。家長和學生必須對有關其電子收訊器的失竊，遺失負完全責任。家長和學生每

學年必須重新填寫所有學生在上課期間，校園中及參加所有學校舉辦的活動中所持有電子收訊器

的使用申請表格。請簽名填寫簽名下列表格並繳回學校辦公室。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收訊器種類(行動電話，呼叫器，iPod (電子下載影/音器，互聯網裝置，等等):_______ 

每一項電子收訊器之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和學生同意書 

 

我們已閱讀並了解上述准許我的孩子在學校所屬之財產範圍中持有電子收訊器的相關條

件，並同意對相關此電子收訊器的遺失或他人的不當使用負完全責任。 

 

 

 

家長簽名:      日期     

 

 

學生簽名:      日期     
  



簽名及繳回: 電子資訊資源使用合約 

2014/2015 學年 

學生網路使用政策規定合約文件簽名 (本手冊第39至 42 頁) 

並繳回學校。 
 

 

學生 (7年級至12年級的學生必須於此簽名)。 

 

我了解並將遵守阿罕布拉聯合學區網路使用政策之規定和條件。我了解違反以上規定將可

能導致受到紀律處份，被取消使用網路的資格及適當的法律行動處理。我亦同意向老師報

告任何與網路濫用相關的使用行為。網路濫用有許多形式，譬如傳遞色情書畫，不道德或

非法的推銷行為，有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不當使用語言的措辭，及其他敘述於上的問

題。所有學區校規及其他行為標準中詳述的規定在我使用電子網路通訊時皆為適用。 

 

 

 

學生姓名 (請以正楷書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證#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 

 

學生必須持有閱讀過此合約的家長或監護人的簽名。身為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的身份，本

人閱讀過並且了解此手冊中之合約是為教育目的而設計的。我了解阿罕布拉聯合學區不可

能限制經由網路獲得的所有有爭議性的題材，本人認為學區不需要為此負任何責任。我並

且同意向我的孩子的老師或校長報告任何與網路濫用相關的使用行為。網路濫用有許多形

式，譬如傳遞色情書畫，不道德或非法的推銷行為，有關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不當使用

語言措辭，及其他敘述於上的問題。我願意負全責監督我的孩子在學校設施之外的網路使

用。並於此同意學校給予我的孩子一個網路使用的帳戶並證實本合約書上的資訊完全正

確。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請以正楷書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