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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
學區間出席手冊
介紹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學生服務辦公室準備這份手冊，提供想要申請學區間轉學
（Inter-District Transfer，以下簡稱 IDT）的學生以及/或家長/監護所需的方向與訊息。
這份手冊是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校董會對於獲准 IDT 以及遭到否決的 IDT 接下來
上訴程序的官方程序。
配合委員會政策以及行政規範（Board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校董會只
會考慮批准 IDT 如果給予迫切的理由指出如果該學生持續就讀住家所在地學校，其教育
會有負面的影響。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保證對於所有 IDT 申請採取客觀的檢視以及考慮，並且建立一
套上訴程序讓家長/監護人最初的申請遭到否決時，有機會在 IDT 上訴委員會面前爭取。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運用 IDT 委員會檢視遭到否決的 IDT 的上訴申請。IDT 上訴委
員會包含三位或以上行政人員或行政指定代表人員，他們熟悉學區的 IDT 政策與程序。
IDT 上訴委員會只有在相信「有迫切理由顯示如果學生繼續留在住家所在學區就讀，學

生的教育會受到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有權建議校董會贊成或否決上訴。在 IDT 上 訴聽證
會完成時，委員會會對校董會提出建議。校董會會檢視該建議並且做出通過或拒絕上訴
的決定。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 IDT 政策與程序是根據加州教育法規第 46600-46611 節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Sections 46600-46611）針對學區間出席運算（inter-district
attendance computation）、學區間出席同意、以及學區間出席上訴的規定，以及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政策與行政規範、校董會政策 5117 以及行政規範 5117 。學生以
及/或家長/監護人有權在學區檢視學生的記錄，也有權在自費的情況下尋求律師的諮詢與
服務。

申請學區間轉學（Inter-District Transfer，簡稱 IDT）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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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日間學校、暑期學校、成人學校、以及特殊教育課程的 IDT 申請由住家所在學區
進行。住家所在學區有責任展開有必要的申請調查，如果該申請獲准，著手該申請的程
序，同時將獲准的 IDT 同意書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出席與福利辦公室。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以督學的指定代表的身分檢視並且同意/否決所有 IDT 的申請。對於
非特殊教育學生，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有權同意/否決所有 IDT 申請。在同意接受個別教
育計劃（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簡稱 IEP）學生之前，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詢問
特殊教育主任。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檢視 IDT 申請確保該申請符合學區校董會政策與行政規範（BP
1117）准予轉學的規定：
1. 達到學生特殊心理與生理的健康需求，該需求有醫生、學校心理學家、或其他適
當的學校人員出具證明。(cf. 6159 – 個別教育計劃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2. 學生的兄弟姐妹就讀申請轉往的學區，以避免家庭成員分區就讀。
3. 如果該學生的家長/監護人在學期的最後九週搬離學區，學生可以於原本的學區
完成該學期的學業。學期結束時，學生要於新的住家所在學區登記。
4. 讓高中應屆畢業生就讀於十一年級時所就讀的學校，即使他們家於學生十一年級
第二學期的倒數第九週後搬離學區。學生一定要合格並且可以順利畢業。
5. 當家長/監護人提出書面證據證明該家庭會於六週內搬進該學區，並且希望學生
開始於該學區就讀。提出 IDT 申請時，家庭必須提供公證文件，來自僱主的住宅
信件、或是租賃同意書。
6. 當家庭計劃於學期間搬家並且希望在預期的搬家前，讓學生進入新的學區就讀。
這樣的情況要根據督學或指定代表設定的規範進行驗證。
7. 如果時間是在一學期的最後九週，學校可以建議為學生著想延後轉學到所變更的
學區。學生要於學期結束前到住家所在的新學區登記。
8. 如果是由學校出席檢視委員會（School Attendance Review Board，簡稱 SARB）
或是郡兒童福利單位、緩刑單位或社福單位建議，因為登記有案的嚴重家庭或社區
問題，不建議該學生就讀住家所在學區。(cf. 5113.1 – 曠課 Tru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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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自動否決 IDT 申請，如果學校考慮開除該學生、或該學生已被開
除。在這種情況下的學生，當開除程序未決或於開除期間，不能就被否決的 IDT 申請提
出上訴。(教育法規 Education Code 46601)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在收到 IDT 申請十天內告知家長該申請獲准或遭到否決。1 獲准的
IDT 同意遵守條款與細則，若沒有遵守，該許可可能遭撤回。所有 IDT 一年要更新一
次，驗證是否遵守許可的條款與細則。2 這些條款包括，但不受限於：
o

學生要維持 2.0 GPA (未加權) 或更高的成績。

o

學生要遵守學校/學區的出席政策。如果學生在加州教育法規（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的定義之下為曠課生，IDT 同意書會立即被撤回。
o

學生要遵守學校/學區的學生行為規範（Student Code of Conduct）。如果學生於單一學年

累積超過五天的留校察看以及/或犯下會遭到開除的不良行為，IDT 同意書會被撤回。

學生在獲准的 IDT 同意書之下進入學區，學區會斟酌情況安排學生就讀於不受影響的學
校。一旦進入該學校，即使學校後來受到影響，學生有權持續於所分配的學校就讀。因為
IDT 進入該學校的學生沒有資格參與學區的學區內轉學申請計劃。
如果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否決某個 IDT 的申請，該學生的家長/監護人可以提出在學區
IDT 上訴委員會前進行上訴的要求。

遭到否決的 IDT 要求上訴時間表
學生服務辦公室會在收到 IDT 申請十天內通知家庭，參照附錄 A-1 的日期。如果 IDT 申
請獲准，學生要於獲准起五個上學日內或是學年開始五天內到申請的學區登記。
如果 IDT 遭到否決，家庭要於該初次申請被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否決起十天內要求上
訴。收到上訴要求後，學生服務辦公室會安排時間讓學生以及家長/監護人於 IDT 上訴委
員會面前申訴。時間表參照附錄 A-1。

1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申請通知要參考附錄 A-1 的時間表。

2

即將升上十一年級以及十二年級畢業生的 IDT 會主動更新，如果該學生前一年合格。

3

一個家庭如何要求學區間轉學上訴聽證？
上訴程序從完整填寫並提交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表格。IDT 上訴手冊（IDT Appeal Handbook）

有這個表格，學區網站也有，網址為 www.smuhsd.org。這個表格一定要完整填寫、簽
名，並與支持文件在限定的時間內一併繳回。(參考附錄 A-2)
我們鼓勵家長/監護人在完成表格前詳細閱讀 IDT 上訴手冊。您完整的上訴表格應該有：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上訴理由」以及額外文件與轉學申請理由相關。
 任何與住家所在學區與轉學申請相關的文件。以及
 任何其它與轉學申請相關的文件。
 成績單 和出勤記錄
上訴的理由要跟 IDT 原本申請的理由一樣。如果上訴的理由相當不同，學生以及家長/監
護人會被要求重新向住家所在學區提出 IDT。
如果您對完整填寫表格有任何疑問，我們鼓勵您與學生服務辦公室聯絡。聯絡訊息參考手
冊附錄 A-1。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 (IDT) form）與支持文件可以親自送到或寄到下列地址。

Office of Student Services
San Mateo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650 N Delaware St
San Mateo, CA 94401
上訴有效日期是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學生服務辦公室收到完整填寫並有簽名的表格當
日。3

3

如果 IDT 申請寄出，開始的日期會是學生服務辦公室收到文件那天，不是文件寄出當天。

4

如果要求 IDT 上訴延遲？
沒有在規定時間內提出上訴會導致上訴被拒除非家長/監護人能提出「正當理由」。「正
當理由」的解釋要與上訴一併提出。所謂「正當理由」，舉例來說，家長/監護人於規定
時間內寄出上訴申請，但是文件被郵局弄丟了。

IDT 上訴聽證的要求如何進行？
第一步：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驗證訊息
在收到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 (IDT)）與支持文件後，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檢視所有文

件。主任會驗證訊息，如果有必要，可以要求額外文件。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檢查該學
生是否面臨退學或其它懲處。如果學生面臨被退學或目前處於退學狀態，家長不能針對遭
到否決的 IDT 提出上訴 4。誤導以及/或變造資料會導致上訴被拒。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
檢視申請，以便決定所有的時間符合規定。
學生服務辦公室可以與家長聯絡，以便：
1. 解釋您的權利以及上訴的程序。
2. 要求額外的文件以便協助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做決定。

第二步：訂出聽證會日期
如果書面上訴表格完整並恰當填寫完成，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根據附錄 A-1 的時間
表，在學區間轉學上訴聽證委員會的行事曆上安排聽證。

第三步：聽證會日期通知
學生服務辦公室會以書面通知家長上訴聽證會的日期、時間與地點。通常這個通知至少會
於聽證會召開十天前寄出。如果有特定狀況，在家長/監護人的同意之下，通知會於不到
十天內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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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教育法規第 46601(e)節（CA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6601(e)）

5

準備學區間上訴聽證
提出書面聲明很重要
我們鼓勵家長/監護人在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能包括書面聲明。家長/監護人可以自費請律

師或其他聲援者準備上訴聽證的書面說明。這個表格與額外文件要先交給學生服務辦公室
主任，才會安排 IDT 上訴聽證會。額外的文件可以在最初申請後提出，但最晚要要在排
定日期聽證會前五天提出。額外的文件可以寄給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地址請見第四頁以
及附錄 A1。

將文件附在上訴表格
適當的文件對上訴有幫助。證據如果以書面提出更有效。證據要與手邊的議題相關，而且
是那種「合理的人在面對嚴肅事件時可以信任的」。如果書面聲明中提到的文件沒有附在
在最初的 IDT 上訴表格，家長/監護人有責任確保於聽證會召開時，將這些文件提供給
IDT 聽證委員會檢視。
支持 IDT 上訴的文件要支持上訴表格中「迫切的理由」。很重要的是要檢視相關因素是
否可以支持「迫切的理由」，並且確保文件支持這項立場。這些文件可以包括，但不受限
於醫生、教育工作者、心理學家等的專業建議。

所提供文件的隱私
有許多法律保護釋出保密文件。舉例針對學生紀錄的隱私與保密有特定的法律 5。針對少
年法庭以及醫療紀錄的保密也有法律可循。如果家長/監護人希望 IDT 上訴委員會以及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將保密資料列入考慮，我們鼓勵您尋求法律協商。

多重上訴
有多重上訴的家庭，聽證會可能會分開或合併舉行。如果家長/監護人決定要合併舉行，
IDT 聽證委員會還是會針對每個學生分別提出建議。

5

請參考加州教育法規第 49060 節以及下列等（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9060, et seq）

6

聽證會上的法律聲援者（Legal Advocate）
雖然 IDT 上訴聽證會並非正式的聽證會，家長/監護人可以帶律師或法律聲援者出席聽證
會。任何律師費用要由家長/監護人自費。家長/監護人如果要由律師代表，至少要於聽證
會召開前五天通知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

簡要的口頭報告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主要以家長/監護人在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
（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以及支持文件中提出
的書面資料為主。家長/監護人要準備回答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於聽證會期間所問的所有
問題。家長/監護人會有機會進行簡要的口頭報告，將焦點集中在他/她認為的校董會政策
中決定 IDT 上訴的相關因素。如果與上訴個案相關，家長/監護人可以找證人出席或由證
人代表他們提出聲明。家長/監護人有責任確保證人有所準備，可以進行簡要的報告，而
且他們提供的資料與校董會政策下委員會要考慮的因素有關。

IDT 上訴委員會會考慮哪些因素？
在討論與協議一樁上訴個案時，IDT 上訴委員會會考慮家長/監護人對轉學的要求及理
由。家長/監護人有權提供證據支持該要求。家長/監護人誤導以及/或變造資料會導致申請
自動被拒。

可能支持上訴成功的因素
(1) 即便家長/監護人遷居，學生渴望留在目前就讀的學校好平衡該學期或學年。學
生的渴望可基於他/她期望於學期或學年結束時，從目前就讀的學校畢業，或是
在剩餘的學期或學年需要持續接受所受的教育。這樣的書面證明可包括但不受
限於學生的成績影本、出席紀錄、以及/或懲處檔案。
(2) 學生計劃在不久之後搬進新的學區並開始在該學區就學。學生以及家長/監護人
要提出書面證明他們搬到新學區的計劃。這樣的書面證明可包括但不受限於租
賃同意書、購買新屋的合約、或類似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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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接受學生的兄弟姐妹於該學年就讀本學區，卻要求學生
就讀不同學區，這樣會對家庭帶來不便。學生以及家長/監護人要提出兄弟姐妹
登記入學的書面文件，並且根據照顧孩童的需要、交通問題、就職地點、或其
它重要因素，證明這樣的安排會造成不便。重要注意事項：登記就讀某個小學
學區是在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學區範圍內並不 構成 IDT 進入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理由。
(4) 學生的身心健康會受到嚴重負面影響如果繼續留在住家所在學區就讀。學生的
身心健康問題要由與學生有專業關係的合格醫學或行為專家提出書面聲明支
持。家庭可以遞交釋出資料（Release of Information）的要求，讓 IDT 上訴委員
會或其它學區職員檢視文件。
(5) 對學生的健康或安全會有實質的危險如果繼續留在住家所在學校就讀。學生的
健康或安全面臨的危險要由合格的醫學專家的書面聲明、警方報告、學校紀
錄、或其它文件支持。
(6) 學生是霸凌行為的受害者。學生由住家所在學區或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教
職員確認為霸凌行為的受害者，霸凌者是住家所在學區的學生。這樣的情況
下，如果學生以及家長/監護人可以證明他們在住家所在學區內已經試過所有可
能的解決方案，IDT 可能獲准。學生以及/或家長/監護人要具體陳述例外或特別
的情況種類、對學生的影響，以及提出任何支持這項聲明的相關證據。
霸凌根據加州教育法規第 48900(r)節（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 section
48900(r)）的定義為「任何嚴重或具滲透性的身體或言語或行為，包括以書面傳
達、或由一個同學或一個團體針對另一個或多個同學，這樣的行為已經或可以
合理預測會帶來下列一個或多個影響：
A) 讓理性的學生害怕他或他們個人或持有物會受到傷害;
B) 導致理性的學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具體有害的影響;
C) 導致理性的學生的學業表現受到具體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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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導致理性的學生在參與或受惠由學校提供的服務、活動、或特權的能力受到
具體干擾。」
「電子行為」表示訊息的傳達方式，包括但不受限於由電子工具傳送訊息、簡
訊、聲音、或影像、或在社群網站、網路公告。電子工具包括但不受限於電
話、無線電話或其它無線溝通工具、電腦、或呼叫器。
「理性的學生」包括但不受限於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以他或她的年紀、或以他
或她的年紀以及其特別需要可以處理一般的事務、具有一般的技巧與行為的判
斷力。
(7) 住家所在學區沒有提供九到十二年級某個特別或特定的學區學業計劃或服務。
而且基於特殊原因，該課程對學生的教育很重要。 學業計劃是指七到十二年級
的單一科目或相關科目的一系列課程，該課程的時間超過一年。
(8) 有需要改變學生的社交環境，由類似學校出席檢視委員會、州兒童福利單位、
以及/或社會服務單位這樣的青少年執法單位的人員建議。書面的文件要由社會
服務單位/人員或執法單位/人員提供，說明根據登記有案的嚴重家庭或社區議
題，不建議學生留在住家所在學校。
(9) 如果要求學生在住家所在學校就讀，對於監護該學生的個人的時間以及/或花費
會帶來嚴重以及可證明的不便。家長/監護人要提出任何相關證明支持其立場。
(10) 如果要求學生在住家所在學校就讀，尋求上學前以及/或放學後的監護會帶來嚴
重及可證明的不便。家長/監護人要提出任何相關證據支持其立場，包括有簽名
及公證的書面聲明證明已經尋求過適當的監護。
(11) 其它例外或特別的情況支持如果要求學生在住家所在學區就讀，會對學生的課
業造成負面影響的「迫切理由」。家長/監護人要具體說明例外或特別的情況以
及其對學生的影響，並且提供任何相關證據支持其立場。

進行 IDT 上訴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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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 上訴委員會的目的是以公平及足夠非正式的方式鼓勵以公開對話，並以彼此了解的方
式進行該程序。聽證會也會以不需要特殊法律專家在場的方式進行，讓家庭有機會以公平
和完整的方式提出他們的上訴。加州教育法規提供如果家庭願意，可以自費請律師或聲援
者在聽證會上代表他們。聽證會會全程紀錄。
在上訴聽證會期間，學生、家長/監護人以及他們的證人、聲援者或律師會坐在 IDT 上訴
委員會前面的桌子。
上訴聽證會是以以下的程序進行：
(1) IDT 上訴委員會主席會要求介紹與會所有人。
(2)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指定代表會提出遭到否決的 IDT 申請的理由簡報。
(3) 家長/監護人以及/或學生、以及/或學生代表會提出上訴理由。
(4) IDT 上訴委員會成員會對參與聽證會的任何一方提出問題，如果有必要會與律
師協商。
(5) IDT 上訴委員會主席會中止聽證會。IDT 上訴委員會會檢視提出的證據，並且建
議贊成或否決該上訴。
(6)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準備 IDT 上訴委員會的建議並且將該建議轉交給校董會
進行考量與行動。

IDT 上訴聽證會結束時怎麼樣？
IDT 上訴聽證會之後，IDT 上訴委員會會立刻檢視提出的證據，並且建議贊成或否決該上
訴。學生服務辦公室代表會於聽證會後 48 小時內通知家長/監護人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
決定。
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準備給校董會檢視的檔案。該檔案包括 IDT 上訴聽證會、IDT 上
訴聽證委員會對於贊成或否決該上訴的理由，以及家庭提供所有文件的影本。該 IDT 上
訴會安排在校董會例行會議行事曆上，該檢視日期不能超過 IDT 上訴聽證會召開後三十
天。家長/監護人會於校董會會議五個上學日內收到校董會最後決議的書面通知。
10

如果校董會決定贊成該上訴，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要立刻聯絡家長/監護人安排登記進入
該學區。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斟酌學區的需要，分配學生到學區內的學校就讀。家長/
監護人對於這樣的安排沒有權利提出上訴。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與學生以及家長/監護
人見面檢視 IDT 同意書的條款，包括如果沒有遵守 IDT 同意書的條款，IDT 會遭撤回。
如果校董會決定否決該上訴，督學會寄給家長/監護人一封信，解釋 IDT 遭到拒絕的理
由。這封信也會包括如何對 San Mateo 郡教育辦公室提出上訴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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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資訊
所有回函要寄到: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
學生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Student Services
650 N Delaware St.
San Mateo, CA 94401
傳真: 650-762-0210
電話: 650-558-2256
電子郵件: czhou@smuhsd.org

2022-23 學年 – 重要日期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學生服務辦公室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起開始接受 2022-23 學年的 IDT 申
請，但是接受或拒絕 IDT 申請的檢視要等到 2022 年 4 月 4 日後。學生服務辦公室會於 2022 年
4 月 11 日開始通知家長/監護人申請的情況。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REQUEST TO APPEAL DENIAL OF
INTERDISTRICT TRANSFER）以及支持文件，學生服務辦公室要於以下時間內收到：


所有 IDT 上訴要求若於 2022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4 月 4 日之間提出
o IDT 上訴聽證會會於 2022 年 5 月召開
o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建議會於 2022 年 6 月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進
行考量



IDT 上訴要求若於 2022 年 4 月 4 日到 2022 年 5 月 13 日收到
o IDT 上訴聽證會會於 2022 年 6 月召開
o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建議會於 2022 年 8 月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進
行考量



IDT 上訴要求若於 2022 年 5 月 16 日到 2022 年 6 月 10 日收到
o IDT 上訴聽證會會於 2022 年 7 月召開
o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建議會於 2022 年 8 月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進行
考量



IDT 上訴要求若於 2022 年 6 月 13 日到 2022 年 7 月 15 日收到
o IDT 上訴聽證會會於 2022 年 8 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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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建議會於 2022 年 9 月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進
行考量


IDT 上訴要求若於 2022 年 7 月 18 日以後提出
o IDT 上訴聽證會會於 2022 年 9 月召開
o IDT 上訴聽證委員會的建議會於 2022 年 10 月轉交給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進
行考量

注意：學生服務辦公室對於所有於 2022 年 7 月 18 日以後收到的上訴要求，會更新 IDT 上訴聽
證委員會開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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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間轉學被拒上訴要求
(請以書寫體或打字填寫所有表格除了簽名之外)
注意：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 IDT 上訴委員會只能建議校董會贊成或否決該上訴。如果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
贊成該上訴，學生服務辦公室主任會斟酌學區的需要，分配學生就讀學區內的學校。家長/監護人對於這樣的安排沒有
權利提出上訴。如果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否決這樣的上訴，家長/監護人可以根據他們的政策向 San Mateo 郡
教育局提出上訴。

身分認定資料 – 家長/監護人
家長/監護人姓名 (上訴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屋主

住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租

在這個地址住了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
有沒有住在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內：

沒有

有

（如果有，列出之前的地址）

之前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從 _____________ 到 ______________ (填入日期)
住家學校學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電話：

住家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律師 (如果有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額外資料 – 學生
學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紀： ____ 年級： ____ 目前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

額外資料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學區間轉學申請
最初對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提出學區間轉學申請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區間轉學申請被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拒絕的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這位學生第一年提出學區間轉學申請：

是

否

如果回答“否”，請回答以下問題：

A. 寫下申請獲准的第一個學年： _________ (學年，例如 2022-2023 學年)
B. 學生獲准第一學年的年級：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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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轉學從 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家學區) 到 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求學區)
D. 學區間轉學獲准第一學年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從第一學年起，家長是否每年都提出新的學區間轉學申請？
否

是

額外資料 – 其他兄弟姐妹
請提供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資料： (空格不夠可寫在另外一張紙上)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紀：____ 就讀的學校/學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紀：____ 就讀的學校/學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的基礎
建議：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的校董會政策 5117 特別指出：「學區校董會只有在迫切的理由下才會考慮學

區間轉學申請，該理由顯示如果學生繼續留在住家所在學校就讀，其教育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的理由 [注意：沒有完整陳述理由，上訴要求不會被接受。參見 San Mateo 聯
合高中學區上訴手冊 A 章第 6 到 8 頁 - 「學區間轉學申請獲准的迫切理由有哪些具體化的因素」。請就您的
情況參考第一到十一項的因素。如果以下的空間不夠，請寫在額外的紙張上。
因素______ 額外訊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素______ 額外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份「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求上訴表格」請附上以下附件：
(1) 如上所述，因表格空間不夠，以額外紙張陳述與轉學申請相關的理由，與「遭到否決的學區間轉學要
求上訴理由」一併提出
(2) 針對您的申請，任何您住家學區的文件
(3) 您相信與您的申請相關的任何其它文件
A-4

家長/監護人證明
我在此證明：(1) 我在這份表格以及附件文件中提供的所有資料都是我所知範圍內真實與正確的資料，而且
(2) 如果 IDT 獲准，學生要遵守 IDT 同意書的條款，而且學區會自行斟酌分配學生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提出上訴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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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政策手冊 San Mateo 聯合高中學區
列印時間：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1:33

第 5117 號行政規範：跨學區上學

狀態：已採納

初始採納日期：2019 年 8 月 8 日 | 最後修改日期：2020 年 4 月 2 日 | 最後審核日期：2020 年 4
月2日

跨學區上學協議和許可
根據學區管理委員會和另一個學區委員會之間達成的協議，雙方學區批准後即可發放允許在一
個學區註冊的學生前往另一個學區上學的許可。
學區應在其網站上公佈請求跨學區轉學許可的程式和期限，包括轉至「BP 5117 - Interdistrict
Attendance」的連結。公佈的資訊應包括但不限於：（《教育法》第 46600.1 和 46600.1 條）
1. 學區將開始接收和處理針對下一學年的跨學區轉學申請的日期
2. 學區可能批准或拒絕申請的原因，以及必須作為支援性證據共同提交的任何資訊或文檔
3. 如果適用，可以在學區做出最終決策前就學區拒絕申請提出申訴的流程和期限
4. 父母/監護人若未能滿足學區規定的期限，則將被視為放棄申請的聲明
5. 處理申請的適用期限，包括下列聲明：
a. 對於在請求轉學所在的學年內開始教學前不超過 15 個日曆日收到的跨學區轉學請求，學
區將在收到請求之日起 30 個日曆日內通知父母/監護人其最終決策。
b. 對於在請求轉學所在的學年內開始教學前 15 個日曆日以上收到的跨學區轉學請求，學區
會盡快將最終決策告知父母/監護人，但最晚不遲於該學年開始教學後的 14 個日曆日。
6. 現有的跨學區轉學許可可能被撤銷或廢除的情況
跨學區上學的優先權應給予經居住地所在學區或學生打算註冊的學區調查，依據《教育法》第
48900(r) 條被判定（經居住地所在學區學生施暴）為霸淩行為受害者的學生。（《教育法》第 46600
條）
學區應接收任何以霸淩行為受害者或父母/監護人是現役軍人身份為基礎而提出跨學區轉學申請的
學生，直至該學區已達到最大容納能力。學區應確保此類學生透過公正的流程入學，禁止詢問、評
估或考慮是否應基於學生的學業或運動成績、身體狀況、英語水準、家庭收入或是《教育法》第
220 條中規定的任何單獨特征來予以收錄，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種族或民族、性別、性別身份、性別
表達和移民身份。（《教育法》第 46600 條）
此外，學監或其指定人員可以根據協定規定，針對下列任何原因核准學生的跨學區入學許可：
1. 為滿足學生的保育需求，僅當學生的保育提供者在學區範圍內時
2. 為滿足經醫師、學校心理醫生或其他適當的學校工作人員證明的學生特殊的心裡或身體健康
需求
學生有兄弟姐妹在接納學生的學區上學，以避免將家庭成員的入學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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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學生的父母/監護人已在該學年搬離學區的情況下，為了允許此學生完成該學年的學習
4. 允許學生繼續待在將於該學年從小學、初中或高中畢業的班級
5. 允許高中畢業班學生在其作為初中生入學的學校讀書，即使該學生的家庭已在高三搬離
此學區
6. 父母/監護人提供書面證明，表明家庭將在不遠的將來搬入該學區並想讓學生在此學區開
始本學年的學習
7. 學生將搬離本學區居住一年或更短時間
8. 在有記錄可循的、使得學生入讀居住地所在的學校極不明智的嚴重家庭或社區問題案件中，
經學校入學審查委員會或縣兒童幸福、緩刑或社會服務機構工作人員建議
9.

學生對居住地所在學區未提供的特定教育計劃有合理的興趣

10. 因個人和社會調整原因，提供學校環境的變化
學監或其指定人員可以因學區資源有限、相關年級的學校設施過於擁擠或其他非武斷的考量拒絕跨
學區上學許可申請。然而，一旦學生入學，學區就不得因相關年級的設施過於擁擠而拒絕學生繼續
上學。
如果轉學申請所針對的學年在收到本申請之日的 15 個日曆日內開始，則學監或其指定人員將在收
到申請的 30 個日曆日內告知父母/監護人最終決策。如果轉學申請所針對的學年在收到本申請之日
的 15 個日曆日後開始，則父母/監護人會被盡快告知最終決策，最晚不超過該學年教學開始後的 14
個日曆日。（《教育法》第 46600.2 條）
如果學生的跨學區轉學申請遭拒，學監或其指定人員應以書面形式告知父母/監護人，其有權在收到
最終拒絕決策起 30 個日曆日內向縣教育委員會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提出申訴。（《教育法》第
46600.2 條）
提供給父母/監護人的有關學區對任何跨學區轉學申請之決策的所有通知都應符合《教育法》第
48985 條的翻譯要求，並且可以透過普通郵件、電子形式（如果父母/監護人提供了電子郵件地址）
或父母/監護人通常用來書面溝通的其他形式提供給父母/監護人。（《教育法》第 46600.2 條）
如果兩個學區的決策或縣教育委員會對於申訴的決策未定，則學監或其指定人員可以臨時接納居住
在另一學區的學生不超過兩個教學月，前提是該學區是學生打算註冊的學區如果兩個教學月結束後
仍未得到決策，並且兩個學區或縣教育委員會仍在規定期限內營運，則學生不得繼續入讀其被臨時
收錄的學區內學校。（《教育法》第 46603 條）
被考慮驅逐或是已被驅逐的學生不得在驅逐訴訟未決或在驅逐期內就跨學區上學申請遭拒或撤銷而
提出申訴。（《教育法》第 46601 條）
學校在基於跨學區上學許可收錄學生後，不得要求其重新申請跨學區轉學，並應允許其繼續在註冊
的學校上學，除非跨學區上學協議中另行規定了重新申請標準。現有的跨學區上學許可不得在學生
讀完 10 年級後的 6 月 30 日後，或針對下一學年即將入讀 11 或 12 年級的學生撤銷。（《教育法》第
466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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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選擇學區計劃的轉學流程應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適用的表格、轉學期限和選擇流程說明，這些流
程應公佈在學區網站上。（《教育法》第 48301 條）
父母/監護人應在學生申請轉入學年的上一學年的 1 月 1 日前向學區辦公室提交跨學區上學申請。經
學區和學生居住地所在學區協商一致，可以不強制執行申請截止日期。（《教育法》第 48308 條）
申請截止日期不應適用於在學生與之同住的父母/監護人於提交此申請前的 90 天內應招入伍或被軍隊
重新安置的情況下提交的轉學申請。（《教育法》第 48308 條）
針對專業學校或計劃的任何現有入學標準應統一適用於所有申請者。（《教育法》第 48305 條）
如果轉學需要學區建立新的計劃來服務該學生，則學區可能會依據選擇學區計劃拒絕轉入學區的申
請，但學區不得拒絕殘疾學生或英語學習者的轉學申請。（《教育法》第 48303 條）
當轉學申請數目超過受託管理委員會每年確定的可以接收的跨學區轉學人數後，接收的轉學生應在
請求轉學所在學年的上一學年的 2 月 15 日前於定期委員會會議上以公開隨機抽籤方式選擇。
（《教育法》第 48301 條）
依據選擇學區計劃，轉學的優先權應按照如下方式給予：（《教育法》第 48306 條）
1. 第一優先權應給予已經在本學區就讀之學生的兄弟姐妹。
2. 第二優先權應給予符合免費或減費校餐條件的學生。
3. 第三優先權應給予軍人子女。
學監或其指定人員應在學生請求轉入學年的上一學年的 2 月 15 日或之前以書面形式通知父母/監護
人其申請是否獲得臨時接受、拒絕，或是學生在等候清單上的位置。（《教育法》第 48308 條）
如果學生的轉學申請獲得接受，學監或其指定人員應在學生請求轉入學年的上一個學年的 2 月 15
日或之前通知學生居住地所在的學區。（《教育法》第 48308 條）
學區收錄的轉學生人數，應按學校和年級劃分於 2 月 15 日或之前報告給學生居住地所在學區。
（《教育法》第 48308 條）
如果學生的申請遭拒，則學監或其指定人員應告知學生的父母/監護人請求轉學的學生數目已超過
學區的容納能力並且學生在隨機抽籤中未被選中。此類決定應準確記錄在制定該決策的董事會的會
議記錄中。（《教育法》第 48308 條）
對於在提交此申請前的 90 天內其父母/監護人被部隊重新安置的學生，學區應在收到申請的 90 天
內做出接受或拒絕申請的最終決策。如果學生申請於學年開始前的 90 天內提交，則學區應在學年
開始前接受或拒絕申請。申請被接受後，學生可立即在學區內學校註冊。（《教育法》第 48308
條）
在學生請求轉入學年的上一學年的 5 月 1 日前，可以利用等候清單填補學位空缺。（《教育法》第
48308 條）
透過選擇計劃註冊報名的最終學生人數，應按照學校和年級劃分並連同學生姓名於 5 月 2 日或之前
提交至學生居住地所在學區。（《教育法》第 4830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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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選擇學區計劃被收錄入學的學生被視為已根據《教育法》第 48204 條滿足了學區的居住地要求。
（《教育法》第 48301 條）
轉學生的最終收錄適用期為一學年並且應每年自動更新，除非委員會採納了決議，退出參與本計
劃並不再收錄其他學區的轉學生。（《教育法》第 48308 條）
即使學區退出參與本計劃，在董事會的退出決議前已經入學或已收到學區收錄通知的學生應被准許
入讀該學區，並且已被接收的高中學生可以繼續在此學區的學校讀書，直至高中畢業。（《教育
法》第 48307 和 48308 條）
學區可以接受學生之前就讀的任何學區提供的任何已完成作業、出勤及其他學業成績，並且可以
根據本學區對學生的學業成績評估給予學生以學術地位。（《教育法》第 48309 條）
依據《教育法》第 48918 條，如果學生被建議驅逐，則學區可撤銷學生的入學註冊。（《教育法》
第 48309 條）
轉出學區
在學生打算註冊的學區已批准轉學申請的前提下，父母/監護人為現役軍人身份的學生不得被禁止轉
出學區。（《教育法》第 46600 和 48307 條）
根據《教育法》第 46600 條的規定，如果學區無法為霸淩行為受害者的學生提供跨學區轉學並且學
生打算註冊的學區批准了轉學申請，則不應禁止學生轉出該學區。（《教育法》第 46600 條）
在下列任何情況下，學區可以限制轉出本學區並轉入所選的學區：（《教育法》第 48307 條）
1. 根據學區的平均每日出勤情況，轉出本學區並轉入所選學區的學生數目已達到《教育法》第
48307 條規定的限額。
2. 縣學監單純因學生轉出本學區並轉入其所選學區而給予本學區負面預算認證或決定本學區下
一個財政年度將不再滿足本州標準及財政穩定性標準。
3. 委員會判定學生轉出會對下列任何內容造成負面影響：（《教育法》第 48307 條）
a. 法院命令的廢除種族歧視計劃
b. 符合《加州憲法》第 1 條第 31 節規定的資源廢除種族隔離
計劃
c. 符合《加州憲法》第 1 條第 31 節規定的學區種族和民族平衡
政策引用免責聲明：此類引用並不是政策本身的一部分，也不表示頒布此政策的委員會的基礎或授權。相反，我
們是為了對此政策主題感興趣的人士提供這些額外資源。

陳述引用

說明

《加州憲法》第 1 條第 31 節

在民族、性別、膚色、種族或原國籍的基礎上的
非歧視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0KVbaGNrEyhaRaN0U2Vm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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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第 41020 條

年度審計要求

《教育法》第 46600-46610 條

跨學區上學協議

教育法》第 48204 條

上學的居住地要求

《教育法》第 48300-48317 條

學生上學替代方案、選擇學區計劃

《教育法》第 48900 條

暫停或驅逐理由；霸淩的定義

《教育法》第 48915 條

驅逐；特殊情況

《教育法》第 48915.1 條

被驅逐的個人；於另一個學區註冊

《教育法》第 48918 條

管理驅逐程式的規則

《教育法》第 48980 條

學期開始通知

《教育法》第 48985 條

致使用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父母的通知

《教育法》第 52317 條

區域職業中心/計劃、學生註冊和跨學區
上學

《教育法》第 8151 條

學徒及跨學區上學協議的豁免情況

管理資源引用

說明

總檢察長意見

加州總檢察長第 84 號意見 198 (2001)

總檢察長意見

加州總檢察長第 87 號意見132 (2004)

法院決定

Crawford 對 Huntington Beach 聯合高中學區，(2002) 98 Cal.App.4th
1275

法院決定

Walnut Valley 聯合學區對洛杉磯縣高等法院，(2011) 192
Cal.App.4th 234

網站

加利福尼亞州教育部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os2jq5DcA2RawmY2VZ5FZQ==

網站

CSBA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W3QxkK2FPsDsQBnMIENxGg==

交叉引用

說明

1312.3

統一投訴程式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jKtGcYKUOJfso8fzzfipluscQ==

1312.3

統一投訴程式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lgK2dDNX38NrGeAJjz3bNw==

3460

財務報告與問責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JpCOFnIx1AfjnplusnUkI5uiw==

3460

財務報告與問責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IBNiZerqi36asTbEe5Arqw==

3540

交通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Q5TfPFvJcplusE5slshjnYaH62E
Q==

3540

交通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8pLctEQhyPq8uRdmJepvOg==

3541

交通路線和服務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VTjN9AcBQyT4yXUZkzRd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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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3

免費和減費校餐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AsP5dMTSgtBD9aplusDFJAI7g=
=

3553

免費和減費校餐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pWbvSE4RfoG0p35P4cASgw==

5020

父母權利和責任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K4KNk3ER8juWE9rcrHhY6A==

5020

父母權利和責任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QnpPkyNfjQeBslshezoCvhwBg=
=

5111

收錄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yDEMn6LJLgRn5AHsPavLFw==

5111

收錄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I9N7aVQJBEmoZlkGvsOTHw==

5111.1

學區內居住地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JPwVRMNWIJrOeZGEyITTsA==

5111.1

學區內居住地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CAMsvKU8p3plusRGPLR957MT
g==

5112.2

開除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l1bM1P56BW2ydI5pFLxNdA==

5113.1

長期缺席和逃學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Zf4uefcCmtkeiKUJKJyCbg==

5113.1

5113.12
5113.12

長期缺席和逃學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NuRclwSTFomJKqslshZqErXVQ=
=
學區內學校上學審查委員會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sQFTpZNGz06Dr5QLIAc8XQ==
學區內學校上學審查委員會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9xj28QyzYMislshJGuslsh1H6h9
w==

5116

上學分界線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zvU74yqdi1MRxnKcOvYkCA==

5116.1

學區內開放註冊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P1zM8Zeaa9GX6i6zAHzajw==

5116.1

學區內開放註冊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k3QnLrMKnAlvqSMWNplusATS
Q==

5119

學生被其他學區驅逐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VTAvuOfNPxBHNOXtx9kH1A==

5131.2

霸淩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r62xXFUHbIIl8JqY3Znqyg==

5131.2

霸淩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EwExcBSxE9HhFsSxFzHgyw=
=

5144.1

5144.1

暫停和驅逐/正當程式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EwXOhJGC8H8aoRbTplusn08cg
==
暫停和驅逐/正當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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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wbuM7iTzplusoKEPvGen1l5gg=
=
5145.6

5145.6-E(1)
5148

6146.3
6146.3

6173.1

6173.1
6173.2

7160

7160

9321

父母通知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HSplusI5EdimsQWlajjME8a1Q=
=
父母通知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Jr0p3f0tfpJWpEwcxhUE4Q==
兒童保育和發展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MA06VajCwpkM6dEEF1wOuw
==
學分的相互性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S5SKDy7muNRT0olUvrKpJA==
學分的相互性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FfCCMwx0axKwcVMUGj2u5w=
=
寄養青少年的教育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mAb7i9vjYWOs0ISJPYslshMvA=
=
寄養青少年的教育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GVgfgwlhtnl0YIEVPTmslshlw==
軍人家庭子女的教育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XUFmee6l6LCkf2MZWBnNbw=
=
特許學校設施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T4uM11nCLuOjpyznfX3plusmw
==
特許學校設施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mDXiHcfMy2JA4zqFslshNbI5w=
=
禁止旁聽的會議 —
https://simbli.eboardsolutions.com/SU/kPEIkRPiGWqPj7FmhiZ6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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