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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蒙哥馬利郡教育委員會 

 
相關條目: ACA, ACF, ACF-RA, ACH, ACH-RA, COB-RA, COC-RA, COE-RA, COF-RA, 

COG-RA, EBA-RA, EBJ-RA, EBK-RA, ECC-RA, EEA-RA, EKA-RA, GKA-RA, IGN, 
IGO-RA, JFA, JFA-RA, JGA, JGA-RA, JGA-RB, JGA-RC, JGB-RA, JHC, JHC-RA, 
JHF, JHF-RA, JHG-RA, JPD, JPD-RB, 工會協議 

責任辦公室:  Chief Academic Officer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hief of School Support and Improvement 

 
 

學生福祉和學校安全 
 
A. 目的 

 
蒙郡教育委員會致力於為身處蒙郡公立學校(MCPS)物業中的所有人士的安全提供保

障, 並營造和維護安全、和平的學校和工作場所, 讓學生和教職員能夠傾盡全力、取

得好成績並不斷發展。 

 
無論其崗位或工作地點, 每一名 MCPS 工作人員都有責任在其各自的影響範圍內為

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協助營造安全、支持和包容的學校氛圍, 從而促進學校安全。

MCPS 工作人員將接受培訓, 以便能夠發現、預防和回應與安全和治安有關的事

宜。 

 
預備及與學校社區和地方機構及資源的公開交流是促進學校安全的關鍵因素。因此, 

教委會重視 MCPS 與其社區合作夥伴的關係, 包括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DHHS)、

提供和支持心理健康服務的其他機構、執法機關和負責公共安全的其他人員、以及

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協助營造和維護安全友善學習環境的其他社區服務組織和相關

人士。 

 
 

B. 問題 

 
應當為所有兒童提供安全育人的學校環境, 支持他們的身體、社交和心理健康。這

種安全育人的環境是促進所有學生學習機會的最基本條件。研究顯示, 安全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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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是建立在符合教委會核心價值(即學習、關係、尊重、優異和公平)的基礎

之上, 它確保所有學生都與至少一名負責任的成人建立積極的關係; 所有學生、家長

/監護人、老師和工作人員都受到尊重; 學校社區的多元化被完全接受; 所有學生的

家人和更廣大的社區都參與支持學生獲得成功。 

 
實現這些目標的責任擴大到廣大社區, 包括每一級政府、公共安全機關、社區服務

組織、私人機構、家庭和學生。 

 
C. 立場 

 
1. 促進積極正面的學校風氣 

 
a) 根據委員會政策 JPG, 健康: 身體和營養教育的規定, MCPS 承諾營造促

進和保護學生健康和福祉的校園文化。每一所 MCPS 學校都應當爭取

營造一種校園文化, 不僅提供最優化的學習環境, 還能促進- 

 
(1) 建立具有文化回應性的關係;  

 
(2) 學生和教職員的心理和情緒健康; 

  
(3) 創傷通報操作;  

 
(4) 恢復性操作;  

 
(5) 身體健康和福祉; 以及 

 
(6) 積極人格的培養和同理心。   

 
b) MCPS 應當在學區內的各所學校制定和推行有效的預防和早期介入計

畫, 並且應當適合學生的年齡並根據學生的情況有所調整。 

 
c) 學校工作人員應當– 

 
(1) 啟動一體化的教學方法和處分回應, 支持教與學、培養積極行

為、並體現與教委會政策 JGA, 學生紀律一致的恢復性處分理

念, 並   

(2) 推行有效的課堂管理方法, 營造積極的課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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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CPS 應當採用連續的行為介入措施, 包括使用適當的降級方法和技

巧來維持有助學習和支持學業成果的積極環境。營造積極的學校文

化、恰當回應學生的行為和提供適當的成人監督—這些在課堂外也必

須是同等重要的優先事項, 尤其是在午餐期間、學生在課堂之間的轉

換、在他們使用衛生間和其他少有人去的封閉空間時、在校車上、以

及由學校在校內外和課前課後主辦的活動中。   

 
e) MCPS 課程大綱應當包括安全和預防受傷的學習單元, 並輔以其他有

關學校安全和學生身體、社交和心理健康的學區和本校計畫。 

 
2. 負責制 

 
a) MCPS 應當使用各種指標(包括學生、工作人員和社區的意見)來評估

有關學校安全和學生社交和心理健康的現有的預防和早期介入計畫, 

以確保這些計畫的有效性。 

 
b) MCPS 應當建立事件報告管理系統, 用來報告健康、安全和治安事件, 

以及針對學校系統回應這類事件的書面規程。應當使用健全的系統來

監督學校氛圍數據和重要的安全數據, 例如拘捕、霸凌和騷擾1、鬥

毆、幫派事件、逃學和長期缺席、以及學校處分。 

 
c) 每一名校長負責確保學校設有現場危機小組, 可以支持所有學生和教

職員, 並由受過降級、身體干預技巧、教委會政策和 MCPS 規章培訓

的教職員組成。 

 
d) 為了符合教委會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的要求, 

學校安全措施不應基於學生身上實際存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特徵而

強化針對他們的偏見或依賴於對他們的歸納定性。 

 
3. 行為威脅評估 

 
a) 由馬里蘭州學校安全中心非正式顧問團與學區工作人員和其他相關人

士共同制定的行為威脅評估模範政策以在學校使用的威脅評估和威脅

管理相關的公認實踐標準為基礎。以往的研究證明使用基於事實的威

                                                           
1 根據教委會政策 JHF, 霸凌、騷擾或恐嚇的規定, 教委會致力於營建沒有霸凌、騷擾或恐嚇的環境, 因為這會對學生的學

習成績、情緒健康和學校風氣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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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評估流程是有效的, 這些程序主要依賴行為(而不是性格)評估, 作為

確定安全問題的性質和程度的基礎。 

 
b) MCPS 應根據行為評估建立並維護行為威脅評估流程, 提供適當的防

範或修正措施, 以維護安全的學校環境和工作場所、保護和支持可能

受到傷害的人士、並視需要為接受評估的個人提供協助。其目標是幫

助個人獲得積極的干預和支持, 並提供全面服務(包括學校和社區的資

源)。 

 
c) 流程將包括在學校和學區層面工作的行為威脅評估小組, 以及對學

生、工作人員和其他人士(包括其行為可能對學校安全或在 MCPS 物

業中上學、參觀或工作的人士造成威脅的非學校直屬人員)的發現、

評估和干預流程。 

 
d) 為了促進威脅評估流程的有效運作, MCPS 所有工作人員、學生、義

工和合同工都應當立即向校長報告任何想要傷害他人的意圖、暗示可

能存在威脅情況或有人可能意圖實施有針對性暴力行為的、令人擔心

的通訊或令人擔心的行為。 

 
e) 學生被診斷有殘疾、曾經接受過殘疾服務、或持有針對殘疾相關行為

的個別教育計畫(IEP)或 504 條款計畫的事實並不意味學生可能會對其

學校社區造成威脅。 

 

4. 設施、保安人員、科技 

 
針對所有校舍和學校設施的有效安全策略需要投入資源、開發基礎建設和全

力以赴的工作人員。教委會支持安全策略和資源, 包括但不僅限於以下內容: 

 
a) 適當的分配、利用和管理保安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 包括 – 

 
(1) 為學校和設施的安全制定明確的人員配置模式方案; 和  

 
(2) 有效的招聘措施、為新員工提供強有力的入職和培訓計畫、以

及為老員工提供的培訓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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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區範圍的安全相關技術要素和設施強化手段, 讓學校工作人員之

間、學校之間、搭乘校車期間、以及與公共安全急救人員之間都能夠

保持及時和可靠的交流, 包括以下方面的資源 –  

 
(1) 通過確保收集到的數據不會被濫用且依照符合所有隱私法保存

數據的方式監控學校、學校設施、校車和學校場地;  

 
(2) 管理學校和學校設施的進入權限, 並限制或監控進入校舍和校

園中較偏僻的區域; 以及 

 
(3) 管理學校和學校設施的訪客。 

 
c) 確保 MCPS 系統、科技和數據所有元素安全的資源。 

 
5. 與蒙郡合作夥伴合作, 包括健康、執法機關、以及其他的公共安全機構。 

 
a) MCPS 與公立機關(例如 DHHS 和蒙郡危機中心)和其他社區組織合作, 

提高學生獲得心理和行為健康服務的機會, 這些服務對於確保安全育

人的學校環境至關重要。此外, MCPS 還在校園內為各類社區計畫提

供合作場地(例如 Linkages to Learning 和校內健身中心), 以便進一步推

動這些重要目標。  

 
b) MCPS 將繼續與社區使用公共設施跨機構協調委員會合作, 支持學

生、工作人員和參加在 MCPS 學校舉行的非 MCPS 主辦活動的訪客人

員的安全, 並限制在放學後使用學校的人員可以進入的區域。  

 
c) MCPS 將與蒙郡執法機關、蒙郡消防和救援服務、以及蒙郡檢察官辦

公室合作, 建立應急規程; 主動回應安全問題; 並為 MCPS 安全人員提

供培訓機會。 

 
6. 應急規劃和準備 

 
MCPS 為監督和制定員工和學生安全和健康計畫提供指導、指引、培訓、及

支持學校、部門和辦公室遵守所有聯邦和州政府有關應急規劃和準備的規定, 

並通過這種方法為學生、工作人員、合同工和訪客努力建設和維護安全健康

的學習和工作環境, 包括設立和維護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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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馬里蘭州規章要求的 MCPS 學區應急計畫(ERP), 詳細闡述 MCPS 如何

防範、緩解、保護、回應和恢復影響學區的緊急事件; 

 
b) 馬里蘭州規章要求的學校應急計畫(SEPs), 詳細闡述每一所當地的

MCPS 學校如何防範、緩解、保護、回應和恢復影響學區的緊急事件;  

 
c) 馬里蘭州職業安全和健康(MOSH)要求的緊急行動計畫和消防計畫, 必

須包括但不僅限於: 緊急撤離程序、在撤離前留下來完成重要設備操

作的員工所需要遵守的程序、以及執行救援和醫療任務的員工需要遵

守的程序;  

 
d) 每一所學校每年的演習時間。 

 
D. 實施方法 

 
教育總監應當 -   

 
1. 在必要時審查和更新支持這項政策的 MCPS 規章、制度和規程; 

 
2. 依照馬里蘭州安全學習法任命首席安全官擔任 MCPS 學校安全協調員及與地

方執法機關、其他公共安全機構和馬里蘭學校安全中心之間的連絡員; 

 
3. 確定一名心理健康服務協調員, 協調 MCPS 內部的心理健康服務, 並與提供心

理健康服務的地方機構合作; 

 
4. 告知社區使用馬里蘭州安全學校匿名舉報系統的各種方式, 這個系統可用來

接收舉報威脅學生及公立學校訪客或工作人員安全和/或健康的任何情況。 

 
5. 與地方執法機關和蒙郡 DHHS(在適當時)合作, 為學區提供資源, 監督和評估

通過馬里蘭學校安全匿名舉報系統收集到的信息, 並進一步制定和執行與社

區溝通有關學校安全和治安事宜的程序;   

 
6. 制定和執行計畫, 以解決 MCPS 學生的身體、社交和心理健康, 並介紹支持方

案和現有資源, 提升學生在學校的福祉和安全; 

 
7. 制定和執行事件管理系統, 用於舉報和記錄在 MCPS 物業或 MCPS 主辦活動

中發生的健康、安全和治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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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定規章, 建立每一所學校行為威脅評估小組的結構, 並設立學區監管小組, 

監督和支持行為威脅評估駐校小組;  

 
9. 針對學校物業中違反安全和育人學校環境原則的不良行為制定和執行規章和

指引, 包括但不僅限於: 禁止非法進入 MCPS 物業的規章，應對在 MCPS 物業

中持有和使用酒精、菸草和其他藥物及香菸(包括電子菸或模擬任何吸菸形

式的其他裝置)的規章; 

 
10. 定期進行和更新每一所學校的安全評估, 並審查與蒙郡機構簽訂的諒解備忘

錄(MOUs), 以便 - 

 
a) 確定和制定(如果必要)硬件安全問題的解決辦法, 包括校舍安全問題, 

以及 

 
b) 確定和評估有關 MCPS 物業安全問題的任何規律, 包括由學校主辦的

活動、以及課前和課後活動和計畫 

 
11. 就學校安全和治安問題向教委會提交定期報告, 包括但不僅限於學校的行為

威脅評估數據; 以及 

 
12. 就學校資源警官項目、及防止和干預幫派事宜與蒙郡執法機關達成諒解備忘

錄。 

 
E. 期望達到的成果 

 
在與社區夥伴和相關人士的合作下, MCPS 為所有學生和工作人員提供安全、和平

和友善的學習和工作環境。 

 
MCPS 鼓勵建立關係, 參與發現和支持所有學生身體、社交和心理需要的實踐和計

畫。 

 
 
相關來源:  Md Code Ann., Ed Art Sec 7-410; 2018 年馬里蘭安全學習法, 馬里蘭行為威脅評

估模範政策, Md Code Ann., Educ §7-1507; 馬里蘭規章法, 13A.02.02.01-.04; 馬

里蘭州教育廳, 地方學校系統和學校應急規劃指引; 蒙郡公立學校, 學校應急
和管理手冊; 蒙郡公立學校與蒙郡警察局、蒙郡警長辦公室、Rockville 市警察
局、Gaithersburg 市警察局、Takoma Park 警察局、及蒙郡檢察官辦公室之間
簽訂的諒解備忘錄: 學校資源警官項目和對校園事件的其它執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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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發展史:  2019 年 6 月 24 日由決議第 388-19 號採納 

 
說明:  教委會政策 COA, 上學期間的學校訪客於 2007 年 11 月 13 日被教委會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