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LAND PUBLIC SCHOOLS

Clear Form

SCHOOL
[school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ATE OF LETTER

Telephone: PHONE

Words shown in blue are read only and will not print.

PARENT/GUARDIAN

PARENT ADDRESS
CITY, STATE ZIP
Re: [student name]

[ID number]

Please complete thi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form.
The fields will automatically fill in o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Start by pushing the "TAB" key, and enter
info by tabbing through the first page of the
document. Print all pages. If you need additional help
with translation, please contact Translation Services
503.916.3427. If help is needed completing this form,
call Student Services 503.916.2000 x. 71012.

You have recentl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e informing you about your student’s suspension pending an
expulsion hearing. Thi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that an expulsion hearing will be held to consider your
student’s involvement in the following incident(s):

Choose misbehavior from down arrow at right

Click here to type in text box: Include WEAPONS information
(required). Ente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optional).

The hearing is scheduled for [DATE/time of hearing]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and your student attend this hearing. Please check in at the school office.
Office staff will direct you to the hearing. If you are unable to meet at this time, please call me at
503.916. [Admin.Phone#]
immediately to reschedule the hearing. If you do not notify us that you need to reschedule
and fail to appear at the hearing, the school may hold the hearing in your absence.
Your student’s suspension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hearing is completed and I make a decision regarding
expulsion.
If the information supports your student’s involvement in the incident(s), consequences may include
expulsion for up to one calendar year.
Please read and review the rights of parents and students outlined in the attached materials. This
inform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are unable to read or understand it, please call 503.916-3427 to have
someone explain it to you in a language you understand.
I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cerns or nee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lease feel free to call me at
503.916.[Admin.Phone#]
Sincerely,

[ADMINISTRATOR'S NAME & TITLE]
Attachment: Expulsion Procedures
c: Student File, School Supervisor, Student Services

Expulsion Hearing Notice

2010

波特兰公立学校
SCHOOL
[school address]
City, State, Zip

电话： PHONE

DATE OF LETTER
PARENT/GUARDIAN

PARENT ADDRESS
CITY, STATE ZIP
关于 [student name]

[ID number]

我们最近发出信函通知您参加您孩子的停学开除待定听证会。
此信函通知您将举行开除听证会，讨论该学生参与下列事件的问题：

Choose misbehavior from down arrow at right

Click here to type in text box: Include WEAPONS information
(required). Ente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optional).

听证会计划于

[DATE/time of hearing]

举行

请您和您的孩子务必参加该听证会。 请到学校办公室登记。 办公室员工将指引您参加听证会。
如果您无法在指定时间参加，请立即致电 503.916. [Admin.Phone#]
，以便重新安排听证会。
如果您未通知我们需要重新安排时间并且没有出席听证会，学校可能在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听证会。
您的孩子将一直停学，直至听证会结束且我们作出有关开除的决定。
如果有证据表明此学生参与该事件，裁决结果可能包括开除 1 年。
请阅读并查看附带材料中说明的家长及学生的权力。 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如果您无法阅读或理解此信息，请致电 503.916-3427，要求相关人员使用您能够理解的语言为您解释。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担忧或需要其它信息，请随时致电 503.916. [Admin.Phone#]
联系我们。
谨启，

[ADMINISTRATOR'S NAME & TITLE]
附件：开除处理办法
c: 学生档案文件，地区主管，Stud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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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程序
以下是摘录自校区行政指令有关学生停学与开除程序里的波特兰公立学校开除程序.要查看行政指令,浏览网站:
http://www.pps.k12.or.us/files/board/4.30.021_ADSuspensionExpulsionFinal_4.9.10.pdf

当家长/监护人收到信件通知出席开除听证会时, 学生责任，权利和纪律的政策，规章和程序指南的副
本，或摘自指南开除部分的副本将一并附上. 在涉及到英语技能严重有限的学生,或该学生的家长/监护人的
英语技能严重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需要翻译人员.

开除的定义和后果
开除意味着拒绝学生在任何波特兰学校上学和参加学校活动,最长可以达到一整年.
 当一名学生被开除的时候,即使是在一个学期的结束, 该学生可能会失去那个学期的学分.
 由于违反 C 级毒品规定而被开除的学生们被要求在开除期间参与治疗.
 在开会重新接纳开除后的学生时, 校长或指定人, 将审核学生在治疗期间的进步(如果适用的话) 和提
供来自学生教师在开除之前对完成的作业所作出的可能的部分学分和在开除期间所就读的替代性学
校所获得的记录学分的信息.

开除程序的总体概述
一般来说, 当一名学生涉嫌已经违反校区规定的时候, 这样的开除考虑是适当的, 以下的一般措施将会被
采取:
 停学等待开除听证会. (参考在这份指南里的停学程序).
 一份听证会通知寄到家庭
 举行一个开除听证会 (通常在 10 天内)
 作出决定和邮寄听证决定的通知
注意: ORS 339.115(4) 允许认可不需要经过听证会的来自其他校区的开除.

等待听证会重新裁定
在连续十(10)天停学等候开除听证会之后, 学生们必须被重新接纳直到开除听证,除非:
 在校长或指定人判断,学生回到学校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安全或学校课程有序运行的威胁;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举行和作出了开除该学生的决定;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通过家长/监护人的同意被推迟; 或
 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学生的监禁,或类似的原因.
不属于以上例外情况之一的话, 学生不得离开学校超过连续十(10)天.

初始开除程序
1. 当非正式停学会议和/或调查表明有可能开除的依据时，应该通知校长或指定人. 开除程序只能由校长或
指定人负责.
2. 通过校长或指定人发送描述如何做下一步的开除听证会的通知，开除程序正式开始.

开除听证会通知
1. 当调用听证程序时, 校长或指定人应该发一份经认证的通知邮寄给家长/监护人和学生, 该通知应当使用
他们理解的语言.
2. 该通知应该载明以下的信息
a. 具体的指控和支持批控的法令.
b. 一份说明如果证据支持该指控的话，可能导致开除出校区的声明.
c. 考虑承担有可能开除的问题的听证会时间,日期和地点. 从邮寄通知之日起五（5）天上课日内将
不会召开听证会, 除非家长/监护人亲自获得通知或获得电话通知，以及能够提供提早两（2）天
听证日期的通知. 家长/监护人可以申请延长时间到校长或指定人可以安排的日期和时间. 学生不
得离开学校超过连续十(10)个上课日, 除非开除听证会已经举行和作出了开除该学生的决定; 或
开除听证会已经通过家长/监护人和学校的同意被推迟; 因为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或学生的监禁,
或类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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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学生和家长/监护人权利的提示在学生责任,权利和纪律的政策,规定和程序指南上详细说明, 和这
部分的一份副本应该随这封信一起附上.
e. 提供可适当利用和使用选择性教育课程指导的通知.
在家长/监护人要求下推迟听证会
如果家长/监护人不可能在信中指定的时间参加听证会的话, 家长/监护人可以致电校长或指定人安排一
个可选择的时间. 如果有必要推迟,听证会必须在原听证会时间的七(7)天之内举行.

对开除听会的提前考虑
1. 使用翻译人员
当学生或家长/监护人对英语不理解的时候,应该求助翻译人员.
2. 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开除
没有举行听证会, 一名学生不可以被开除. 如果在收到听证会所安排的地点和时间的适当通知之后:
a. 既没有家长/监护人,学生参加,也没有代表参加的话,或
b. 该学生, 如果是 18 岁或以上，或者是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 或代表，没有出席.
c. 家长或监护人或如果学生是 18 岁或以上, 或者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的未成年人书面说明放弃听
证权利的话,将会举行一个听证会以便决定情况的事实; 根据事实作出一个决定; 对听证会,事实
和决定进行录音; 和向家长/监护人和/或学生提供决定的标准通知和适当的替代性教育.
3. 授权开除
开除的权力由校监授权给也将不作为是主要调查者的一名听证官员.校长一般充当听证官员; 但是可能有各
种情况需要一名指定人
4. 代表
a. 如果家长/监护人和学生选择的话,在听证会上他们可以由第三方或者法律顾问陪同参加.
b.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应该至少在开会前两(2)天打电话通知校长或指定人,如果有任何人的话, 将陪
同他们一起出席.
c. 如果没有事先通知校长或指定人, 和携带了顾问或见证人,校长或指定人可以,如果有必要而合
理的话,可以推迟听证会两(2)天时间.
5. 证人和提问证人
a. 学生作为证人- 如果在听证会上提交的信息是来自一名学生证人, 如果该名学生的身份没有透
露的话,在听证会的人员判断方面,它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校经验.如果学生证人的身份没有被披
露,听证官员应当认真地,深入地审核证人,以构成对信息准确性的判断,并提出任何由家长/监护
人/涉嫌不当行为的学生的代表所要求的问题.
6. 使用资料和记录
a. 在听证会之前,家长/监护人和/或法律顾问可以要求校长或指定人提供有关事件/行为的信息, 但
局限在董事会政策有关学生记录的范围之内.
b. 在听证会上,听证官员可以依赖于校区和学校记录. 这些记录可以用于在听证会之前,在学生记录
的董事会政策范围内提供给学生和或他/她的代表作检阅之用.
7. 没有参加听证会
将作出合理的努力去确保家长/监护人和当适当的时候,学生参加听证会.如果家长/监护人/学生没有参
加听证会的话,听证人员应该举行听证会,记录决定,并发送一份副本给家长/监护人和学生.
8. 听证会期间的学籍状态
在参加听证会期间,不要求学生们注册入学. 如果在听证会之前学生已经撤消和不当行为已经被认为在学
生撤消之前发生了,听证会仍然需要举行.

听证会
下面列出一个开除听证会所要求的最低要素:
1. 听证官员应该允许各方清楚地解释他们各自的观点, 并提交任何他们已获取的相关信息.
2.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讨论开除问题和提交任何信息和与开除有关的证人.
3.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直接地,或通过顾问, 向任何所提供的证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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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听证会期间,听证官员可以让调查者们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提交合理的相关信息. 当有需要完全理解
问题时,将不排除听证官员提交他/她自己的相关信息.
5. 证据方面的严格规定将不适用于这个程序.然而,这项规定将不局限于由听证官员所控制的所有听证会议.
6. 听证官员可以依赖于校区和学校纪录以及在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信息.
7. 听证官员应该对听证作出一份电子记录(即记录可能是一盘磁带, CD), 和学生或他的/她的律师可以做
一份记录.

开除听证会后的程序
1. 决定事实和适当的纪律处分
a. 听证会后,听证官员应该审查所有信息和根据事实作出决定.
b. 听证官员应该决定信息是否支持各种指控.
c. 听证官员应该决定是否开除该学生.
2. 将听证会决定通知家长/监护人
a. 听证官员的决定在听证会上或在听证会同一天的迟些时候或接下来的一天用电话传达,和在听证
会之后三(3)天之内,听证官员应该用家长/监护人理解的一种语言通过认证的和普通的邮件将决
定的通知邮寄给他们.
b. 如果决定是开除的话,该信件应该表明:
 开除将在一个指定的日期生效;
 开除时间;
 开除的各种特定原因;
 在收到开除决定的五(5)天之内,家长/监护人和/或学生可以通过书面或致电给副校监要求副
校监审核开除决定.
 该学生有权在开除时间结束后重新注册入学, 这种继续注册入学的情况是根据所有学生的学
校所要求的维持标准而定的;
 可以利用个别选择性教育指导课程的通知.
3. 将听证决定转给副校监
听证官员将所有相关信息转给副校监,包括听证官员的决定和事实的调查结果.
被开除的学生
被开除的学生在开除期间不可以入读其他校区学校,除了由校监或指定人推荐的经批准的预防暴力,行为,
或酒精和毒品课程.
来自校区外学校的开除学生将不能为了平衡开除生效的时间而重新入学到一所校区学校,即使他/她已经
成为该校区的一名居民.
选择性教育课程
对在开除期间属于或成为该区域居民的被开除学生提供如法律所要求的选择性教育或家庭指导
失去学分.
即使在一个学期结束时, 当有必要从学校开除一名学生时,如果学生在一所选择性学校没有完成适当的功
课的话, 会发生失去学分的情况. 在任何随后的重新注册会议期间，由校长或指定人，所作的一个学生学术
状况的评审，可以决定对开除以前已完成了的功课授予一些学分.
重新入学
当开除时间结束和已经达到开除所作安排的要求时, 被开除的转学学生们有权返回转学学校.
1. 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除了那些因与毒品有关的活动而被开除的之外, 学生们在开除时间过后应该重新入学. 在重新入学的时
候, 返校学生和家长/监护人应该与一名管理人员开会和商定一项计划去支持该学生和保护学校不受导致
开除的行为影响和促进学生成功. 当学生重新入学时，将会做出所有合理的努力去帮助学生作出计划去
完成他的/她教育课程.
2. 6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被开除的学生们在开除期间的一个日历年结束和成功完成一个经批准的暴力预防教育课程时应该重新
入学. 该课程将提供给学校与学生进步有关的情况.
学生和家长/监护人与校长或指定人开会去计划每一方将作出什么努力去帮助该学生完成教育课程
和决定再重新入学时的适当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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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不符合规定和 B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如果已经完成以下所列,被开除的学生们应该重新入学:
 酒精和毒品的评估 (校区付费).
 接下来的评估建议 (校区不付费).
4. C 级开除后的重新入学
如果已经完成以下所列,被开除的学生们应该重新入学:
 完成经批准的医疗计划,包括尿检 (校区不付费).
 该计划已经提供给学校有关学生进步和尿检结果的信息.
 在所有情况下, 返校学生和家长/监护人应该与一名管理人员开会和商定一项计划去保护学生和学校
不受进一步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影响. 待完成这些要求, 学生应该保留安置在选择性学校.
3

豁免入学
某些情况下,在开除结束后, 家长/监护人可能会更多地要求豁免学生入学而不是返校. 参考这份文件里对
豁免学生入学的程序和条件.
上诉程序
学生们和/或他们的家长/监护人可以要求对任何开除或推迟开除决定提出上诉. 一旦涉及武器或职员过
火的行为只有校监有权利修改或推翻原有的强制性开除决定.
1. 副校监级别的审核
要求上诉: 在收到校长或指定人的开除信五(5)天个工作日内, 家长/监护人和学生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要
求副校监审核听证官员的决定.
听证前的程序: 受理所提出的上诉的人应该审核记录和通知家庭安排上诉听证会的日期和充当上诉听证
官员.
听证: 该听证官员应该允许学生的家庭清楚地解释他们的观点和提交任何与些案有关的新的证据.
做出决定: 在两个工作日之内, 听证官员应该依据证据的优势作出他/她的决定和可以选择坚持, 修改, 发
回重审,或推翻开除决定. 如果决定是修改成一个 365 天强制开除的话, 听证官员的决定会转给校监, 校
监有唯一的权力去作这样的修改.
决定的通知: 副校监将在两个工作日内作出他/她的决定和将通过邮寄通知家长/监护人和学生他/她的决
定. 该通知应该写明家庭可以在五(5)天内书面上诉到董事会或打电话到校监办公室.
2. 董事会级别的审核
要求上诉.通过在收到副校监审核决定的通知五(5)天之内书面或打电话到校监办公室提出审核要求, 家
长/监护人可以上诉一项开除决定到教育董事会.
作出决定: 校监或指定人将审核该记录, 开会和准备一份推荐的总结给董事会. 家庭可以准备一份书面声
明随附到递交给董事会的记录和推荐信里. 如果上诉要求修改一个 365 天的强制开除, 校监有唯一权力
去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董事会投票: 董事会将在下一次教育董事会例会后的校监总结和建议时对上诉进行投票. 董事会可以坚
持, 修改, 或推翻听证官员的决定.
决定的通知: 校监办公室或指定人将通知学生的家庭董事会的决定或校监给予或拒绝修改一个 365 天强
制开除的决定.
3. 修改上诉后的开除决定
要求修改: 在递交了开除上诉之后,任何利害关系人,包括学生的家庭,学校,校区职员,或以社区为基础的
计划可以在开除的任何时候要求对开除条款进行修改(例如长短). 要求是以减轻处罚的情节为基础和可
以不包括推翻原来开除决定的要求.
程序. 利害关系人提交一份书面要求给校监, 包括要求修改的理由与任何支持性文件.
作出决定: 校监或指定人通过与学校协议, 考虑开除的初始记录,书面请求,和任何另外的信息, 作出一个
修改决定.
该决定的通知: 校监或指定人将决定通知学生的家庭. 校监的决定是最终的和不能上诉..参考: 4.30.02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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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开除
推迟开除是可供学生们使用的一种处分的选择, 这些学生已经犯了法案 4 级应开除的罪行, 根据管理人
员判断,可以受益于选择性方案例如校区的推迟开除学校心理咨询中心(DESCC), 或经副校监批准的另一种
推荐或计划去推迟开除.如果听证官员的决定是推迟开除和学校被告知该学生没有达到任何强制性的干预服
务条件的话,开除将生效. 推迟开除不是处分法案 5 级或 6 级的一个选择.
听证官员使用下列步骤:
 管理人员举行一个开除听证会去决定是否有理由开除该学生和设定开除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和以书面形
式注明. 管理人员将通知学生装和家庭开除将被推迟以便给他们一个机会完成一个选择性的方案, 和如
果该学生成功完成了所提供的选择性方案, 开除将不生效. 管理人员将发一封信给家长/监护人有关开除
听证的结果—推迟开除.
 听证官员将推荐学生完成选择性方案和通知该方案是一个推迟开除(如果是 PPS 选择性方案,管理人员
将需要提醒他们在完成选择性方案时交流学生成功完成选择性方案的重要性.)
 如果学校被告知该学生已经成功地完成选择性方案,开除信不会发出.
 推迟开除成为一个有效的结果: 如果学校被告知该学生不接受选择性方案的话,或者在选择性方案里没
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 开除文件将会发送到家庭,学生处分文件夹, 副校监,和学生行为办公室, 同时通
知他们开除已经生效. 开除的开始日期是直接地跟随原来的听证会和包括校区选择性方案里所服务的任
何时间.
如果在推迟开除期间再犯的话, 将在学生的母校举行一个最近犯罪的听证会, 可以制裁直到和包括对最
近犯罪的适当的开除. 如果该学生被开除是因为在推迟开除的期间发生了违反事实这个结果的话,开除
开始的日期是最近听证会接下来的一天.
参考: 4.30.021-AD, 4.30.02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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