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irbanks North Star Borough School District 
520 Fifth Avenue   -   Fairbanks, Alaska 99701-4756    (907) 452-2000 

学生信息发布家长授权表

** 请将表格寄回您孩子所在的学校 ** 

学生姓名

（姓氏） （名字）

什么是目录信息？根据《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Family Education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学校可在默示同意
的基础上发布“目录”类型的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通常为组织机构所使用以便向学生提供服务，并且在提出合法的知晓需求
时进行发布。但是，家长或有资格的学生有权要求学校不公开他们的目录信息。“目录信息”仅限于： 

学生姓名 曾就读学校 奖项和荣誉 邮寄地址 年级 入学/毕业日期 

Þ 对于留空的项目，我们假设答案为“是”。 Þ 

向军方征兵人员发布信息

2015 年签署的《让每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要求学区向军方征兵人员发布学生姓名、
邮寄地址和电话号码，除非家长特别限制这些信息的发布。 

1. 您是否允许将您孩子的姓名、邮寄地址和电话号码发布给军方征兵人员?（请尽早回复，列表
将于 10 月 1 日发布给征兵人员。）

是 o 否 o 

您是否允许将您孩子的目录信息发布到：

2. 学校相关组织？（例如家长教师协会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PTA)、毕业照摄影师、报
纸优秀生名单）

是 o 否 o 

3. 高等教育组织？（例如学院和大学） 是 o 否 o 
** 高三和高四学生家长注意 ** 如果您对问题 2 或 3 的回答为“否”，那么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将不会发布给提供高中毕业信息、大学奖学金信息、毕业照
片、毕业戒指或大学信息的组织。 

4. 非学校相关组织？ （例如企业、银行、立法者） 是 o 否 o 

您是否允许您孩子的照片出现在以下场合：

（包括发布学生的姓名和年级）

5. 年鉴 / 班級照片 / ACT / SAT 是 o 否 o 
6. 学校 / 学区出版物 （例如简报、小册子等） 是 o 否 o 
7. 学校 / 学区网站 是 o 否 o 
8. 公共新闻媒体 是 o 否 o 

其他要发布的学生信息

9. 您是否允许将您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发布给家长教师协会 ？ 是 o 否 o 

10. 您是否允许您的孩子接受公共新闻媒体的采访？ 是 o 否 o 

重要 - 请阅读！ 
如果您是该学生的监护人，但您不是合法的父母，则您必须提供监护证明。此外，在离婚或分居的情况下，除非学校收到离

婚判决书的法律文件或副本，说明您孩子的另一位家长无权访问您孩子的记录，否则，我们会依法为另一位家长提供学生记

录。我确认我已得知本人依据 FERPA 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且允许发布此表格中所示的信息。 
** 如提供虚假信息，将依法予以惩处 ** 

监护人签名（必填） 日期

OFFICE USE ONLY: Student 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 

School staff: Please provide parents a copy of this form, if requested. revised 4/12/16 translation revised 1/12/2017 

FERPA - Chinese



 
FAIRBANKS NORTH STAR BOROUGH 學區 
按照 FERPA 通知家長的權利 

年度回顧 
 

 
家庭教育權利及隱私法案 (FERPA) 是一項聯邦法，旨在保護學生教育記錄 的隱私權。FERPA 就學生

的教育記錄賦予家長或年滿 18 歲的學生 (「合資格 學生」) 某些權利。這些權利是： 
 
(1)  向學區提出取閱要求後的 45 天內，檢查及審核學生教育 記錄的權利。 
 

家長或合資格的學生應向校長 (或適當的學校官員) 提交 書面要求，確定希望核實的記錄。校長將 安排
取閱，並通知家長或合資格學生 核實記錄的時間和地點。 

 
(2)  家長或合資格學生如果認為學校的記錄不准確或令人誤解的，他們有要求更正的權利。 

 
如果學校決定不按家長或合資格學生的要求更記錄，學校應通知家長或合資格學生該決定，並告知他們
就修訂要求有要求召開聽證會的權利。當家長或合資格學生被通知有權進行聽證的時候，他們也會得到
關於聽證會程序的額外資訊。 
 
家長或合資格學生可以要求Fairbanks North Star Borough學區修改他們認為不準確或令人誤解的記錄。
他們應該寫信給學校校長，明確指出希望更正的記錄部分，並具體說明不準確或令人誤解的原因。 
 

(3)  同意披露學生教育記錄中 個人資訊的權利。一般來說，學校必須首先獲得家長或合資格學生的書面許

可， 然後才能披露學生記錄中 的任何資訊。但是，本法允許學校 未經 同意向以下各方公開記錄： 
 

•  需要知悉的學校僱員； 
•  學生轉學的其他學校； 
•  履行合法職能的某些政府官員； 
•  給予學生財政援助的適當各方； 
•  為學校做某些研究的機構； 
•  評鑑機構； 
•  取得法院命令或傳票的個人； 
•  需要知悉以防出現健康和安全緊急情況的人員；及 
•  在少年司法系統內，根據具體的國家法律，需要知悉的國家和地方政府。 
 
 
 

(4)  就學校聲稱但並未成功履行的 FERPA 的相關要求，向美國教育部 提出申訴的權利。FERPA 辦公室的

名稱和地址 如下： 
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 (家庭政策合規辦公室)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600 Independence Avenue, SW 
Washington, DC 20202-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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