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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章 蒙郡公立學校 

 
相關條目: COB-RA, JFA, JGA, JGA-RB, JGA-RC 
責任辦公室:  Chief Academic Officer 

 
 

課堂管理和對學生行為的干預 
 
 
I. 目的 

 
闡述蒙郡公立學校(MCPS)在保持旨在促進正面學習環境的行為干預連續性方面的規

程 

 
II. 背景 

 
為了營造支持學業成績的正面學習環境, 課堂教師擔負指導學生行為的首要責任。

利用正面行為干預促進維護有序、有效的學習氛圍。工作人員通過各種正面行為干

預方法和支持手段指導學生的行為, 並利用適當的回應方法維護安全的環境。 

 
III. 定義 

 
A. 行為干預計畫(BIP)是一項積極的方案, 旨在運用正面行為干預、方法和支持

手段解決學生在教育環境中表現出的行為問題。 

 
B. 會議是教職員、家長/監護人和/或學生之間的交流。 

 
C. 干預的連續性是指用來指導學生行為(從正面支持開始)且符合 MCPS 學生行

為守則的一系列連續方法。 

 
D. 體罰是由權威人士實施的對身體的有意處罰。嚴禁體罰。 

 
E. 移除是讓學生暫時離開課堂去有人監管的地方呆一段時間, 以便學生可以在

這段時間裡有機會恢復自製。學生不接受教學, 包括特殊教育關服務或支持。

"隔離處分"屬於移除的一種形式; 停學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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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功能性行為測評(FBA)是收集資訊、指導制定有效 BIP的系統流程。 

 
G. 校內停學(ISS)是因紀律原因禁止學生在校園內和規定時間內參加其正常的教

育計劃, 每個學年最多不超過十天。學生處於教職員的監督之下, 但是不會接

受與普通教育課程大綱相當的直接教學。ISS要求學生獲得適當規程, 包括發

給家長/監護人的通知和讓學生有機會討論事件。ISS 被計入殘疾生紀律移除

處分的 10個累積日內。 

 
H. 校內干預(ISI)是指學生在規定期限不得進入課堂, 並會為學生提供教學和支持。

對於有個別教育計畫(IEP)的學生, 將執行 IEP。 

 
I. 衛生保健組織認證聯合委員會(聯合委員會)是一家獨立的非營利機構, 為美

國境內的衛生保健組織和計畫提供認證。它被譽為全美的品質象徵, 體現組

織機構對達到特定表現標準的承諾 

J. 保護和穩定裝置是指為了增強功能性技能、防止自殘行為或確保個人安全定
位而裝在學生身上或身邊的裝置或材料, 用來限制行動自由或正常接觸學生

身體的任何部位。 

 
K. 限制 - 限制的預期用法決定是否允許這樣使用。 

 
1. 機械限制在任何公立或非公立學校都受到禁止(除非該校得到聯合委

員會的認證並達到其要求), 它是指裝在學生身上或身邊的裝置或材料, 

用來限制行動自由或正常接觸學生身體的任何部位。它不是一種保護

性或穩定裝置。 

 
2. 人身限制只有在符合本規章描述的情況下才允許使用, 根據馬里蘭州

法律的定義, 它是指使用氣力, 而且沒有使用限制學生整個或部分身體

自由行動的任何裝置或材料。人身限制不包括 - 

 
a) 為了安慰或讓學生平靜下來而暫時抱住學生, 

 
b) 握住學生的手或胳膊, 陪同學生從一個地方安全地轉到另一個

地方, 

 
c) 依照馬里蘭州註釋法, 教育條款 Section 7-307的規定干預鬥毆,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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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轉移一名不願意離開的搗亂學生, 如果其他方法(例如輔導)都

無法奏效。 

 
3. 俯臥限制在任何公立或非公立學校都受到禁止, 它是指讓學生面朝下

趴在地上, 遠離執行這項限制的人。 

 
L. 隔離只有在符合本規章規定的情形下才允許使用, 它是指把學生單獨限制在

一個房間內, 不許離開。 

 
 IV.  規程 

 
A. 教職員將採用各種有效的課堂管理方法, 這些方法旨在營造安全有序的學習

環境, 支持所有學生在學習上取得好成績。 

 
B. 根據 MCPS 學生行為守則的規定, 當學生的不當行為需要引起校長/指定負責

人、輔導員、學校心理學專家、學生人事專員或其他專員的關注時, 課堂教

師將通知校長/指定負責人, 後者將儘快安排召開會議。如果可行, 這次會議

將包括校長/指定負責人、家長/監護人、課堂教師、學生和其他相關人員, 

他們將討論問題並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 

 
D. 各種有效的課堂管理方法必須考慮MCPS社區的文化和語言多元化。 

 
D. 課堂教師和學生的關係對於學生的成績和成功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正面、

安全和有序教育環境的基礎是在學習和行為方面制定所有學生都必須達到的

清晰明確的高標準。 

 
E. 學校教職員應當連續使用正面行為干預、方法和支持手段有針對性地增加或

減少學生標的行為。這些干預必須符合學生受到有尊嚴待遇和不受虐待的權

利。 

 
F. 當學生的行為嚴重干擾教學計畫並損害其他學生時, 課堂教師可以讓學生暫

時離開教室, 並把學生轉交給校長/指定負責人進行適當的紀律處分, 處分可

能包括處罰(例如替代結構、ISS、ISI或停學)。在被允許重返課堂前, 校長/指

定負責人將負責推進解決問題的辦法。 

 
1. 如果在徵詢課堂教師的意見後, 校長/指定負責人確定, 需要召開會議

尋求可能的解決辦法, 他們將會儘快安排會議, 校長/指定負責人、教

師和相關專員將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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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這次會議沒有達成雙方滿意的行動方案, 校長/指定負責人在與課

堂教師商量後將另外安排一次會議, 家長/監護人、學校支持和改進辦

公室(OSSI)和/或學生和家庭支持和參與辦公室的相關副學監/指定負

責人將參加會議。 

 
3. 校長/監護人在與教師商量後, 將決定學生何時可以返回課堂。 

 
4. 如果學生有 IEP, 則將依照聯邦和州有關特殊教育的法律執行流程。 

 
G. 學校工作人員可以使用移除應對學生的行為, 如果 - 

 
1. 學生的行為過分干擾學生自己的學習或他人的學習, 

 
2. 構成緊急情況, 而且在使用其他較少侵入性、非身體干預的方法無效

或被認為不適當後, 必須使用移除來保護學生或其他人免受即時、嚴

重的身體傷害, 

 
3. 學生要求使用移除, 或 

 
4. 學生的 BIP支持使用移除。 

 
H. MCPS禁止使用人身限制或或隔離，除非 - 

 
1. 出現緊急情況, 而且在使用其他較少侵入性、非身體干預的方法無效

或被認為不適當後, 必須採用人身限制或隔離來保護學生或其他人免

受即時、嚴重的身體傷害, 而且應當在對自身或他人造成即時、嚴重

身體傷害的危險消失後儘早停止, 

 
2. 學生的 IEP或 BIP描述可以使用人身限制或隔離的特定行為和情況, 以

及可以採用哪些具體方法進行人身限制或隔離, 而且 IEP團隊應當 - 

 
a) 如果團隊建議在 IEP 或 BIP 中加入人身限制或隔離作為應對學

生行為的方法, 則應依照馬里蘭州法律規定的程序取得家長/監

護人的同意, 或 

 
b) 如果家長/監護人拒絕同意, 則依照馬里蘭州法律規定的程序,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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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制定 BIP 的過程中, 非殘疾生的家長/監護人通過書面形式同意使用

人身限制或隔離。  

 
I. 工作人員只有在做過避免使用移除、人身限制或隔離的所有嘗試後, 才應當

使用移除、人身限制或隔離, 而且- 

 
1. 在考慮和嘗試過正面、較少限制的或替代方法後, 並確定這些方法對

保持安全正面的學習環境無效後, 

 
2. 當行為的風險大於限制的風險時, 

 
3. 符合馬州規章的規定, 通過人道、安全和有效的方式,  

 
4. 符合馬州規章的規定, 沒有傷害或製造過度不適的意圖, 並且 

 
5. 符合已知的醫療或精神限制和學生的 BIP或 IEP。 

 
J. 對於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 如果學生的 IEP 或 BIP 規定可以在家長/監護

人同意的情況下使用限制或隔離, 那麼, 計畫中還應當說明審查計畫的頻率。 

 
K. 對於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 如果學生的 IEP或 BIP沒有規定可以使用限制

或隔離, 那麼, 學校應當在執行限制或隔離後 10天內安排一次 IEP會議, 討論

視情況對計畫進行修改。會議的討論內容應當包括危險行為的根本原因或意

圖。根據以上第 IV.H.2 條的陳述, 必須徵得家長/監護人的同意才能在學生的

IEP或 BIP中加入人身限制或隔離。 

 
L. 如果已經對一名非殘疾生進行了限制或隔離, 必須視情況立即把學生推介給

教育管理團隊、504 條款駐校團隊或 IEP 團隊。會議的討論內容應當包括危

險行為的根本原因或意圖。 

 
M. 移除不得超過 30分鐘。 

 
N. 隔離應當符合學生的心智發展程度和行為的嚴重性, 並且不得限制學生表達

憂傷的能力。隔離不得超過 30分鐘。 

 
O. 人身限制只能在必須保護學生或他人免受即時嚴重的身體傷害時才應當使用。

絕對不得以限制學生呼吸或傷害學生的方式進行人身限制, 而且應當在危害

情形消失後盡快終止, 並且不能超過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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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某些情況中, 為了增強功能性技能、預防自殘行為、和/或確保個人的安全

定位, 可以允許使用保護或穩定裝置。工作人員只能使用由醫護專業人員出

具處方、或符合殘疾生 IEP或 BIP的保護或穩定裝置。 
 

Q. 絕對不能把限制或隔離當作處罰或處分手段、威逼或報復手段或作為一種便

利方法。MCPS在任何情況下都嚴禁使用體罰。 
 

R. MCPS在任何情況下都嚴禁使用俯臥限制。在使用限制過程中, 不得跨坐在學

生的身體軀幹上。 

 
S. 指定的工作人員將接受如何執行人身限制的培訓。只有受過培訓的工作人員

才能執行人身限制。每一所學校必須有一個至少由五人組成的危機小組, 他

們受過培訓, 可以在發生緊急情況時執行人身限制。 
 

1. 在使用限制或隔離的每一個事件中, 應當仔細、持續和直接監督事件, 

以確保使用限制或隔離的適當性和學生、其他學生、教師及其他人員

的安全。 
 

2. 在執行限制後 - 
5 

a) 保健室工作人員將檢查學生, 以確定限制是否造成身體傷害或

情緒不適, 
. 

b) 任何問題都將被記錄在案, 並且 
 

c) 應當在 24 小時內通知學生的家長/監護人, 除非學生的 BIP 或

IEP另有規定。 
1 

3. 必須有醫療文件證明對相關學生使用限制會造成醫療禁忌症。如果有

這樣的文件, 家長/監護人必須簽署信息披露同意書, 讓工作人員可以

與私人保健人士聯繫, 討論禁忌症。在這些情況中, 應當使用其他方法

替代限制。 

 
T. 學校絕不可使用藥物或藥品控制行為或限制行動自由(除非獲得執照醫師或

其他合格的保健專業人員的授權)。 

 
U. MCPS嚴禁使用機械限制, 除非學校已經獲得聯合委員會的認證。在獲得認證

的學校執行機械限制不得超過兩個小時。在獲得認證的學校, 所有程序必須

根據聯合委員會的規章實施。 

 
V. 家長/監護人和工作人員可以隨時要求召開會議, 以便 - 

 
1. 進行 FBA, 

 
2. 制定、審查、或修改學生的 BIP, 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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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學生的情況交換意見(視情況而定)。 

 
W. 校長將負責 - 

 
1. 在每個學年開學時, 確定由五名教職員組成的危機小組, 他們將接受培

訓並作為整個學校的資源, 協助確保本規章的正確執行, 

 
2. 確保從一個或多個課堂移除學生不會構成停學, 除非校長以書面形式

明確表示這是停學, 

 
3. 告知學校工作人員, 禁止體罰, 採取這種處罰將構成紀律處分的理由, 

 
4. 如果出現 MCPS 工作人員涉嫌使用體罰的事件, 則應通知人力資源和

發展副學監和 OSSI的相關副學監, 

 
5. 在對學生執行人身限制或隔離後的 24 小時內以書面形式通知家長/監

護人。此外, 還應當盡最大努力, 爭取在事發當天放學前與家長/監護

人取得聯繫。 

 
6. 確保有關每一次限制或隔離的文件都保存在學生的教育記錄裡, 

 
7. 在學生資訊在線管理系統的指定模塊內記錄每一次的限制或隔離事件, 

 
8. 接受和調查有關移除、限制和隔離操作的投訴, 並 

 
9. 告知工作人員, 只有受過培訓的工作人員才能執行限制和隔離。 

 
X. MCPS 將監督限制和隔離的使用。如果屢次對同一個學生、多次在同一個課

堂、或同一個人多次使用限制或隔離, 則應進行更全面的審查, 而且如果適合, 

還應修改現行的行為方法。 

 
此外, 特殊教育辦公室還將依照本規章和馬里蘭州規章法§13A.08.04.02-06定

期監督對移除、限制和隔離的使用。 

 
Y. MCPS 將為指定的學校工作人員提供正確執行本規章的專業培訓。每一名受

過培訓的學校工作人員必須每兩年參加一次進修課程。專業發展培訓將包括

以下內容 - 

 
1. 正面行為干預、方法和支持, 包括發現和解除潛在的危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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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BA和 BIP規劃和規程, 

 
3. 預防自殘行為, 

 
4. 限制和限制替代方法, 

 
5. 身體不適和體位性窒息症狀, 

 
6. 移除, 和 

 
7. 隔離。 

 
培訓將包括一項書面測評和/或是否達標的身體展示。 

 
 
相關來源:  馬里蘭州註釋法 , 教育條款 , §§ 7-307 和 8-405; 馬里蘭州規章法

13A.08.04.02-.06; MCPS 學生行為守則; 美國教育部, 限制和隔離資源文件
(2012) 

 
 

規章發展史: 前身是 1976年 8月 10日制定的規章 No 550‑1(更新過的目錄資訊); 1986年 10月修訂; 2004年 9月 10日修

訂; 2012年 3月 13日修訂; 2017年 10月 4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