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阿托帕 PTA 理事会
学⽣⽗⺟联络组织沟通准则

什么是家⻓教师协会（PTA）？
什么是家⻓教师学⽣协会（PTSA）家⻓联络委员会？
家长联络委员会是家长和监护人以年级为单位组成的封闭小组，致力于组建社
区，并就我们学校日常学习体验以及育儿问题，相关课题等建议性意见的分享。

谁可以参与？
这是一个给所有在寻找一个能够收到支持的，安全的，能够和其他家长讨论自
己孩子的学习进步与情绪管理的组织。

家⻓会为什么要建⽴不同的组群？
家长联络委员会建立不同的网络电讯组群的目标是让 PTA/PTSA（家长会）的管
理员们及时提供给各年级家长有用以及有针对性的讯息。
组织家长联谊会议的目的是让各位家长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人群以及更好的融入
到社区里面。 家长联谊会议由 PTA 或者是 PTSA 的家长会协调员来举办。家长
联谊会议给予各位家长一个可以共商问题，共享建议，讨论应对策略的平台。
议题可以是学生之间友情，家长和学生的沟通，或者是学生们独立性，自律性，
以及他们的社交活动（约会，聚会等等）。交换建议的方式通常都是以非正式
的谈话；有些家长会组群可能会不时地邀请一些客座专家来。如果有计划邀请
客座专家来举行一个大型会议，这些会议应该选择安全的环境。所有的人都可
以毫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会议地址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公众会议场所，
而不是选择在任何住家，以免有的家长对家庭会议感到不舒服。
家长联络会议的协调员和主管（版主）必须是信誉良好的 PTA / PTSA 成员，并
遵守加州 PTA 工作准则以及 PTAC 家长联络准则。我们建议他们直接向主管公众
通讯交流的副主席或者 PTA / PTSA 主席报告。

这个家⻓联络的论坛不是任何⼈传播负⾯情绪，进⾏政治候选⼈⿎
动以及散播营利性信息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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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络电讯交流组群
这些小组建立在单向或 PUSH 的基础上运作。各个年级 PTA / PTSA 家长联络组
群的主管（版主）可以根据 PTA 委员会规定的流程，向学区提供的家长电子邮件
地址发送讯息。收到团体电子邮件后，家长有选择权可以随时退出。每个组群通
常配备两名或两名以上主管（版主）他们：
•

建立并且管理一个线上群组（通常是 Google Groups，UpToUs 或者 Yahoo
Groups）。只有主管（版主）能发布信息。

•

通过线上群组发送相关信息给成员。以通知的形式发送包括学校或 PTA／PTSA
信息、活动、会议笔记等内容。尽量发送完整的消息，而不是分几次发送多条不
全面的信息。

实践表明最好做法是提供一个电子反馈表格（如谷歌电子表格），让成员可以有
隐私地（可选择匿名方式）就一些问题和顾虑对 PTA / PTSA 主管（版主）发
声，主管（版主）可以将这些议题直接反映到 PTA 或学校管理员予以及时处理。
这种方式提供给父母们能够以安全，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关切和提供积极的
建议。
PTA / PTSA 主席和公众通讯副主席加入家长联络的最佳做法是加入所有年级家长
联络组群并获得主管权限。这有助于 PTA / PTSA 主席和通讯副主席了解正在传
播的信息，并且根据需要及时进行发布。
规则
网上提交和个人讨论组内容的规则是：与学校相关，适当，基于事实，建设性和
尽可能全面;讨论是尊重的，感觉“安全”而且富有成效。
避免讨论：
•

个人 - 学区/学校的工作人员，教师，家长，学生

•

营利性的信息

•

政治问题或候选人（除非获得 Palo Alto PTA 理事会的批准）

•

激烈的个人情况或专有信息

•

任何广告（住房，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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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向学校社区发布重⼤消息或重要的话题前，联系 PTA / PTSA 通
讯副主席或 PTA / PTSA 主席。
为什么要联系 PTA / PTSA 通讯副主席或主席？
•

PTA 和 PTSA 的通讯副主席是联系和协调跨年级各类消息的中心，可能会有
来自 PTA 或 PTSA 校长，学校，学区和／或学生的重要更新。他们可能已经
在这个问题上有宝贵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

PTA/PTSA 主席是 PTA／PTSA 与学校的联络的窗口。他们是学校，学区工作
人员以及家长和学生，消息沟通，更新以及及时传递的重要联络窗口。

•

PTA / PTSA 是团结协作一起工作的团队。在一个激烈或重要的话题上向学校
社区分享解决方案，意味着没有混合不清的信息。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
将健康有益的信息传递出去。

我要提倡
•

PTA / PTSA 是儿童倡导组织。但是，PTA / PTSA 章程要求在宣传 PTA / PTSA
成员和代表之前，必须对宣传性职位进行表决。宣传职位不得与第六地区或
国家职位相抵触

•

PTA / PTSAs 可以教育会员如何有效地倡导保护儿童，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教育
守则，并与学校，地区，教育委员会和州立法机构一起合作实施变革。

•

PTA / PTSA 不支持仇恨群体及其行为。

主管（版主）将批准可以发布的帖子，以确保遵守上述规则。
同级的电⼦通信群-选择参加
•

PTA / PTSA 电子邮件名单不能用作选择电子通信群成员，或者选择性发布加
入/邀请会员资格。

•

如果在 PTA / PTSA 平台上，则这些群组需要由 PTA / PTSA 监管。

•

在选择小组进行点对点宣传必须得到 PTA / PTSA 总裁的批准。

•

要发出的通知信息必须得到 PTA / PTSA 主席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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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等级别的推送通信组中保持中立的宣传信息。

•

消息不应被转发到任何版主自己的个人电子邮件或群组。

•

这些小组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并且各年级的父母和监护人均能加入，不可排
除任何社区成员。

•

公告应该提醒父母行为准则， 包括尊重其他父母，学生和员工等。

会议
协调会议讨论相关主题和/或社交。会议通常每 4-6 周在学校举行一次，或者在一
个公开无碍的场所，家长之间可以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也可以和学校的工作人
员，专业人士一起讨论，或者有专门的小组讨论和以上的一年级家长讨论。家长
会议不能作演讲者/演讲者的广告手段。
举行会议的场地应该一个是“安全的地方”，一个欢迎所有人并且大家可以安全地
发言的地方。许多家庭不喜欢待在别人家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请使用学校
场地来举行会议。
如果你对一个可能使整个学校受益的主题感兴趣，请联系家长教育的副主席（VP of
Parent Education）一起努力，为将它变成一个全校活动或区内活动而努力。
倡导家长网络协调员和主管（版主）在学年结束前与他们的前任见面。在年底之
前的会议传递宝贵的记忆犹新的机构知识。
家长网络协调员需要与 PTA 司库核对预算分配，以支付茶点和演讲者的费用，并
在活动之前公布和批准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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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PTA 工具包
2016 年 5 月页面 R52 建议的发布准则：
（这可以发布在 PTA 使用的任何社交媒体上，并允许公众发表评论。）
在我们的网站发表评论时请遵循以下准则：
相关性：请围绕讨论的话题。

尊重：保持公正的态度。 避免使用辱骂或带有攻击性，威胁，有关仇恨言论，诽
谤和暴力的词语。 不要拿别人的不幸开玩笑。
诚实：使用你的真实姓名。 不要发布广告信息。 不要发布属于他人的版权材
料。
谨慎：不要将关于你自己或他人的电话号码，地址或其他个人信息轻易给予他
人。
负责：在公示前仔细考虑发布的内容。用户将全权负责他们发布的内容。

问题或意见请联络：
Gabrielle Conway，communications@paloaltopta.org
公众通讯副主席
PTA 帕洛阿尔托理事会

----------------------------------------由 Gunn High School Culture Connection Club 翻译。
本次任务翻译团队成员 Katie Wang，Karly Hou ,Caroline Liu （Sophomore）， Caroline Liu （ junior），
Kelly Zhang，George Zheng，Jasmine Li，Emily Xu ，Eric Wei， Angela Guo，Kelly Zhang，Danny Xu，
Kelly Wang，George 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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