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管理条例 

 

注册及再注册广州法国国际学校代表您无条件接受以下条例： 

- 广州法国国际学校的家长协会状态 

- 由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官方文件（1989 年颁布 7 月 10 日的教学指导法律），含教学大纲、

教学节奏、升级及留级条例等。 

- 财务条例 

- 该内部条例 

该条例由学校全员大会制定，仅能通过全员大会修改。 

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该内部条例确定团体关于教育、责任及学生公民性的

指导方向。 

每个会员必须遵守： 

- 尊重政治、思想和宗教中立原则，以及法国世俗教育的基础 

- 宽容和尊重他人的个性和信念的责任 

 

1. 沟通方式 

A． 邮件 

每个教师都会有一个工作邮箱。 

对于家长及教师之间的联络，请优先考虑该联系方式。 

B． 初高中的家校联系本 

家校练习本在学年初派发至学生。该本子建立了对于行政部、家长及教师之间的联

络。 

学生应该小心保管该本子、并把它每天带回家和带到学校。当要求时，学生必须要

能够随时拿出这个本子。如一旦忘记带回来，学生将会受到惩罚。 

如遗失，家长需重新付费购买。 

请家长们每天查看该联系本并签名。 

 

2. 上学时间 

学校开放时间为：周一到五，8:30-16:30 

如学生在 16 点 30 分前结束课程，允许提前离校。 

早上校门将提前十分钟开放。学生在进入校门后，需要直接到课室，任课教师会在课室等

待。 



    
仅允许与行政部、教师、董事会有预约的人士进入学校。 

家长仅允许到学校操场。 

所有致教师的信息，可以留言到家校联系本上，或直接联系学校电话（020-38494324）及

邮件。 

在进入校门（8 点 30 分）之前以及出了校门后，由家长负责其孩子的安全。 

3. 意外或者生病 

如孩子生病或者是意外受伤流血，教师将马上把孩子送到行政部，行政部将负责通知

家长。 

因此，我们会要求家长填写一张是否愿意在紧急情况下把孩子送医的许可书。 

学校建议，孩子一旦生病，请勿返校。 

 

4. 学生外出 

在上课期间，学生不允许外出，除非家长提前通过书面方式（家校联系本或邮件）提

出请求。学校有权根据理由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外出。 

电话及口头请求不会被接受。 

 

5. 学生走动/变动 

如需换课室，学生需要保证秩序以及保持安静。 

如没有教师监管陪同，学生不能独自在操场上玩耍。 

学生严禁进入教师休息室以及器材保管室。 

 

6. 上课时间安排 

A． 幼儿园及小学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8:30-11:30 8:30-11:30 8:30-12:30 8:30-11:30 8:30-11:30 

12:45-15:15 12:45-15:15 13:30 – 16:15 

课外活动 

12:45-15:15 12:45-15:15 

 

每一天，学校校门将在 8 点 20 分打开迎接学生。从进入学校开始，由老师负责学

生的安全。 

课时按照法国教育部的条例制定（26 小时/周）。 

 

B． 初高中 

课程表将在九月派发，并强制贴在家校联系本上，以便家长查阅。 

课时安排如下： 

- 两节课程：8：35 – 9:30 以及 9:35-10:30 

- 课间： 10:30 – 10:45 



    
- 两节课程：10:45 – 11:40 以及 11:40 – 12:35 

- 午餐：12:35 – 13:30 

- 两节课程：13:30  - 14:25；14:25 – 15:20 

- 课间：15：20 – 15:35 

- 最后一节课程：15:35 – 16:30 

 

7. 缺席 

出勤率含出席课程以及准时到达。 

所有的缺勤都必须由父母通过家校联系本或者是行政部邮箱通知。返校当天，学生必

须提供假条并由监护人签名。 

如出现生病请假超过两天，必须提供医生证明。如一旦需要请长病假，请尽快通知行

政部。学生返校时带回假条，假条上须注明请假开始日期及结束日期。 

如患上传染病，家长应当尽快通知行政部。提供的医生返校证明必须注明能够返校的

日期。 

对于其他类型的请假，家长应当提前至少 48 小时知会学校，并获得校长的许可。 

无故缺勤将会： 

- 第一次无故缺勤将通知家长 

- 第二次无故缺勤将约见家长。 

- 第三次无故缺勤，学生将受到惩罚：为学校集体出力或者是不被允许返校。 

 

8. 迟到 

迟到的学生不能进入课室，必须先到行政部报道。迟到必须通过家校联络本或者是行

政部邮箱通知。教学团队保留是否让迟到孩子进入课室的权利。 

晚于第二节课的迟到将会视为无故缺勤。在进入课室之前，学生必须先到行政部解释

迟到原因，获得许可后方可进入。 

每个学期将会统计迟到次数，处理情况如下： 

- 第二次迟到，学校将通知家长，学校必须到校长处。 

- 第三次迟到，将约见家长 

- 第四次迟到，学生将收到警告 

全年度超过 8 次无理由迟到，学生将会受到惩罚：为学校集体出力或者是不被允许返校。 

 

9. 衣着 

学校要求学生穿着适当的衣服返校：即干净，合身，没有穿洞，体面的衣服。家长亦

需要关注学生的穿着符合要求。 

学生应避免在脸部做纹身、穿钉等。 



    
 

10. 禁令 

严禁从校外携带有损校内人员健康或者校内公共财务的物品。 

出于安全原因，允许携带电话。不能使用电话散播令人惊讶或者损害学校所认同的价

值观的信息。 

应尊重学生及教职工的肖像权。在学校内拍的照片严禁传播，除非得到了当事人的同

意。 

冒犯、不礼貌的用语或者照片严禁在学校使用。 

绝对不允许在校园内（走廊、排队、上课等）打开电子设备，含电话、MP3、电子游戏

等。 

校内严禁抽烟。 

在校园内及学校附近严禁酒精和毒品。校长保留追究所有违规行为的权利，包含处分

及开除。 

 

11. 惩罚与处分 

惩罚与处分必须与教育目的相联系。根据错误的程度，惩罚与处分可能是针对个人或

者团体。 

所有的欺骗或意图欺骗都将收到惩罚或处分。 

惩罚及处分制度如下： 

- 由教师布置额外的作业 

- 口头或书面警告：约谈、或者向校长写书面承诺 

- 由教师给出警告，课后留堂 

- 如全年收到三个以上警告，学生将收到惩罚：为学校集体出力或者是不被允许返校。 

- 视错误严重程度，不被允许返校将会持续一至三天 

在没有家长书面假条的情况下，如课后拒绝留堂，该生将会禁止返校一天。 

如犯下严重的错误（保利、偷窃、意图偷窃、威胁、缺乏尊重、诈骗、故意损坏公共

财物、伪造文件、携带危险物品返校），学生将立即收到严重的处分及惩罚，如下： 

- 禁止返校三天 

- 禁止返校一周 

- 开展纪律会议，以决定惩罚和处分。 

 

12. 体育课 

该纪律要求是教育的一部分。 

正确的体育课装扮为： 

- 短裤或运动裤 

- 游泳课：泳衣，毛巾 

- 如天气寒冷可穿套衫 

- 适合的运动鞋 

学生可到校后换运动服装 



    
如遗忘体育课的装备，将会收到惩罚。 

如生病，需要提供医生证明，方可停体育课。生病学生必须向老师展示医生证明。 

家长在家校联系本上的留言可以作为请假理由。但是全年不能超过三次。该留言需要

直接展示给任课教师。 

 

13. 学校场所及公共财物 

学校场所和公共财物供所有人使用，因此所有人都有责任爱护学校的器材和场所。所

有的故意损坏都将照价赔偿，学生也会收到相应惩罚。 

在课间，体育器材的使用需要征求监管人员的同意。严禁学生单独进入体育器材存放

室。处于安全原因，足球将会被软球所替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篮球当成足球踢，

否则相应学生会收到惩罚。 

 

14. 失物处理 

学校行政部不负责失物招领。建议家长不要让学生携带贵重物品，大量现金返校。所

有无人认领的物品将会放到行政部。 

行政部不对丢失物品负责。 

 

15. 学校保险 

学校全年保险是必须的，学费中已含保险费用，由学校负责购买，保证每个孩子的利

益。 

保险范围是： 

- 在学校范围内发生的意外，送医治疗费用 

- 公民责任保险（损坏物品） 

- 残疾保险 

- 其他意外（眼镜损坏、牙齿损坏等） 

- 回国治疗费用 

该保险保障所有的教学活动、课外活动、外出及学校旅行中发生的意外。照顾费用由

家庭承担。 

家长可联系学校获取保险文件。 

 

16. 校内餐食 

学校的餐食为提供给家庭的服务，并非为强制。因此，学校有权对不遵守餐厅规则的

学生做出不予提供餐食的决定： 

- 学生需要严格遵循监管人员的指令 

- 对监管人员保持礼貌 

- 保持安静 

- 爱护餐厅的公共设施 

进餐完毕后，需要听从监管人员的指令进行下一个活动。 

鉴于每个地区的卫生法律不同，学校不会该项服务做任何承诺。 

 



    
17. 校车 

校车服务并非强制。因此学校有权对不遵守校车规则（第十六节）的学生做出不予提

供交通的决定。 

校车仅向注册学生开放。由于校车保险原因，任何没有注册校车的人员均不可乘坐，

即使是临时的行为。 

 

18. 除强制教育以外的活动 

课外活动从 10 月的第二周根据注册人数开放，名额限定。课外活动的注册可每学期更

换。 

课外活动每周三 13 点 30 分至 16 点 15 分进行。 

包含两节课程： 

第一节：13 点 30 分至 14 点 45 分 

第二节：15 点至 16 点 15 分 

 

课外活动是学校提供给家庭的服务，并非强制。因此学校保留对于不遵守第十一节规

定的学生做出不准参加课外活动的权利。 

课外活动一旦开始，不能更改。 

 

日期： 

家长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