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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改進計劃（SIP）

● 三年計劃聚焦於全系統的改進
● 問責要求：

○ DESE、BPS 和波士頓市政府進行每月會議
○ 定期向學校委員會提供最新情況

學術 運營 數據 Kaleidoscope* 績效管理框架*

特殊教育 英文學習生 轉型學校 學生安全 交通服務 設施

● 每個重點領域都有一個團隊領導和多個團隊成員來支持工作。
● 團隊每週開會以檢查進展。
● 團隊領導將作為一個集體定期開會。

*Kaleidoscope 和績效管理框架作為 DESE 主導的舉措包含在 SIP 中。他們將需要 BPS 的支持，但與七個主要重點領域有不同的最後期限和投入水平。 2

系統改進進化的鏈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U8VZXbEYbq02ITmp__CDjVTpMOx0Oxu/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U8VZXbEYbq02ITmp__CDjVTpMOx0Oxu/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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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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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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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與問責辦公室臨時資深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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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副主任

OMME副主任

Delavern Stanislaus

交通部主任

Lauren Viviani

特殊教育部的臨時副主任

Denise Snyder

家庭與社區參與部的代理主任

Neva Coakley-Grice

學生支持部的主任

Mark Racine

信息辦公室的主任

Brain Forde

設施管理部的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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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學術

特殊教育 Lauren Viviani, OSE
Cassandra Clark-Crichlow, OSE
Ethan d’Ablemont Burnes, OSE
Kristen McCosh, 市政廳
Kiersten Sullivan, OSE
Michelle Tran, OSE

英文學習生 Farah Assiraj, OMME
Ignacio Chaparro, OMME
Ethan d’Ablemont Burnes, OSE
Faye Karp, OMME
Lauren Viviani, OSE

轉型學校 Mike Sabin, 學校轉型 (從8/15開始)
Natalie Ake, 學校校長
Blair Dawkins, 預算部
Mary Driscoll, 學校校長
Christina Scarlatos, ODA

運營

學生安全 Neva Coakley-Grice, 學生支持和安全服務
Denise Snyder, OFCA
Sebastian Derian, OLA
Mike Firestone, 市政廳
Rufus Faulk, 市政廳
Carolyn MacNeil, OFCA
Lisa Maki, OLA
Becky Shuster, 平權部

交通服務 Del Stanislaus, DOT
Jackie Hayes, DOT
Teresa Neff-Webster, 運營部
Dan Rosengard, DOT
Shanda Williams, DOT
Emanuel Zanzerkia, DOT

設施 Indy Alvarez, 運營部
Brian Forde, 設施部
Morgan McDaniel, 市政廳
Teresa Neff-Webster, 運營部
Tali Robbins, 市政廳
Amy Shan, 運營部

數據 Apryl Clarkson, ODA
Mark Racine, OIIT
Kevin Arias, OIIT
Adriana Heady, OHC
Elena Lanin, ODA
Lauren Meissner, ODA
Niamh O’Donoghue, OHC
Kyle Paczkowski, ODA

斜體名稱表示團隊領導。
團隊每週由Monica Hogan 和 J.J. Muñoz召集。



系統性改進

系統改進計劃不僅僅是滿足商定的目標。它是關於改變系統的工作方式和解決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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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的合同信息科技

人力
資源

學生
學位分配

學生按時到校

例子: 交通服務



8月15日為最後期限(BPS)
協議項目 狀態

學生安全

開始使用一套經過改良的、運作良好的系統來管理、回復和解決來自家長和監護人的投訴。
正在按計劃進

行

委託獨立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安全審計 完成

特殊教育

聘請在城市學區有成功工作記錄的實體或個人團隊，他們將在改善特殊教育服務方面有緊迫感。 完成

形成 McKinley工作小組 完成

BPS 將向 DESE 提供其關於學區將如何完成本節所述工作的計劃，直到高級領導職位被填補。
正在按計劃進

行

制定更新的特殊教育政策和程序手冊。
正在按計劃進

行

交通服務

啟動對當前 BPS 交通系統的診斷評估 完成

設施

檢查所有學校浴室設施並實施全學區進行必要翻新的計劃。
正在按計劃進

行

英文學習生

開發一個系統，以確保所有英語學習生，包括身心障礙的英語學習生，都能獲得所有適當的教學和年級內容的教學，以及追蹤教

學的系統。
正在按計劃進

行

為多語言的學生完成BPS的戰略計劃，包括母語教學
正在按計劃進

行

完成 正在按計劃進行 輕微關注 主要關切 有待討論 6



即將到來的最後期限（BPS）

協議項目 最後期限 狀態

學生安全

聘請問題解決協調員處理 PRS 投訴 9月8日
正在按計劃
進行

交通服務

實施 BPS 與校車司機工會協商的運營改革 進行中
正在按計劃
進行

數據

發布修訂後的學生退學程序，概述具體的控制 9月8日
正在按計劃
進行

轉型學校

將轉型學校所需的計劃數量合併為一個清晰、有力、循證的優質學校計劃，以在每所學校進行改進。 10月1日
正在按計劃
進行

完成 正在按計劃進行 輕微關注 主要關切 有待討論 7



DESE 的最後期限

協議項目 最後期限

數據

DESE 將聘請一名獨立審計員定期分析 BPS 數據，將在 BPS 爲其提供辦公空間，他/她將獲得對所有學術和運

營職能的 BPS 數據的完全訪問權限。 8月15日

解決投訴

DESE 將開始為 BPS 中央辦公室和大樓負責人提供定期培訓，針對 BPS 的具體需求量身定制，重點是了解

DESE 的PRS 投訴程序指南中的指引。 8月15日

設施

DESE 將確定一名負責檢查學生洗手間設施的負責人 9月8日

8完成 正在按計劃進行 輕微關注 主要關切 有待討論



與DESE舉行反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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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會議

周一 DESE McKinley工作小組

周二 DESE 特殊教育

周二 DESE英文學習生

周三: DESE 學生安全

周三 DESE 學校轉型

周四 DESE + BPS + COB 月度會議

周四 DESE 交通 + 設施

周五 DESE 數據

我們定期與 DESE 員工就系統改進計劃中的項目進行溝通。下表概述了本週在即將到來的最後期限之前舉行
的會議，以審查可交付成果並接收 DESE 高級員工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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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部
● 英文學習生
● 特殊教育
● 轉型學校



英文學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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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開發一個系統，以確保所有英語學習生，包括身心障礙的英語學習生，都能獲得所有適當

的教學和年級內容的教學，以及追蹤教學的系統。 8月15日 正在按計劃進行

● 已創建了一份新的主管通知，概述了學區的教學系統和對多語言學習生的追蹤，包括：

○ 教學要求和資源：
■ 為我們的多語言學習生和身心障礙學生定義高質量的教學要求和材料；

■ 為學校、課堂工作人員和學校領導者策劃和概述資源，以改變和改進當前在課堂上為多語言學習生
和身心障礙學生服務的做法。

○ 監督多語言學習生的教學：

■ 監督未達到 ACCESS 進度基準的多語言學習生的個人化學習計劃 (ILP)；
■ 學校領導和學區區域支持團隊進行課堂觀察，為多語種學習生提供 ESL 和跨項目的教學服務。



英文學習生

12

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為多語言的學生完成BPS的戰略計劃，包括母語教學 8月15日 正在按計劃進行

● BPS 多語言學習生戰略計劃概述了五個優先事項：

1. 擴大支持學生並幫助他們獲得雙語金印的雙語課程。

2. 確保所有多語言身心障礙學生 (MLWD) 獲得適當的服務和支持，包括母語的支持課程。

3. 改進多語言學生項目的教學和成果。

4. 開發具有公平視角的以學生為中心的系統，以確保多語言學生獲得所需的服務和機會。

5. 與青年、家庭、社區、CBO 和教育合作夥伴合作，增加大學和職業準備計劃的選擇機會。

● 在最終確定計劃並於 10 月 12 日將其提交給學校委員會之前，我們將圍繞戰略計劃草案進行社區參與的活動。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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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聘請在城市學區有成功工作記錄的實體或個人團隊，他們將在改善特殊教育服務方面有緊

迫感。
8月15日 完成

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形成McKinley工作小組 8月15日 完成

● 城市學校理事會已受委託對特殊教育進行審查。審計將包括：
○ 對地區數據的詳細分析，包括人口統計、教育環境、比例不均衡、成就、紀律處分等。
○ 對利益相關者進行 2-3 天的現場訪問。
○ 評估來自學區響應和焦點小組有關 BPS 實踐的信息
○ 一份報告概述了緊急改善特殊教育服務的建議。

● DESE 和 BPS 合作確定了工作組結構和成員資格。該工作組將於本月晚些時候開始會議，並將每月舉行會議，討
論實施McKinley學校干預團隊的建議，並指導該市 23-27 財年資本計劃中提出的建築改造的需求評估階段。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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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BPS 將向 DESE 提供其關於學區將如何完成本節所述工作的計劃，直到高級領導職位被填

補。
8月15日 正在按計劃進行

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制定更新的特殊教育政策和程序手冊。 8月15日 正在按計劃進行

● BPS 已在內部確定員工在此過渡期間承擔關鍵領導職責，並在關鍵領域（包括合規性）獲得外部承包商的支持。
領導結構將作為主管過渡的一部分確定。

● 特殊教育政策和程序手冊已由外部顧問起草和審查。

● 作為學區管理和運營學院的一部分，學校人員將在 8 月接受培訓，全年提供額外的培訓課程。



轉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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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學校計畫(QSP) 的模板已經修改:
○ 使用邏輯模型將學校的行動理論與其教學重點聯繫起來
○ 制定通用指標以允許跨系統進行進度監控。
○ 包括概述教學領導團隊 (ILT)、共同規劃時間 (CPT) 和專業發展 (PD) 目標框架的部分

● 給DESE 的學區優先文件概述了以下優先事項：
○ 平等的文學素養培養
○ MassCore
○ 社交情緒學習

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將轉型學校所需的計劃數量合併為一個清晰、有力、循證的優質學校計劃，以在每所學校

進行改進。
10月1日 正在按計劃進行



16

運營
● 設施
● 學生安全
● 交通服務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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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檢查所有學校浴室設施並實施全學區進行必要翻新的計劃。 8月15日 按計劃進行中

● 該學區對所有洗手間設施進行了初步審查，並確定了需要全面更新、外觀更新或小修的設施。
● 在這次審查之後，今年使用種族平等規劃工具 (REPT) 確定了 16 個設施進行翻新。
● 裝修將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包括：

○ 第1階段：5所學校（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
○ 第2階段：6所學校（2022年11月至2023年8月）
○ 第3階段：5所學校，（2023年1月至2023年12月）

● 設施狀況評估將包括對所有設施的全面審查，以便為未來的裝修提供信息，併計劃於 2023 年冬季前完成。

*由於風險因素和合約方的可用工期，截至時間被延期。學期盡可能加速這些項目以按期實施。



學生安全

● 設立BPS幫助熱綫
○ 5月11日初步啓用，8月5日正式啓用

● 容量：
○ 5 月 11 日至 8 月 2 日之間：1,132 個來電

● FreshDesk平臺接到的電話、電子郵件和訪問，這是一個允許員工跟踪和記錄
每個聯絡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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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開始使用一套經過改良的、運作良好的系統來管理、回復和解決來自家長和監護人的投訴。 8月15日 按計劃進行中



學生安全

協議項目 到期日 狀態

委託獨立的學生和教職員工安全審計 8月15日 完成

● 學區將僱傭一個由 3 人組成的團隊來監督 PRS 投訴：一名主任、協調員和律師助理。
● 我們正在完成招聘流程，預計在 9 月 8 日之前能夠以最低限度填補 PRS 協調員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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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的項目 截止日期 狀態

聘請問題解決協調員，專門處理 PRS 投訴和 BPS 收到的投訴。 9月8日 按計劃進行中

● 城市學校委員會已受委託在今年秋季晚些時候對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安全進行審計。審計將包括：
○ 審查與學區學生和教職員工安全相關的信息和數據。
○ 為期四天的現場訪問，採訪學區和部門工作人員，並根據需要審查其他信息。
○ 一份報告，概述了改進和提高學生和教職員工安全有效性的路線圖。



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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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的項目 截止日期 狀態

啟動對當前 BPS 交通系統的診斷評估 8月15日 完成

● 城市學校理事會將於今年秋季晚些時候對交通系統進行診斷評估。
評估將包括：
○ 審查與學區交通運營相關的信息和數據。
○ 為期四天的現場訪問，採訪學區和部門工作人員，並根據需要審查其他信息。
○ 一份報告，概述了改進和提高學生交通運營效率的路線圖。



交通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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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的項目 截止日期 狀態

實施 BPS 與校車司機工會協商的運營改革 進行中 按計劃進行中

根據合同，該團隊正在積極實施以下運營改革：

要求親自投標後“試運行” 落實，重在問責

加大對遲到工作的處罰力度 落實，重在問責

消除追溯使用 PTO 來處理“不致電，不出現”的缺勤情況” 落實，重在問責

通過修改試用期減少 CDL 培訓計劃實施的障礙 實施

經批准，將“緊急”假期限制為 15 天 + 15 天 實施

明確休假期間的工齡累積限制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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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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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中的項目 截止日期 狀態

發布修訂後的學生退學程序，概述具體控制 9月8日 按計劃進行中

● Ernst and Young會計師事務所在 2022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間完成了對退學程序的外部審計和審查。這包括對 100 
名學生記錄的深入審查和對學校和學區工作人員的採訪，以及關於流程改進和可能實施的內部控制的建議。

● 我們正在最終確定修訂後的學生退學程序並概述要實施的內部控制。
● 學校工作人員將於 8 月在學區管理和運營學院接受關於修訂程序和將實施的內部控制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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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

● 我們將在周一敲定並提交給 DESE 的所有 8 月 15 日可交付
成果。

● 交付成果也將發佈在 BPS 網站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strategicprogress

● 我們將在整個秋季繼續在學校委員會會議和其他演示文稿
中提供總監報告的最新情況。

http://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strategicprog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