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全國領先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公立學區，我们提供公平、和優秀、全面的教育，為每個學生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中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BPS 願景 

在 BPS，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制定了公平的文學素養教育的五個組成部分，發現、確定和解決限制學生學習年級內容的偏見，以便所有學生，尤

其是那些歷來缺少教育服務的學生，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華，成為讀者和強大文本的創造者 。 

BPS行動理論 

 
 

學校名稱：CASH 

校長名字：Robin Lee 

SY23 學校改進計劃 90-天

計劃 

 

 
 

 

 

辦學目標：(由ODA設定的目標) 
 標準 狀態類別 年級 SY 21-22 結果 22-23 目標 

2 MAP進步閱讀測試: 每個年級的學生有條件成長百

分位數 (CGP) 的中位數 
等級 

大學準備的發展，包括在小學和中學階段  

3-11 
9- 55 

10- 49 
11- 43 

9- 60 
10- 60 
11- 60 

3 MAP進步閱讀測試: 每個年級的成就百分位數 大學準備的發展，包括在小學和中學階段 3-11 9- 27 
10- 12 
11- 6 

9- 待定 (10月13日） 

10- 待定 (10月13日） 
11- 待定 (10月13日） 

4 學生對嚴格期望和歸屬感的學生氛圍調查的積極回
應百分比 

在學生中創建學術成功的文化  

3-12 
要求 - 67% 
歸屬感 - 32% 

要求 - 70% 
歸屬感 - 35% 

5 對氣氛調查的積極回應的教師百分比 
圍繞專業學習的調查 

建立支持學生的文化和 
學校教職員工的成功 

所有教師 
60% 63% 

6 長期缺勤：學生 
只出勤了90%或更少 

學生出勤率，開除率和 
停學率 K0-12 

63% 待定 (DESE 目標) 

每所學校每個教室中的每位孩子都可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 

BPS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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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課程表現學生通過所有課程的百分比 大學準備的發展，包括在小學和中學階段 6-12 49% 52% 

9 
MassCore: 完成MassCore要求的高中學生畢業的百分
比 

 
學生掌握21世紀技能 

12 
22.5 （2020-21） 25.5% 

10 
學生達到BPS科學中期評估 
要求的百分比 3-6 

  

11 
關於家庭-學校溝通的調查的氣氛調查的積極回應的

家庭百分比 

 

家長和家庭參與 所有 
無% 77% 

(目標 - BPS 平均) 

12 
關於學校安全的學生氣氛調查的積極回應的學生百
分比 

 

學生安全與紀律情況 所有 
51% 54% 

 
13 

留級率（下降）：上一年入學復讀同一年級的學

生百分比（截至 10 月 1 日） 

 
學生升學率和輟學率 

 
全部 

8% 7.5% 

14 畢業率（高中） 畢業率（僅限高中） 12 67% (4年, 2021) 待定 

 

 
總結年度的反思（對前一年） 

 

上傳您的SY21-22反思文檔的鏈接，其中包含回答以下提示的註釋： 

● 總結反省每年的措施哪些有效，哪些無效，並附上證據 

● 利益相關者如何參與？ 

● 地區系統如何支持實施？ 

● 哪些策略將繼續、修改和/或放棄？ 

 
教學領導團隊議程/筆記  

平權圓桌會議議程/筆記 

90 天計劃 21/22 

 
您可以將以下內容視為反思的證據： 

● 平權圓桌會議議程，展示對去年進展的反思 

● 對您的公平文學素養教學重點的反思和發展的會議議程 

● 21-22 學年 90 天計劃中的學區筆記模板  

● 您可能會發現 DESE 中的這些模板對記錄您的反思過程很有用： 

○ 數據公平暫停協議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Q9iOjSFOgYIoNp24MeaVoOxtvoBRIlmKqa3QluDbp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zyYLgFxxFqBI-Tm6vugYVxSdxWxJxiUC4yrBjQbeZ0/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pwE24dpu3EUuBG9CzeF9UJ8DZZxI-GYBRMBKW63qY0/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bTbDKbLhkIVL_Isa3rUIeEkjrvB79LcGVWBEOzM0a8c/edi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uEXVgWFSBw96IZDaN15CE2oUUzwNcow/edit?usp=sharing&ouid=107217120024395775132&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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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指南和自我評估 和 自我評估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pUrLsa6H2IaadYsYkTzwSMYDS1cVEMb/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HqvZH4o9KYDiJFaGQF-KT3MASjXi80n4/edit?usp=sharing&ouid=107217120024395775132&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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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行動計劃——優先事項 #1：公平的識字教學重點 

戰略目標 (教學重點): 
通過公平的文學素養教學框架，教師將始終如一地結合參與和話語實踐和慣例，包括互惠的教學和波士頓辯論聯盟策略，以使學生掌
握基於標準的年級內容。 

行動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技術和適應性舉

措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每週在課程中實施多種參與和話

語策略 

● 實施波士頓辯論聯盟合作夥伴關係的

第 2 年，其中包括現場輔導。 

● 教師需要在他們的雙週的規劃圖中

包含每週 2 個參與策略 

● 使用互惠教學的話語部分作為改善

整體課堂結構的焦點，以增加學生

的話語和參與度。 

● 通過每月演練繼續監控話語和參

與策略。 

● 繼續在 PD 和 PLC 中模擬有效的高

參與度策略 

● 繼續在每月的 PD 上進行教案改造 

8/29-1/20 在我們每月的學習中，

我們將繼續看到話語和

參與分數的增加。 

雙週課程地圖 

 
每月學習 



2022-2023 學校改善計劃 5 
 

 

 參加以教師為中心的課程並重做以增

加學生的參與度。 

   

擴大學生詞彙量 全校範圍的詞彙倡議——年末 21-22 評量顯

示，我們許多苦苦掙扎的閲讀學習者的詞彙

量遠低於年級水平。我們發起了一項全校範

圍的詞彙學習倡議。 

● 所有教師和工作人員都選擇了 10-

15 個他們將全年使用的單詞。教師

將全年關注這些第 2 層級的優先詞

彙術語。 

● 還將定期舉行比賽，學生將通過正

確使用各種高 
中詞彙。 

9/5-1/20 提高 MAP 分數 MAP 增長分數超過 
支持提高閱讀能力  為了我們的奮鬥 MOY 和 EOY 為 60 

  讀者。  

   增加使用 
   詞彙中的單詞 
   用於書寫學生 

   回應。 

擴大閱讀干預策略 • 實施 9 月 MAP 測試和根
據需要調整學生的時間
表。 

● 參與評估以確定問題是語音還是

詞彙/流利度，並提供適當的閱讀

支持課程 

● 為學生提供Wilson閱讀或 Reading 

Horizons 的語音教學。 

9/9-1/20 九月：確定閱讀低於年
級水平的所有 9 年級和 
10 年級學生，以安排他
們參加閱讀干預課程 

帶有所有MAP分數和課
堂功課的電子表格用於
指導閲讀干預課程。 
 
 
 
 
 
 

帶有所有的支持服務和靈活識
別 

   

學生  持續中：監控接受語音
干預措施學生的每兩周
的ORF成績 

 

intervention courses based on 
MAP scores 

   

    

   雙周ORF測試分數  
    
    

   中期 MAP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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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並實施一個流程，為四
個層次的學生創建並有意取
消有針對性的支持（在每個
內容領域內），以確保所有
學生定期參與復雜的活動 

在專業學習社區中，教師將在他們的雙週計

劃中每周至少包括三個年級水平的複雜文

本。  

然後，PLC 將為所有 4 個級別的學生創建所

需的架構和加速課程，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

理解文本和示例答案。架構 

9/15-1/20 90 天后，每個內容團

隊將有一個既定的方

法來為不同級別的讀

者創建有針對性的支

持，評估 

雙週課程地圖 

 
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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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隨著學生技能的提高，將被系統地刪除。 

 
跨內容領域實施全校範圍的元認知閱讀策

略（互惠教學），以確保學生積極參與復

雜文本 

 這些支持的有效性，

並根據學生的成績進

行修改（來自每一層

學生作業的代表性樣

本） 

 

90 天調整（2023 年 1 月）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技術和適應性舉

措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團隊策略文件 
教學領導團隊議程/筆記 數學PLC議程/筆記 

科學PLC 議程/筆記 ELA 

PLC 議程/筆記 ESL PLC 議

程/筆記 
歷史 PLC 議程/筆記 

ESSER 資金: （ESSER資金如何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資金將用於支付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的津貼，以及為學生提供豐富課餘活動的工作人員。CASH 聘請了額外的員工（群組的替代人員和社區現場協調員）來支持學生
上課並解決長期缺勤等問題。最後，資金將分配給所有學科領域的教學材料、教師材料和資源所用。 

ESSER 資金: （僅限變革學校：TAG 資金將如何用於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ILT 規劃補貼專業發展材料 

● 工作文本中的相互教學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oWgbnGYP6D0QQ-rVthQZHxsY0RaskkZDxczboUIihh8/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OGdRUTaAQV6OnWBYMNPCEvloVxwOvq50K9Tv9fhH_4/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bMqFANMdl_g7hgrI2-LFFgz7cJ_Q8iC8T7BApkLZDgw/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nGW1fvqxMjuWtP-a2cyYH7bWlM4sHjJExVw__xgAW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eS3pofWL30-fxb3-bZXncBZLRVq9_ZS492fy1nomC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eS3pofWL30-fxb3-bZXncBZLRVq9_ZS492fy1nomCk/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72h8Z79f-SRHFUNGeu24H9Nw46nWD6Yrc0RTbPsQ_Nc/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72h8Z79f-SRHFUNGeu24H9Nw46nWD6Yrc0RTbPsQ_Nc/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OGdRUTaAQV6OnWBYMNPCEvloVxwOvq50K9Tv9fhH_4/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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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行動計劃——優先事項 #2：氣候與文化 

戰略目標：通過專注於社區建設和關係建設，我們將重新建立學生的參與感和歸屬感。 

行動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技術和適應性舉

措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重新參與氣候團隊使用 ● 重新制定定期會議時間表 
● 計劃和實施全校範圍的積極強

化。 

● 通過學校諮詢協調全校範圍內的恢

復性公平實踐。 

● 為未接受恢復性公平培訓的員工提

供培訓 

● 實施BIMAS 

● 制定一個簡短的調查來衡量學生

的歸屬感（學生氣氛調查） 

 根據問卷數據所表現出
的提升了的學生的 

雙週會議記錄 

the CBHM (綜合  歸屬感  

行爲健康模式） 從9/26開始每兩
周一次會議 

  

    

通過學校顧問，計劃與實施全校
性的恢復性公正措施  

● 為未接受恢復性公平培訓的員工提

供培訓 

● 通過員工 PD 和/或專業發展進行

進修培訓 

 實施月度團隊建設 雙周氣氛團隊筆記 

 從10/10開始每月
一次 

  

    

   雙周學生支持團隊會議 
  增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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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每月的社區建設圈子諮詢納入

所有學校諮詢中 

 以應對Panaroma所記錄

的紀律。 

 

通過幫助學生獲得可用支持來提

高學生課程通過率 

學術出版型號： 
● 所有 4 個年級都有學術出版模型 

● 未完成家庭作業的 9 年級學生將在

放學後留下 

● 核心課程成績 <C 的 10 年級學生

將留校一周以提高成績。 

● 所有課程成績均達到 C 或更高的 11 

年級和 12 年級學生將獲得本週的開

放校園。 

9/26-1/20 與 2021-21 學年相

比，每個年級的季度

課程通過率將至少提

高 10% 

季度學生課程成績 

90 天調整（2023 年 1 月）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要採取的技術和適應性舉措 
用於實現預期結果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團隊策略文件 (鏈接在此) 學生支持團隊議程/筆

記 
氣氛團隊議程/筆記 

ESSER 資金: （ESSER資金如何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資金將用於支付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的津貼，以及為學生提供豐富課餘活動的工作人員。CASH 聘請了額外的員工（群組的替代人員和社區現場協調員）來支持學生
上課並解決長期缺勤等問題。資金配給所有學科領域的教學材料、教師材料和資源所用。最後為獎勵實地考察費用提供資金。 

ESSER 資金: （僅限變革學校：TAG 資金將如何用於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課後班支持津貼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DtKZpen2ltpf_DYLOiiJlZV3JJLMG5VnsDPmL6PkyU/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DtKZpen2ltpf_DYLOiiJlZV3JJLMG5VnsDPmL6PkyU/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98aLd2IMENexQnaX8WGGcrcazW0YyjGcC8noxiJIbQg/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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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行動計劃——優先事項 #3：出勤率 

戰略目標：通過一級和乾預策略增加學生的日常出勤率/減少長期缺勤。 

行動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用來實現預期結果的技術和適應

性舉措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通過每週與家人進行清晰的溝通來

提高學生的出勤率。 

開發 CASH 出勤和成績應用程序 - 家長

將每週收到一封消息（電子郵件或短

信），其中包含學生的每周成績和出勤

情況。 

10/15-1/20 每日出勤率增加 

 
將長期缺勤率從 63 降

低到 50 以下 

出勤小組每兩週審查

一次全校出勤數據。 

減少學生人數 超過30分鐘到達的學生 10/15-1/20 10% 改善 考勤隊 
第一節課遲到的人。 遲到會留下來補上pd 1  “準時”到達 全校評價 

 工作。  第 1 期比較 考勤數據 
   到 SY 2021-22 每兩週一次。 

通過獎勵激勵學生提高出勤率 

程序。 

在 CASH 氣氛團隊會議中製定和實施激

勵計劃 

10 月 10 日開始 每日出勤率增加 每月考勤小組審查 

   減少長期 
缺勤率從 63低到低於 

50  

 

通過年級冠軍和 CASH 出勤團隊關

注學生出勤率。 

通過 Panorama Form 出勤案例量監控

出勤情況，以進行外展、建立關係和

支持 

每兩週開一次會，審查考勤數據 
並分享策略 

10/1-1/20 
（雙周會議） 

長期缺勤率從 63% 降至 

50% 以下 

每月考勤小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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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天調整（2023 年 1 月） 
理想的結果 戰略舉措 

說出你將要的技術和適應性舉措 
用於實現預期結果 

實施日期 目標和基準 進展監測 增長證據 

     

     

     

     

團隊策略文件 (鏈接在此) 出勤團隊議程

/筆記 學生支持團隊議程/筆記 氣氛團
隊議程/筆記 
平權圓桌會議議程/筆記 

ESSER 資金: （ESSER資金如何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用於支付顧問的資金用於建立出勤應用程序，以便每週與家庭進行出勤溝通。為參加課後家訪的出勤團隊提供津貼。 

ESSER 資金: （僅限變革學校：TAG 資金將如何用於支持這項工作的摘要）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DtKZpen2ltpf_DYLOiiJlZV3JJLMG5VnsDPmL6PkyU/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98aLd2IMENexQnaX8WGGcrcazW0YyjGcC8noxiJIbQ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98aLd2IMENexQnaX8WGGcrcazW0YyjGcC8noxiJIbQg/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VXkkb51SkXPGNu11CkrIiJNyCph3QY05DyZtU3exc4/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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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製定優質學校計劃的人員 

核心參與者的姓名、利益相關者團體（工作人員、學生、家庭、社區倡導者、合作夥伴等）的從屬關係/成員身份及其種族/族裔身份的列表。根據需要添

加行。 

 

姓名 學校團隊從屬關係/利益相關者團體 種族/民族 

Robin Lee 校長 黑人 

Marques Simpson 校長助理 黑人 

Amy Lipman 課程教練 白人 

George O’Meara 教學領導團隊 白人 

Olivia DiFranco 教學領導團隊 白人 

Carline Desire 教學領導團隊 白人 

Anett Bauer 教學領導團隊 白人 

Nicole Harris 教學領導團隊 黑人 

Jonathan Vickers 教學領導團隊 白人 

Kennedy Omolo 教學領導團隊 黑人 

Rayshawn Miller 教學領導團隊 黑人 

Nusi Hassan 學生支持團隊/出勤團隊 黑人 

Chase Grogan 指導團隊/出勤團隊 黑人 

Shavonne Herrington 平權圓桌會議 黑人 

Vilma Silva 平權圓桌會議 拉丁裔 

Lia Valdez 平權圓桌會議 拉丁裔 

Ruth Wong 平權圓桌會議 亚裔 

參與者是否反映了該決定影響/涉及的人群？如果沒有，請解釋代表的障礙和克服這些障礙的努力。證明文件（請添加鏈接） 

平權圓桌會議議程 平權圓桌會議議程/筆記 

ESSER 資金提案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QVXkkb51SkXPGNu11CkrIiJNyCph3QY05DyZtU3exc4/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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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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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戰略目標 實現願景的關鍵改進槓桿（“什麼”和“為什麼”）。 

理想的結果 預期結果：它們將是什麼以及它們將如何推動學校實現學生成就目標。 

結果是 SMART 目標：具體且具有戰略意義； 可衡量的； 以行動為導向； 嚴謹、現實、注重結果； 定時和

跟踪。 

最終結果設定了在計劃實施結束時實現的改進目標 - 學年結束。例如：到 2021 年，將長期缺勤率降低 2.8 個

百分點至 12%。中期成果設定了 90 天計劃實施期間的改進目標。 

戰略舉措（領導行動） 支持並將實現戰略目標的項目和計劃（“如何實現”）。為達到預期目標而採取的領導行動。戰略舉措包括技

術和適應性變革 

目標和基準 90 天目標和基準； 在 90 天內必須達到的目標和基準，才能按計劃實現 SY22-23 目標。 

進展監測增長證據 朝著 90 天目標和基準發展的證據和/或達到目標的證據。進展監測應在 90 天內定期進行，與預期結果保持一

致，並可能與系統變化和/或成人行為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