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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致：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主席和各位成員 

 

 

來自： Nathan Kuder首席財務官 

 

主題： 待審批的撥款 

 

日期： 2022年 8月 31日 

 

 

請查閱隨附的學校委員會在 2022年 8月 31日的待審批撥款。撥款提議的完整檔可供審查，並且已在學校委

員會秘書辦公室存檔。 



 

 

 

學校委員會撥款 

 

 

2022年 8月 31日 

金額 財年 撥款名稱 狀態 資金管理者 重點領域 地點 

              

$81,988 2022 殘障人士教育法案 (IDEA) 增額 Yvonne Macrae 特殊教育 全區 

$1,699 2022 特殊教育兒童早教津貼補助 增額 Yvonne Macrae 特殊教育 全區 

$12,261 2022 Title I, Part A：改進基本計劃 增額 Yvonne Macrae 機會差距 全區 

$30,484 2022 
Title II, Part A：提高教育工作

者的素質 
增額 Yvonne Macrae 

教育工作者的

教學效果 
全區 

$17,722 2022 
《美國救援計劃》：殘疾人士教育

法案 
增額 Yvonne Macrae 特殊教育 全區 

$16,503 2022 
《美國救援計劃》：殘疾人士教育

法案之兒童早教 
增額 Yvonne Macrae 特殊教育 全區 

$25,000 2023 新波士頓人英語 新增 Kristen D’Avolio 成人教育 
Madison 

Park 

$120,000 2023 Playball! 新增 Amy Daniels 
Health & 

Wellness 
19 處地點 

$41,385 2023 OpenSciEd 高中實地測試材料 新增 Joyce Bowen 課程與教學 6 處地點 

$25,000 2023 社交和情感學習 (SEL) 行動獎 新增 Melissa Brown 
社交和情感學

習 
Horace Mann 

              

$ 372,042   總計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145 

 

撥款名稱：  殘疾人士教育法案 (IDEA) 聯邦特殊教育 240  

 

狀態：   增額 

 

撥款類型：  津貼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2 年 8 月 23 日 — 9 月 30 日 

 

資金來源：  州 

 

撥款人聯繫方式：     Julia Foodman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75 Pleasant Street, Malden, MA 02148-4906 

電話：(781) 338-3577 

電子郵箱： jfoodman@doe.mass.edu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Ethan D'Ablemont Burnes，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BPS 項目經理：Porsche Paulding，運營總監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Ethan D'Ablemont Burnes，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年撥款金額： $17,839,839 

 

增額：  $81,988  

    

撥款金額總計： $17,921,827 

 

結轉選項：是 

 

大約有 # 名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工作人員）接受服務：12,022 名學生，約 118 名工作人員 

 

地點： 全區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不適用 

 

撥款說明 

 

 

《殘疾人士教育法案》 (IDEA) 聯邦特殊教育撥款向校區提供資金支援，確保符合條件的殘疾學生能夠獲得免費且適當

的公共教育，包括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以滿足學生的個體需求。此項撥款的優先事項如下：1）確保所有殘疾兒童都能

獲得免費且適當的公共教育，特別強調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以滿足殘疾兒童的特殊需求，為他們接受進一步教育、就

業和獨立生活做好準備；2） 確保殘疾兒童及其家長的權利得到保護；3） 協助各州、地方、教育服務機構和聯邦機



 

 

構，為所有殘疾兒童提供教育服務；（4）評估並確保為殘疾兒童提供的教育措施的有效性。（34 CFR§300.1；授權：

20 U.S.C.§1400（d））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約 75% 的撥款用於支付與直接服務（教學和專業）和支援人員相關的工資和福利成本。相關的支持人員包括：助理主

人、合規協調員、ABA 專家、高中項目主任、指導顧問、心理學家、職業指導經理、秘書和技術支援、全納教師、相關

服務提供者和一對一/覆蓋範圍內的助教。 

 

約 15% 撥款分配給合同服務，用於資助私人安置學費、合同服務、掃盲和干預以及全校區特殊教育教室的操作/測試用

品 

 

其餘 10% 的撥款用於課外活動、延長學年 (ESY) 服務和間接費用。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2021-2022 學年，BPS 將在合規性、情感障礙和特定學習障礙等目標領域增加特殊教育助理主任和協調員，以

增加教職員的數量。教職人員數量的增加，將為校區內的學校提供更多的特殊教育支援，從而減少特殊教育的轉介，並

為學生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援和資源。 

 

指標：將 2021-2022 學年的合規性資料與 2020-2021 學年的資料進行比較，並審查各個學校對新增資源的效率和中心

辦公室提供支援的回饋。 

 

目標 #2：2021-2022 學年，BPS 會將部分納入式和全納式學生的比例提高 2%，方法是通過繼續增加整個校區的全納式

課堂機會，同時增加對特殊教育教室的教學支持，注重相關的支援與服務，這些支援與服務是説明學生成功過渡到更具

包容性環境所必需的。 

 

指標：將 2021-2022 學年的納入式課題入學資料與 2020-2021 學年的資料進行比較， ，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辦公

室的支持，以有效推出納入式教育機會。 

 

 

目標 #3: 2021-2022 學年期間，BPS 將通過課程投資、掃盲和執行智慧課程和工具方面的教師培訓，促進實施多層支援

系統，使 k-12年級的特殊教育轉介率比前幾年降低 2%。 

 

指標：將 2021-2022 學年的轉介情況與 2020-2021 學年的情況進行比較，並審查教師對繼續實施 Wilson & Orton 

Gillingham 掃盲專業發展的回饋。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146 

 

撥款名稱：  特殊教育兒童早教津貼補助 

 

狀態：   增額 

 

撥款類型：  津貼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1 年 9 月 1 日 — 2023 年 9 月 30 日 

 

資金來源：  聯邦，通過州撥款 

 

撥款人聯繫方式：  Cathy Kelley 

51 Sleeper St., 4
th
 floor, Boston, MA 02210 

電話： 617-988-2432 

電子郵箱：cathy.kelley@state.ma.us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Lauren Viviani，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BPS資金管理者： Yvonne Macrae，撥款及外部資金主任 

 

部門負責任/學校負責人：Lauren Viviani，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年撥款金額： $516,518  

 

增額：  $1,699 

 



 

 

撥款金額總計： $518,217 

    

結轉選項：否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 

 

地點：全校區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無 

 

撥款說明 

 

特殊教育兒童早教 (ECSE) 津貼撥款 262 為校區提供資金支援，根據《2004 年殘疾人教育法案》（IDEA-2004）和麻薩

諸塞州特殊教育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 3、4、5 歲的兒童接收到適合發育水準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以滿足這些兒童

的個體需求。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約 90% 的撥款將用於人事開支，以提供監督、專業發展和培訓，從而改善教學和納入式實踐，並為幼齡學生提供支援。

此外，兩名工作人員將專門訪問“開端計劃” (Head Start Program)，以根據學生的個體化教育計劃，為其提供服務。 

約 2% 的撥款將用於為教室購買適當的教學用品。 

約 3% 的撥款將分配給為早期學習者提供以語言技能為重點的專業發展的教師。 

約 5% 的撥款將用於支持校區一級的間接成本。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為 K0/K1 年級的延長學年教室提供適齡且有吸引力的課程，用於遠端/面授教學。BPS 將為殘疾學生提供參與

課程的機會，該課程與向通識教育學生提供的 BPS 夏季重點課堂的課程相一致。 

 

指標：在 2022 夏季延長學年，向 20 個教室提供夏季早期重點課程材料。 

  

目標 #2：將提供更多的“兒童探索”機會，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被安置在適當的環境中，並得到充分的支援。 

 

指標：將轉介至特殊教育的人數減少 1% 

 

目標 #3：將繼續為 2019/2020學年開啟的工作努力，針對溝通強化課程的開發、設計與實施，培訓早教（K0/K1）老師

和助教，以促進早期學習者語言相關技能的發展。這項個人發展培訓將由選定的 BPS 員工在課餘時間提供。對如何設計

和開發無障礙課程的理解，以及作為同伴培訓師為同事提供支持方面，接受培訓的教師將獲得 70% 的提升。這是上一年

撥款延續下來的一個目標。 

 

指標：獲取知識發展的事前和事後調查；完成的課程改進；修改的溝通評估工具。這也至少應該將早期干預轉介到特殊

教育的人數減少 1 %。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150 

 

撥款名稱：  Title I, Part A：改進基本計劃 

 

狀態：   增額 

 

撥款類型：  津貼 

 

開始日和結束日： 8/26/21 – 9/30/23 

 

資金來源：  聯邦，通過州撥款 

 

撥款人聯繫方式： Julia Foodman，資源配置戰略與規劃 

 ESE, 75 Pleasant Street, Malden, MA 02148 

電話：(781) 338-3577 



 

 

電子郵箱：jfoodman@doe.mass.edu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全校區 

 

BPS資金管理者： Yvonne Macrae，撥款主任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Nate Kuder，首席財務官 

 

年撥款金額：$ 43,003,665 

 

增額：  $12,261 

 

撥款金額總計：$43,015,926 

 

結轉選項：是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近似值：54,871 

 

地點：  全區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無 

 

撥款說明 

 

Title I 是一項聯邦津貼計劃，旨在為弱勢兒童人數較多或比例較高的校區和學校提供資金，用以提供各類服務。該計

劃的總體目標是確保所有兒童都有公平、平等和重要的機會，以獲得高品質的教育，並至少達到具有挑戰性的州級學業

成績標準和評估的要求。這項津貼補助的範圍包括確保在私立學校就讀的弱勢兒童也能受益於 Title I, Part A 資金支

援的學術豐富性服務。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約 40% 的撥款將根據學校的預計入學率 x 貧困生比率進行分配，用於補充核心的學術活動。 

約 3.5% 的撥款將根據波士頓學生的合格人數，分配給非公立學校。 

約 23% 的撥款將用於支持表現不佳的學校，具體途徑包括：暑期計劃 (Summer Program) 倡議等活動，以及機會與成就

差距辦公室、延長學習時間、轉變和轉型等有針對性的戰略。 

約 6.5% 的撥款將用於家庭/社區參與。 

約 27% 的撥款將用於校區一級的投資，通過專業發展、資料、人力資本支援和行政服務等活動，為學校提供支持，以及

用於 Title I 資助的職位和間接成本。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大約 44% 的 Title I 撥款會直接撥付給公立和私立學校。2012 財年，我們將繼續通過校區預留金的方式，為學術成績

不佳的學生和與成績不佳學生合作的教師提供干預與支持。 



 

 

轉變和轉型以及我們的暑期計劃是實現波士頓公立學校校區優先事項的關鍵杠杆。我們預留資金的四個具體目標是： 

 

目標 #1：第五季度組合/暑期學習學院 — 根據校區中期評估，在約 6000 名參與學生中，超過 80% 接受評估的學生將

保持或超過年級水準的識字和數學技能，且/或表現高於同齡人；超過 80% 的參與者將升入下一年級。 

指標：校區中期評估的分數、年級晉升率 

  

目標 #2： 暑期課程 — 超過 200 名學生將參加至少一天的課程，並將通過高中畢業所需（學生在本學年未通過）的

至少 150 門課程。 

指標： 高中課程重修通過率 

  

目標 # 3： 第五季度組合/暑期學習學院 — 提高學生的技能發展和學習參與度。 

指標： NIOST 工具（SAYO-Y 和 SAYO-T）將顯示“影響力技能”的提高：批判性思維、毅力、人際關係和自律，以及

課程品質指標。學生參加課程的平均日出勤率將至少達到 80%。指標：學習地點出勤率。 

  

目標 # 4： 學校轉型辦公室 (Office of School Transformation) 將為具有全面學校改善計劃的 20 所學校賦能，在

循證的麻薩諸塞州轉變實踐框架中，利用對支持措施的進展監測和回應週期，提高教學實踐；根據美國研究院的年度現

場探訪定性研究報告，所有學校都將在至少兩個實踐領域取得增長。 

指標：美國研究院的年度現場探訪定性研究報告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面列出： 

 

1.5 通過專業發展（優先關注課堂教育者，其他教職人員次之），實施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可持續性實踐和種族研究，以

此為學校提供支援。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176

撥款名稱： Title II-A – 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質

狀態： 增額 

撥款類型： 津貼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1 年 8 月 26 日 — 2023 年 9 月 30 日

資金來源： 聯邦，通過州撥款 

撥款人聯繫方式： Julia Foodman，資源配置戰略與規劃

 ESE, 75 Pleasant Street, Malden, MA 02148 

電話：(781) 338-3577

電子郵箱：jfoodman@doe.mass.edu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全校區

BPS資金管理者： Yvonne Macrae，撥款主任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Nate Kuder，首席財務官

年撥款金額：$ 3,445,929

增額：  $30,484

撥款金額總計：$3,476,413

結轉選項：是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近似值：54,871

地點：   全區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無 

撥款說明 



Title II 資金旨在通過提高教師和校長的素質來提高學生的學業成績。這包括增加教室中高素質教師的數量，提高學校

校長和助理校長的能力，以及提高教師和校長的教學效果。2012 財年的 Title II 撥款將繼續為新教師提供良好的開

端，為資深教師提供晉升機會，並通過我們人力資本多元化團隊做出的有針對性的努力，促進招聘的多元化。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約 48% 的資金將分配給從事評估、招聘和留用、多元化團隊支持、BPS 人力資本績效管理以及學術辦公室閱讀恢復工作

的人員。 

約 21% 的資金將用於支付早期招聘計劃和新教師培養計劃的津貼和合同費用。

約 13% 的資金將根據公平的每位元學生的費率，分配給非公立學校。

約 15% 的資金將用於支持我們的教學計劃成本，以招聘、培養和培訓一批能夠反映波士頓學生種族、文化和語言多樣性

的教師。 

約 3% 的資金將用於間接費用。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 新教師培養 — 在 2012 財年，新教師培養計劃將為所有第一年入職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校內支持，即讓新教

師與經驗豐富的導師和全職的新教師培養人員結伴。 

指標：82% 的新教師將認為他們所獲得的指導、輔導和專業培養是有效的。

目標 #2：早期招聘計劃 — 根據學校的衡量標準，在 BPS 學校中持續開展早期招聘工作。在 6 月 1 日之前，至少填

補 3 月 1 日發佈的 80% 的工作崗位。確保 BPS 表現最差的學校達到或超過校區平均水準。

指標： TalentEd 崗位填補數據

目標 #3： 評估 — 2021-2022 學年，95% 的教師和管理人員將根據國家規定按時接受績效評估。

指標：形成性評估、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 

目標 #4: 多樣性倡議 — 在 2021-2022 年的招聘季，為下一學年聘用的教師中，其中 25% 的教師將自我認同為黑人，

45% 的教師自我認同為有色人種。

指標：雇員的自我報告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面列出：

1.2 聘用並留用能夠反映（我們服務的）學生及其家庭的種族、民族和語言多樣性的員工隊伍。

1.5 通過專業發展（優先關注課堂教育工作者，其他工作人員次之），實施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可持續性實踐和種族研

究，為學校提供支援。 

5.1聘用、支持和留用各級員工隊伍，以反映學生在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多元性；並解決給有色人種工作人員和教育工作

者造成影響的結構性障礙。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665

撥款名稱： 《美國救援計劃》：殘疾人士教育法案 

狀態： 增額 

撥款類型： 津貼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1 年 9 月 1 日 — 2022 年 9 月 30 日

資金來源： 聯邦，通過州撥款 

撥款人聯繫方式： Julia Foodman 

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75 Pleasant Street, Malden, MA 02148-4906 

電話：(781) 338-3577

電子郵箱： jfoodman@doe.mass.edu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Lauren Viviani，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BPS 資金經理：Yvonne Macrae，撥款及外部資金主任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Lauren Viviani，特殊教育辦公室的助理校監

年撥款金額：$3,526,618

增額：  $17,722

撥款金額總計：$3,544,340

結轉選項：是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12,000（殘疾學生）

地點：全校區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無 

撥款說明 

《美國救援計劃法案》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簽署通過，第 2014（a）節中的補充資金專用于為殘疾學生服務。這些資

金用於説明各校區從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響中恢復，並安全地重新開放學校和維持學校的安全運營。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約 30% 的撥款將用於擴大和加強殘疾學生的延長學年計劃。

約 60% 的撥款將用於校區外的學費、教室用品，以支持安全返回學校、遠端教學（如適用）以及教學材料。

約 2% 的撥款將用於資助全職崗位，這些崗位將注重為校區提供適當的共用服務於支援。

約 8% 的撥款將用於支持校區一級的間接成本和福利。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為 2021/2022 學年的專職支持人員提供資金投入，以管理和監督校區相應的份額分配，並確保所有符合條件

的私立學校學生都能獲得及時的服務和資源。 

指標：校區年度分配資金的比例份額報告和支出報告。 

目標 #2：截至 2022 年夏天，加強延長學年計劃。針對符合資格的學生，用以解決其因新冠疫情的緊急狀況而造成技能

退步的問題。 

指標：進度報告反映 1% 符合條件學生的技能有所提高

。 

目標 #3：到 2021/2022 學年結束時，通過全面的專業發展，對至少 10 名特殊教育管理人員進行閱讀障礙預防與支持

方面的培訓。 



指標： 事前和事後調查，轉介至特殊教育的人數減少 1%。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面列出：

1.6 圍繞實施消除機會和成就差距的戰略（特別是針對英語學習者和殘疾學生），為學校和中心辦公室制定並監控實現

明確目標的進展情況，中心辦公室將負責監控進展情況並提供相關支援 — 利用學校和校區的公平圓桌會議，作為共同

負責和解決問題的結構體。 

5.1聘用、支持和留用各級員工隊伍，以反映學生在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多元性；並解決給有色人種工作人員和教育工作

者造成影響的結構性障礙。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2669



撥款名稱：ARP IDEA 兒童早教 FC264

狀態：增額 

撥款類型：開始日和結束日：2021 年 8 月 25 日 — 2023 年 9 月 30 日

資金來源：聯邦 — 《美國救援計劃法案》(ARP) 《殘疾人教育補充法案》 (ART IDEA)

撥款人聯繫方式：麻薩諸塞州中小學教育部 

地址：75 Pleasant St, Malden, MA 02148

電話：(781) 338-3000

電子郵箱： julia.b.foodman@mass.gov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特殊教育辦公室

BPS 項目經理：Lauren Viviani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Lauren Viviani

年撥款金額：$ 313,554

增額： $16,503

撥款金額總計：$ 330,057

結轉選項：不適用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1223 名學生

地點：父母安置的 3-5 歲殘疾兒童私立學校和為 3-5 歲殘疾學生提供服務的波士頓公立學校。

這些地點是如何選擇的？此項撥款專門用於該年齡段的兒童。公立學校需要為私立學校中需要特殊教育服務

的學生提供部分資助。 

重要的外部合作夥伴（如有）：無 

優先事項：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波士頓校區出現了延長學年計劃 (ESY) 的大量轉介，將需要努力擴大 ESY

的範圍，並在暑期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波士頓將利用這筆資金，為教職人員提供專業發展機會，以

解決學習缺失問題，並繼續配備必要的基本工具，以便為最弱勢的學生群體提供支援。此外，這筆資金還將

https://www.google.com/search?gs_ssp=eJwVxzEOgCAMAEBZeUV_AIuJk3H2F01bowkUQsvg743bXYypprx2KrZByOFYzr2iGdI9TdwNWDoOr6IO7QIp8hPHC6gMJtSU_wlPQn-afjlCHIc&q=massachusetts+department+of+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rlz=1C5CHFA_enUS952US953&oq=massachusetts+department+of+ele&aqs=chrome.1.69i57j46i199i465i512j0i512j0i457i512j0i22i30l2j69i61j69i60.12471j0j7&sourceid=chrome&ie=UTF-8
mailto:lviviani@bostonpublicschools.org


 

 

用於向學校提供技術和用品，以便為受新冠疫情影響而大幅退步的學生提供支援。最後，波士頓的學生轉介

到校區外課程的人數有所增加，這筆資金將用於增加這些轉介的資源。 

目的：向各校區提供的這筆資金，用以支持在新冠疫情期間喪失的服務。這筆撥款的目的是為 BPS 在這項工

作中擔負的責任給予支持。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通過提供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為符合條件的 3-5 歲殘疾兒童提供服務，這些服務被認為是兒童

成功發展適齡活動所必需的； 

指標：撥款將用於為教職人員提供高品質的專業發展機會，以便為 3-5 歲的學生提供最有效的支援。此外，

也將用於購買教學材料和資源，為兒童早教教室配備基礎且適當的資源，以保持終身學習，獲得成功過渡。

這筆款項也將用於支持我們的早教識別活動和對支持人員的評估。最後，資金也將用於為早期學習者提供參

與延長學年計劃的機會。 

目標 #2：確保為 3-5 歲符合條件的殘疾兒童提供適合其發育水準、專門針對該年齡段兒童的服務與支援；

根據 IDEA 和麻薩諸塞州特殊教育的相關法律法規，提供特殊教育服務與支援；確保幼齡兒童能夠獲得免費

且適當的公共教育 (FAPE)，該教育側重於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旨在滿足兒童的個體化需求，並讓這些兒童

做好接受進一步教育的準備；在納入式教學環境和自然環境中，為 3-5 歲的殘疾幼齡兒童提供支援；確保殘

疾兒童及其父母的權利得到保護；協助地區和教育服務機構為所有殘疾兒童提供教育服務；評估並確保對殘

疾兒童採取的教育措施的有效性。 

指標：撥款將用於為教職人員提供高品質的專業發展機會，以便為 3-5 歲的學生提供最有效的支援。此外，

也將用於購買教學材料和資源，為兒童早教教室配備基礎且適當的資源，以保持終身學習，獲得成功過渡。

這筆款項也將用於支持我們的早教識別活動和對支持人員的評估。最後，資金也將用於為早期學習者提供參

與延長學年計劃的機會。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文列出：（見附件——轉

到（第 59頁）） 

 

1. 減少機會與成就差距 。 

2. 行動理論：如果我們給予每個學生他們所需的，通過真正的參與和共同的領導，贏得家庭、社區成員

和利益相關者的信任和真正的夥伴關係，為學生和家庭提供卓越的服務，並為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提供專

https://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cms/lib/MA01906464/Centricity/Domain/2119/Strategic%20Plan%2020_25.pdf


 

 

業發展的機會和明確的預期……這樣我們就將成為一個高績效、全國領先的校區，縮小差距，改善每個學生

的生活成果。 

3. 優先事項：2.8 實施一項全面的全校區專業發展計劃，以培養助教、教師、輔導員、學校和中心領導

的能力和專業技能，從而改善本計劃中概述的學生成果。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3473 

 

撥款名稱：  ENB 家庭掃盲 

 

狀態：   1 年 

 

撥款類型：  競爭性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2 年 7 月 1 日 — 2022 年 7 月 30 日 

 

資金來源： 私人 

 

撥款人聯繫方式： 連絡人：Claudia Greene，執行主任 

地址：105 Chauncey Street, Boston, MA  02111 

電話：617-982-6862 

電子郵箱：cgreene@englishfornewbostonians.org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成人教育部門 

 

BPS資金管理者： 高級總監 Kristen D’Avolio 

 

部門領導/學校領導：Kristen D’Avolio 



 

 

 

年撥款金額：$ 25,000 

 

總撥款金額（若撥款期限超過一年）：$ 

 

結轉選項：否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近似值：15 

 

地點：   成人教育部門（Madison Park Complex）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Open Air TechGoesHome 

 

撥款說明 

 

“新波士頓人英語” (English for New Bostonians) 與 BPS 成人教育和新生評估 & 諮詢中心合作，為家

長和看護者的 ESOL 考試提供支援。多達 20 名家長可以參加 ESOL 課程，以支持其子女在波士頓公立學校

的學習。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此項撥款將用於支付教師的工資和教室用品。 

 

預期成果： 

這項撥款的預期成果包括：1）為 BPS 學生的家長和大波士頓社區提供機會，以提高識字和算術技能，並獲

得高中文憑；2） 為 BPS 家長提供社會資本，引導教育和社區組織為自己及子女提供更好的支援，以及 3）

為成年學生提供數位化的掃盲指導，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與家庭、社區和雇主互動。這些成果都與 BPS 鎖定目

標（一）有關，即所有學生都將為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中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在 2023 財年，根據  

BestPLUS 和 TABE Class-E 的測量結果， 

65% 的 ESOL 成年學生的口語、聽力和識字能力將有顯著提高。指標：2023 財年的測試分數。 

目標 #2：在 2023 財年，70% 的入學家長將報告訪問其子女的學校並與教師會面。 

指標：家長將在課堂討論和 1 對 1 會議上進行自我報告。 

符合戰略計劃 



 

 

這些目標與 BPS 第一個戰略目標 — “消除機會和成就差距”相關聯。通過支援波士頓的成人居民學習英

語，BPS 成人教育為那些在學校內外受到社會、系統和社會障礙以及種族主義影響的高素質學生服務。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3560 

 

撥款名稱：  Playball!基金會 

 

狀態：   新增 

 

撥款類型：  競爭性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2 年 9 月 1 日 — 2023 年 8 月 31 日 

 

資金來源： 私人 

 

撥款人聯繫方式： 連絡人：Chris Lynch — 執行主任 

地址：57 Main Street, Concord, MA 01742 

電話：(617) 275-6470 

電子郵箱：clynch@playballfoundation.org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波士頓公立學校，體育部門 

 

BPS 項目經理： Amy L. Daniels – BPS 體育部門的高級項目和運營經理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Avery Esdaile – 體育部門的高級主任 

 

年撥款金額：$ 120,000 

 

總撥款金額（若撥款期限超過一年）：$ 

 

結轉選項：否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1,200 名學生 

 

地點：Curley K-8, Edison、Frederick、Higginson-Lewis、Mildred Ave、Murphy、Orchard Gardens、

Roosevelt、McCormack、Ohrenberger、Sara Greenwood、Josiah、Warren Prescott、Elliot Innovation 

School、Haley Pilot、Lee、Tobin、Young Achievers、Umana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Playball!基金會 — 波士頓 

 

撥款說明 

 

Playball!基金會（Playball！）繼續向波士頓公立學校的體育部門提供資金支援，用以管理、組織和促進 

6、7、8 年級學生的體育課程。我們的目標是確保為孩子提供全面支援，縮小機會差距，以及培養更健康的

學生，使其成為更好的學習者。團隊運動可以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參與健康學校社區的機會，建立積極的學校

文化，並通過 Playball! 提供的撥款，創建與學校的健康通信。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30% 的撥款將用於交通費用。 



 

 

35% 的撥款將用於教練/人員費用。 

20% 的撥款將用於設備費用。 

15% 的撥款將用於食品/飲料費用。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學生的知識和運動技能發展將至少提高 55%。為準備今年的體育課程，我們部門戰略性地制定了一

項年度計劃，以減少教練和學校護士完成行政任務的時間，從而增加體育課程中的學習、實踐時間以及技能

發展展示。 

指標：致 K-8 學校校長的歡迎信 

目標 #2： 學生參與高品質體育課程的人數將至少增加 40%。在為今年的體育課程做準備時，確定的政策/流

程將改進資料收集環節，對所有體育課程中增加的參與機會進行衡量。 

指標：ASPEN 課程註冊 

目標 #3：學生在參加我們的初中體育課程時的經驗/技能發展，將證明至少 45% 的學生能夠做好參與高中水

準體育課程的準備。我們將收集參與初中 (ML) 體育課程的中學生比例，以確定出參與高中體育課程的學生

比例，以便在課程的進展過程中做出明智的決定。 

指標： 學年結束時的 ASPEN 課程資料分析。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文列出：（見附件——轉

到（第 59頁）） 

 

● 鎖定目標 #4 - 4.2、4.3 

● 鎖定目標 #5 - 5.4、5.6 

● 鎖定目標 #6 - 6.1、6.5 

 

最後，如果此撥款被授予數個地點，請具體說明這些地點是如何被選擇來接受資金的。 

Playball 基金會通過長期合作，專注於為學校（K-8）和/或傳統中學（6-8）提供體育機會。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3605 

 

撥款名稱：OpenSciEd 高中實地測試材料 

狀態：新增 

撥款類型：聯邦 CFDA 84.425 ESSER — 聯邦冠狀病毒救濟計劃 — 聯邦撥款計劃 

開始日和結束日：2022 年 9 月 1 日 — 2023 年 8 月 31 日 

 

 

資金來源：麻州中小學教育部（DESE） 

撥款人聯繫方式：Casandra Gonzalez 

地址：75 Pleasant Street, Malden, MA 

電話：781-338-3542 

電子郵箱： casandra.gonzalez@mass.gov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科學、技術與工程辦公室 

BPS 項目經理：Joyce Bowen 

部門領導/學校領導：Christine Landry 

撥款金額總計：$41,385 

結轉選項：否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11 位教師，全校區約  1,000 名學生在參與實地測試。 

https://www.doe.mass.edu/federalgrants/esser/default.html


 

 

地點：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Snowden 

International HS、Madison Park TVHS、BCLA/McCormack 

這些地點是如何選擇的？ 

向所有高中的科學教師和管理人員發出了一份公開邀請，邀請他們參加 DESE 科學工作人員和 BPS 科學部門

的資訊會議。隨後，所有高中的科學教師都被邀請參加實地測試。來自不同學校的 12 名教師自願參加實地

測試。 

重要的外部合作夥伴（如有）：無 

 

優先事項： 

如 DESE 所述，撥款的優先事項是： 

支援校區試點並為高中科學課程 OpenSciEd 的開發提供回饋。這與教學支持中心支持高品質教學材料和高品

質專業發展的舉措一致，因為： 

●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為教師提供高品質、符合標準的課程材料可以顯著提高學生的成績； 

● 精心設計的課程材料可以重新調整教師的工作量，深化其教學內容知識，並提高年級內部和各年級之

間的一致性； 

● 相比於很多其他教育“干預措施”而言，確保課程材料的品質和與標準的一致性，其成本更低，可以

培養更多的人力資源能力，也更容易推廣。 

 

目的： 

這項有針對性的撥款，目的是提供必要的資金補充，使 BPS 作為麻薩諸塞州實地測試的一部分，參與 

OpenSciEd 高中科學課程的試點。只有參加的校區才有資格申請。 

 

預期成果： 

● 經過實地測試的課程一旦完成，將被視為值得 BPS 接受和採用，作為高中生物、化學和物理學科的入

門課程。 

● 參與的教師將繼續定期使用課程中嵌入的教學做法，這些做法可以有效地吸引學生並促進課程內容的

學習。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目標 #1：實地測試教師將對課程感到滿意。 

指標：在 2022-2023 學年期間和結束時，將對參與教師進行調查，瞭解他們對實地測試的課程的看法。 

 

目標 #2：提高學生對學習科學和內容理解的認知。 

指標：OpenSciEd 實地測試是經 BPS 批准的研究項目。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實地測試的研究人員會從學生

那裡收集有關他們的看法和內容知識的資料和回饋。用於收集這些資料的工具包括：exit ticket、評估、學

生作業樣本、課程結束調查和可能的訪談。這些資料將與 BPS 共用，並將顯示學生對科學的看法、學生對課

程的參與度和內容理解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 

 

與校區的優先事項保持一致 

此項撥款符合以下校區優先事項： 

1.3 為教育工作者賦能並與其合作，審查課程在文化和語言方面的偏見和相關性，並確保新購買的課程具有

文化和語言方面的相關性。 

BPS 高中科學教師是實地測試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由於這些教師是實際教授生物、化學和物理測試課程的

老師，他們對這些課程的回饋，包括課程與校區優先事項的一致程度、對學生需求的滿足程度，一直而且仍

然至關重要。這筆撥款將為我們購買必要的材料以及參與的教師和學生提供資金支援。 

 

2.2 支持和指導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質的納入式學習機會，以確保殘疾學生在通識教育環境中得到良好的服

務。 

在整個實地測試過程中（包括 2021-2022 和 2022-2023 學年），參與教師會從其他參與教師、項目/課程開

發人員、管理人員和 BPS STE 項目主管那裡，獲得多種形式的支持。這些支持機會包括（但不限於）：專業

發展，為教育工作者在每個課程中教授各個單元做好準備；社交媒體論壇，課堂訪問和反思會議，以及與社

區促進者的團隊會議。社區促進者是實地測試的教師，在整個學年中，這些測試教師會將參與測試的教師召

集到一起，反思他們在實地測試中的經驗，並分享資源，以便為他們的殘疾學生、英語語言學習者和我們的

所有學生提供支持。 

 



 

 

2.3 提供嚴格的、對文化和語言給予肯定的課程和教學，包括藝術、科學、識字、世界語言、體育、健康教

育和公民教育方面的學習機會，參與體育項目和接觸技術的機會，並將學生健康與教育體驗充分融合。   

自 BPS 為每所高中採用或接受生物、化學和物理入門課程以來，已經有 10 多年。在此期間，出現了關於科

學學習的新研究，體現該研究的州級和國家級標準也已發佈，出版商根據新的標準制定或修訂了課程。近

期，BPS STE 部門一直在審查課程，以獲得這些課程的潛在接受。 

通過參加本次 OpenSciEd 實地測試，BPS STE 部門和參與的教師有機會密切瞭解課程的草案並影響課程的制

定。我們的參與教師積極發表意見並發揮影響力，確保課程能夠體現 STE 部門和校區的優先事項，並呈現對

文化和語言給予肯定的嚴謹內容。 

 

 

 

 

 

 

 

 

 

 

 

 

學校委員會接受表 – BPS23667 

 

撥款名稱：  社交和情感學習 (SEL) 行動獎  

 

狀態：   新增 

 

撥款類型：  競爭性 

 



 

 

開始日和結束日： 2022 年 9 月 1 日 —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資金來源： NoVo 基金會、教育優先和洛克菲勒慈善顧問 (RPA) 

 

撥款人聯繫方式： 洛克菲勒慈善顧問 

地址：6 West 48th Street, 10th floor 

電子郵件：www.rockpa.org 

 

BPS 部門和/或學校負責人：Horace Mann 聾啞學校，40 Armington Street, Allston, MA 02134 

 

BPS 項目經理：Melissa Brown，小學項目主任，Horace Mann 

 

部門負責人/學校負責人：Melissa Brown，小學項目主任/Michelle Eisan-Smith 博士，學校負責人，

Horace Mann 

 

初始獎勵金額：$25,000（2022 財年） 

 

新增獎勵金額：$25,000 

 

總撥款金額（若撥款期限超過一年）：$50,000 

 

結轉選項：是 

 

服務的學生（或教師、中心辦公室員工）人數約為：60 名學生和 15 名教師 

 

地點： Horace Mann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主要外部合作夥伴：I Learn America (ILA) 

 

撥款說明 

  

HMS 的目標是在促進全面發展的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利用這筆撥款加強學生的社交情感學習。與 ILA 合

作，我們將從 10 月 22 日至 5 月 23 日聯合實施一個多階段的 SEL 項目。DHOH Migrant Youth Leaders 

將與回應文化的藝術家和教育工作者合作，利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培養同理心、緊迫感，並就對學生最關注的

問題採取行動。 

 

此項撥款支付的支出類型 

 

1. 63.8% 的撥款將用於支持該項目的實施和促進學生的參與/賦能，具體途徑：a）通過青少年聯合會 

(Youth Fellowships)，啟動講故事的技能、自我擁護實踐，並制定以藝術為基礎的同伴指導戰略，以吸引和

http://www.rockpa.org/


 

 

激勵同伴。b）支持文化回應團隊，該團隊由 ILA 培訓的移民青年促進者和 ASL 教學藝術家組成，藝術家們

將為參與者提供安全的空間和大量時間，讓他們進行寫作、分享並利用藝術來啟動個人（有關個人/集體體

驗）的敘事能力。c） ASL 口譯 

2. 16% 的撥款用於材料、設備和用品，以及青年故事藝術激發活動 (Artistic Activations of Youth 

Stories) 的後勤支持。 

3. 20.2% 的撥款用於 ESL/藝術/社會研究新入職專家的專業發展，以建設學校的軟實力，為未來幾年的

教師和學生提供支援，以及用於項目管理、協調的資金。 

 

具體的、可衡量的、可實現的、現實的、有時限的（SMART）目標 

  

階段一，2022 年秋季：強化 SEL 注入式寫作和講故事講習班 — 通過助學金，5 名學生領袖將邀請高中同

伴，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從自身視角來分享個人的生活故事，同時對個人身份、自我照顧、社會正義以及

“家”的概念進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指標：參與者將：創作受 HMS 青年聯盟會成員、ILA 電影及其故事庫

啟發的個人故事；與同齡人和更廣泛的學校社區一起公開製作、分享並學習以藝術方式啟動他們的故事。參

與者將接受 SEL 問卷調查。 

  

階段二，2022/2023 年冬季 — 學生將把他們的故事引入到由青少年主導、設計和實施的藝術/教育活動的製

作中。通過 ILA 實踐，學生們將增強同齡人和同學的能力，設想出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耳聾經歷和多元文

化身份。指標：影響力調查 

  

階段三：2023春季 — 為了加深影響，聯盟會成員將通過藝術形式的活動，增進與同齡人、年輕學生、家庭

和更廣泛社區的接觸，並通過在類似家庭的環境中為其他 HMS 學生舉辦一系列新的講故事講習班，促進團

結、友愛和療愈。指標：活動簽到表和調查，參與者日誌。 

  

個人成果：通過證明、教師觀察和焦點小組記錄；90% 的 SEL 講故事參與者將：在一年的孤立和脫離之後，

隨著他們建立起自我意識和目標所需的關鍵人際關係，培養出社交協調和情感參與的技能；以健康的方式應

對個人挑戰（如家庭斷裂）和情緒（憤怒、焦慮、內疚、恐懼），因為我們會為他們提供安全的空間和充足

的時間來分享/掌握個人敘述能力；根據他們的個人資質（韌性、創造力、文化自豪感）來創建目標；以及通

過舉辦講習班和開展社區活動，培養領導技能。 

  

社區影響：HMS 學生將利用藝術來啟動故事，打斷把移民/聾啞青年視為問題的一慣性敘事方式，同時啟動自

我照顧能力和社區療愈功能。雖然表達的類型（視頻故事、公共投影、線上故事分享活動、海報等）將因聯

盟會成員的決定（以及受新冠肺炎限制）而有所不同，但我們預計會採取創造性的干預措施，例如：為 ILA 

的青年移民故事人類圖書館 (Human Library of Youth Migration Stories) 做出貢獻；舉辦“故事分享

會”，利用個人故事激發關於移民、殘障歧視、心理健康和社會正義的對話，創造共同感受脆弱的時刻，激

發“歡樂、舒適和團結的記憶”。 

 

http://ilearnamerica.com/human-library/


 

 

請說明此撥款如何與校區 2020/2025 戰略願景的承諾和優先事項保持一致。請在下面列出： 

 

1. 消除機會與成就差距     

1. 該項目可以為 HMS 的學生提供強大的學術和社交情感學習方面的支援。HMS 的所有學生都有個體化教

育計劃 (IEP)，且接近 70% 的學生都是英語學習者。通過與學生導師和常駐藝術家合作，學生們可以對身

份、交叉性和社會公正進行更具批判性的思考。該項目與精通文化和語言的課堂策略保持一致，並支持和促

進 HMS 加強編制具有文化和語言回應性的課程。 

2. 促進學習 

1. HMS 是一所容納各種聾啞學生的學校。通過此項目，我們的教師、來訪藝術家和青年促進者將獲得進

一步的支持和指導，以提供高品質的納入式學習機會，確保所有學生，包括具有額外特殊性的學生都能得到

良好的服務。該課程提供回應文化和語言的嚴謹教學，包括藝術、識字、世界語言和公民學方面的學習機

會，並將學生健康與教育體驗相融合。HMS 和 ILA 協同合作，歡迎學生參與學習體驗，滿足這一特殊學生群

體的語言和文化需求，並確保為每個學生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檢查他們的學習體驗並分享他們的故事。 

3. 放大心聲 

1. HMS 和 ILA 歡迎並珍視我們學校的所有家庭和學生，通過與社區分享和舉辦“故事分享活動”，利用

個人故事引發關於移民、殘障歧視、心理健康和社會正義的對話，再次創造共同感受脆弱的時刻，激發“歡

樂、舒適和團結的回憶”。HMS 和 ILA 協同合作，放大所有學生的心聲，並確保為學生的所有心聲代言。 

4. 拓展機會 

1. HMS 為聾啞學生和重聽學生提供服務，這些學生在大的社區中往往已經被邊緣化。這項撥款確保為多

元文化背景的聾啞學生群體（包括具有額外特殊性的聾啞學生和聾啞的英語學習者）提供資金和機會。為這

個特殊項目提供資金，確保滿足該群體學生的獨特需求，並為所有學生提供嚴謹的學術支援，從而維護組織

的有效性和卓越性標準。 

5. 培養信任 

1. 該項目雇用學生成員和合作藝術家，並為他們提供相關支持，體現出 HMS 學生的多樣化文化背景和語

言，並解決這些學生每天面對的結構性障礙。該合作確保 HMS 繼續履行自身使命，即創建和提供包容性、具

有文化可持續性和優質的教室和課程。 

6. 啟動夥伴關係 

1. 這項合作讓 HMS 與一家機構建立夥伴關係。該機構將學習擴展到課堂之外，並為大學和職業成功打造

路徑。該夥伴關係可以提供學習和技能培養的機會，注重培養對青少年發展和取得成功至關重要的社交和情

感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