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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系統的每位孩子、每間教室、每所
學校跟任何其他人一樣擁有相同的機會來實現其成

就。

波士頓公立學校的機會與成就差距政策



策略計畫承諾

承諾 1：

消除機會與成就差距
承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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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 3：

傾聽所有意見

承諾 4：

擴大機會
承諾 5：

培養信任
承諾 6：

激發夥伴關係



BPS 5 年策略計畫
（2020-2025 學年）中的六大承
諾

種族平權規劃工具
(REPT) 用於所有規劃

BPS 重返、恢復、重新
構想營運計畫

中心辦公室工作計畫
詳細說明我們將如何
實現對社區的 6 大承
諾

優質學校計畫
包含與策略計畫及 OAG 

政策目標相符的目標

個別化針對高需求學
生開發的學生成功計
畫

實施 REPT 以在
BPS 中增加平權、多
元化與機會

在 COVID 環境下堅持我們的承諾

學區間協調



策略計畫實施時間表

2019 

年秋

季

社區參與

督學百日巡講，征求利益相關者的

意見，以推動戰略願景。學校委員

會為期 30 天的務虛會和公眾對計

畫草案的評論。

BSC 採納的戰略願景

學校委員會採用具有明確目標的計

畫，以滿足社區的願望和DESE 審

查中確定的優先改進領域。

2020 

年 4 

月

為重新開放而戰略性中止

學區和學校領導暫停了戰略計畫的

實施，以專注於重新開放計畫和學

生安全與健康。

2020 年

8 月

在學區範圍內設定戰略性目

標

學校重新開學後，學區和學校領導

在疫情期間優先考慮戰略重點的規

劃和目標設定。

2020 

年秋

季

2020 至

2021

SY20-21 實施與學校委員

會目標
試行點：專注於面對面學習和混合學習

的學術恢復和操作現實。學校委員會設

定目標和價值觀，重點是縮小戰略重點

的範圍。

對 20-21 學年目標的反思

領導者反思 20-21 學年目標取得

的進展，為 21-22 學年的規劃提

供資訊。

2021 

年 8 月

在學區範圍內設定 21-22 

學年戰略性目標

學校和地區領導人最終確定 21-22 

學年的目標重點和績效指標。

2021 年

10 月

21-22 學年季度報告

十一月 | 二月 | 五月 | 八月

2021 至

2022





運營轉變

2020 年春季重點：
● 膳食和技術的公平分配
● 重新開放和學生及教職員工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 將學生成功計畫納入 Panorama 以監測對最需要的學生的
支援

學業轉變

● 暑假學習擴展到其他學校課程，為超過11,580  名學生提供
服務

● 重新開放計畫和重新開放種族平等分析
● 高面授優先 (HIPP) 任務組與社區利益相關者及合作夥伴的
協作

● 2021 春季 K12 年級錯峰式重新開放

● 學業恢復策略 -平等素養
實施轉變



策略計畫的補充
● 消除機會與成就差距：1.11 提供 1:1 技術以為每一個 3-12 年級的 BPS 學

生提供遙距學習機會

● 加速學習：2.9 全年提供遙距學習機會，以在放學期間加速學習，防止學

習損失，並為學生提供加速學習的機會

● 廣聽意見：3.7 透過書本、線上、調查及電話，讓家庭與社區了解需求並

參與共同決策。

● 擴大機會：4.6 提供WiFi 服務給最有需要的 BPS 家庭，以便隨時聯絡

● 培養信任：5.6 透過提供新資料工具、面板及公告增加透明度及問責性

● 激發夥伴關係：6.6 與合作者設計並實施全年機會，推進以地點、項目和

經驗為基礎的機會

新的背景，同一個方向

COVID-19 實施轉變



1.1 政策、計畫和預算符合
OAG 政策

考試學校招生政策

擴大入學機會，從而提高考試
學校招生中的社會經濟、地理、
種族和課程多元化。

01 | 消除機會與成就差距

1.5 CLSP 和種族研究

教學輔導

轉型教練接受培訓，以提供以
學生為中心的 EFA 教練模式。

1.4 EL 支援與
LOOK 法案

多語言學習者

越南傳統語言編程於 21 學年
年初在 Mather 小學啟動。

1.5 CLSP 和種族研究

種族研究

在社會研究課程中創建民族研
究單元，並聘請了一名全職民

族研究教學教練。



Winship 學校：
2021 年 9 月國家級藍帶學校

在過去的四年裡，整個 Winship 社區圍繞著一個願景前
進，即培養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要求嚴謹，滿
足學生的需求，引導學生成為批判性思考者和問題解
決者。他們實現此目標的方式如下：

● 密切監測學生的工作和學生資料，以提高參與度和成
果；

● 圍繞文化響應實踐設計專業學習，以反映和肯定我們
學生的語言和文化多樣性；

● 分享最佳做法，並調整課堂教學方式，確保嚴格、以
學生為中心且引人入勝的教學。

01 | 消除機會與
成就差距

學校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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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學重新設計

MassCore 政策

MassCore 政策於 2021 年
6 月通過，目的是確保學校
的嚴謹和卓越教學，從而
消除機會差距與成就差距。
MassCore 為學生及其家人
提供明確一致的畢業要求。

2.1中學重新設計

波士頓新技能

透過波士頓新技能計畫，
即與 EdVestors、高等
教育合作夥伴和波士頓
私營工業委員會的合作，
BPS 正在建立一套支
援系統，以開發全新或
深化現有的早期大學教
育或創新途徑課程或高

中。

2.9 遠距學習機會

遠距學習

在 2020-2021 學年期間，BPS 實施
了多項策略來改善學生和教師的遠
距學習體驗，包括改進學習管理系
統的相關培訓，更好地跟踪學業、
出勤、社會情感干預以及為教育工
作者提供額外的遠距學習專業發展。
2020 年 8 月和 9 月共舉辦了 9,480 

次培訓課程，參加人數超過 15,593 

人。

2.3 全面的文科教育

從文化和語言上認可幼兒
課程

在 2020-2021 學年期間，幼

兒部使用「關注於 P-2」的

課堂數量增加了 10 %，該

計畫為 K 至 2 年級的兒童提

供以研究為基礎、優質、文

化響應與發展適宜的課程，

現在有 70 間教室正在使用

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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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SJA 員工與父母和看護人互動的意願和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家
長的期望很明確，基本上是讓我們的孩子接聽電話，剩下的交給他們。而他们确实
做到了，並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毅力來做到。教師、助教和青少年導師能夠
讓學生（在我們的案例中，主要是 9 歲的孩子）接受復雜的教材，同時又使其生
動有趣。

本次會議的目標是透過社會正義的視角探索颶風。孩子們通力合作，更多地了解颶
風瑪麗亞及其對波多黎各的影響，以及美國政府缺乏應對措施和資源。學生還學會
了與發展相應的研究、分析和同步重要資料策略，以包含在最終小組演示中。這些
演講對學生和家長都具有教育意義。

這段經歷為我女兒提供了急需的、低調的指導和學術參與。她參加了每一節課，並
且能夠更加自信和獨立地接聽電話。我希望這能讓她更輕鬆、更快樂地重新回到學
校（無論是什麼版本）。」

-Sarah Henderson，Lyndon 學校學生家長

社會正義學院 (SJA)
適用於所有暑期課程

部門重點
（學術）



3.1：讓青少年參與決策

督學執行內閣與 BSAC

學區工作人員定期與督學執
行內閣和 BSAC 會面，以確
保傾聽青少年對學區回歸和
恢復課程的意見。此外，

BSAC 學生與學區合作領導
了機構的重新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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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讓家庭和社區參與決

策：文字、線上、調查和

電話

中心撥號員和家庭幫助

熱線

利用中心撥號員、家庭幫助
熱線和學校信使，BPS 能夠
收到家庭和社區關於重新開
放的反饋，回復率達到 60%。
來自社區合作夥伴的資料和
反饋提高了使用民族媒體作
為接觸家庭和利益相關者的

手段的必要性。

3.2：讓家長參與學區層面
的決策

家庭參與

根據學區的家庭參與政策，
督學及其領導團隊每季度與
全市家長委員會、學區英語
學習者諮詢委員會和特殊教
育家長諮詢委員會會面，並
努力確保他們有代表參加學
區工作組，如重新開放特別

行動小組。

3.4：增加家庭和中心辦
公室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反

饋系統

利益相關者參與和反饋

BPS 採用多管齊下的方法，
讓 4,000 多名利益相關者參
與其中，為決策提供資訊，
包括調查、個人通話、社區
會議和民族廣播電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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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見

社區領導者
重點

有時需要一場危機才能激勵我們去做我們一直以
來應該做的事情。做我們一直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為一個社區，幾十年後，我們可以慶祝我們找
到了方法、手段和意願，為我們最脆弱的孩子做
或至少開始做我們早就應該做的事情。但我們也
必須站出來，為無數代兒童懺悔，如果我們早點
完成危機迫使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他們的生活可
能會大不相同。

Pastor Sam Acevedo

加深社區參與度，以更好地回應家庭



4.1：資助所有學校以滿
足高需求學生的特殊需

要

ESSER & CARES 法案

結合 CARES 法案，

ESSER 的首批資金用於

讓學生在 2021-2022 學年

安全返回線下課堂進行學

習。第二批將為每個教室

提供優質材料及教學，並

為英語學習者和殘障學生

提供支援。

04 |擴大機會
4.6 提供WiFi 服務給最

有需要的 BPS 家庭，以

便隨時聯絡

提供技術服務

在整個疫情期間，BPS 為

沒有筆記本電腦或寬頻接

入的學生和家庭提供

55,000 部 Chromebook 

和 6,000 份網際網路儲值

券，從而為學生和家庭提

供網路支援。

4.3：組織效能卓越，確定
基礎學術和支援服務

克服困難取得成功

BPS 透過與波士頓住房管

理局合作，幫助 500 多個

家庭/1,000 名學生獲得了

住房。為無家可歸的學生

提供了 25,000 多份餐食和

3,000 多件冬衣。

4.4：實施 Build BPS，確保
學校之間的公平路徑和連接

Build BPS

BPS 與馬薩諸塞州學校建築管
理局 (MSBA) 合作，對符合條
件的學校建設項目提供州政府

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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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存取並響應需求

學生
重點

「在遠距學習期間使用 Chromebook 在很多方面幫
助了我。雖然我有一台桌上型電腦，但它並沒有
給我帶來筆記本電腦的靈活性。例如，當我不在
狀態時，我仍然可以透過功能強大的筆記本電腦
進入我的課堂。Chromebook 還幫助我參與課
堂，因為我可以在參加 Zoom 會議的同時打開
Google 文件。這很有用，因為如果老師正在共
用他們的螢幕並且我想記筆記，我就可以不用在
螢幕之間來回切換。除了學校以外，我還將
Chromebook 用於其他學習機會。例如，我參
加了 AP 電腦科學課程，它要求我有一台筆記本
電腦，而我付不起這筆錢，但是多虧學校提供給
我的這台筆記本電腦，所以我能夠參加這個課
程。」

- Mario Fils，New Mission 高中學生



5.1：聘用、支援和留住
多元化的職員，並解決留
住有色職員的障礙

員工多元化

招聘、培養和多元化團隊

顯著增加了有色人種候選

人的數量和類型，這使從

早期招聘人才庫中聘用的

有色人種教育工作者的數

量增加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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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使 BPS 成為教育工作者及職員
夢寐以求的地方

蓋洛普民意調查

BPS 採用蓋洛普調查為中心辦公室職員
提供一個平台，用以溝通學區決策並改
進系統，實現了 75% 的參與率。作為
更廣泛的組織改進工作的一部分，學區
正在製定策略以確保在 BPS 政策和行

動中考慮到結果。

5.4：使 BPS 成為教育
工作者及職員夢寐以求的

地方

親和團體

親和團體是一種行之有效
的工具，可為有色人種職
員和歷來在該地區領導層
中代表性不足的其他團體
成員提供重要支援。同時，
重要的是要為白人職員提
供機會，讓他們對自己的
學習負責，並不斷提高他
們積極反對種族主義的能

力。

5.5：改造統籌辦公
室運作：運輸、註
冊、營養服務

積極回應學生

Food and Nutrition 

對 100% 的員工進
行了客戶服務技能
培訓：如何傾聽、
理解和回應學生，
以培養與個人和整
個學校社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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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領導和教師
重點

由招募、培養與多元化計畫辦
公室提供

「我們知道，當她為我們代課時，她就是我們要尋

找的老師。專業，善良，盡職，從不害怕教學帶來

的辛勤工作。Trotter 很幸運能夠遇到 James 女士！

我期待看到她成長，以及她將教學水平提升到一個

新層次！」

Sarita Thomas，William Monroe Trotter K-8 學

校校長

Ayeisha James 是 Trotter 學校的一名輔助專業

人員。在 Thomas 女士的鼓勵下，她參加了 BPS 

的「自我成長」教師管道計畫，並加入了 2019-

2020 學年 BPS 加速社區教師計畫James 女士於

2020-2021 學年被聘為 Trotter 的全職教師。



6.1：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的
課外時間課程

第五季度投資組合

BPS 與社區組織合作，為
7,999 名學生制定學術和充實

的暑期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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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冠軍大學及職業意
識

改革性教學

改革性教學計畫於 2021 

年春季啟動，旨在為 6 

至 9 年級的學生提供文

化響應、以學生為中心

的大學、職業和生活技

能 (CCLR) 指導。

6.2：與青少年和技能發展
組織合作

波士頓社區中心學校
(BCHS) 的設計與開發

BCHS 學校採用以資產為
中心的方式來支援我們的學
生。 它賦予社區為成功創
造機會的能力。BCHS 推
進 CLSP、公平文化、反種
族主義和包容性領導、體系
及支持，以將學校轉變為創
新和解放的中心。

6.2：與青少年和技能發展
組織合作

學生與社區影響

計畫在 15 所 BPS 學校和
13 個社區組織中啟動，約
有 32 名 BPS 教師為 6-12 

年級的 600 多名學生提供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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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社區中心學校策略

合作夥伴
重點

社區

14 BCHS 試點
Grove Hall 聯
盟與雙語
學校

Boston 

Public 

Schools

YMCA of 

Greater 

Boston

波士頓教師

聯盟

全國社區學

校中心和魯

賓家庭基金

會

在 2021-2022 學年中試行的
BCHS 策略取得進步，這反映
了我們致力於加強伙伴關係以
服務於學生的全面發展。

特別是，
我們加深了
與大波士頓 YMCA

的合作關係，其作為
倡導機構將幫助我們制定戰略，
使其他波士頓基層青年發展組
織能夠以類似的能力推進
BCHS 戰略的可持續發展。



後續步驟

結果驅動

● 優先考慮學生成績和福祉
的關鍵高影響指標。

● 指標和結果與學校委員會
和督學目標一致。

控制板

● 與數據與責任辦公室 (ODA) 

合作，組成策略計畫實施
控制板。

● 種族平等分析控制板和網
站，以確保在所有學區運
作的中心種族平等保持透
明。

季度進度報告

● 策略計畫年度報告將於
2022 年 1 月發佈。

● 向學校委員會發佈季度進
度報告

1 2 3



附錄



● 深入傾聽意見
● 積極響應需求
● 認識到有機會更好地為全體兒童服務機會

課程

● 更有針對性的回應
● 更明確地關注公平和社會情感需求
● 強化了我們對 2019-2020 學年開始的戰略願景的承
諾。這些都是正確的承諾。我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回應

● 對不平等現象的複雜性和制度化性質有更深入的
理解

● 需要積極承認學生的社交和情感需求
● 需要重新吸引我們的學生並重新構想學習體驗



承諾 1 消除機會與成就
差距

承諾 2
加速
學習

承諾 3 傾聽所有
聲音

承諾 4
擴大
機會

承諾 5
培養
信任

承諾 6
激發夥伴關係

1.1：政策、計畫和預算符合 OAG 

政策
2.1：中學重新設計 3.1：讓青少年參與決策 4.1：資助所有學校以滿足高需求

學生的特殊需要
5.1：聘用、支援和留住多元化的
職員，並解決留住有色職員的障礙

6.1：為所有學生提供優質的課外
時間課程

1.2：員工多樣性 2.2：共融學習機會 3.2：讓家長參與學區層面的決策 4.2：改善資源公平分配的資金計
算

5.2: 重組統籌辦公室，確保兒童及
家庭友善服務

6.2：與青少年和技能發展組織合
作

1.3：課程偏見檢視

1.4：EL 支援與 LOOK 法案 2.3：全面的博雅教育（藝術、科
學、讀寫、世界語言、體育、健康
教育、公民、田徑和技術）

3.3：與家庭合作改善學校與學生
的學習

4.3：組織效能卓越，確定基礎學
術和支援服務

5.3：支持和保持學校負責人責任
的包容性，CLSP，表現卓越的學
校和教師領導

6.3：與學生支援、大學準備程度、
雙重入學和早期大學的機構合作

1.5：CLSP 和民族研究

1.6：監察 OAG 政策實施-學校和
統籌

2.4：實施通用的幼稚園 3.4：增加家庭至統籌辦公室的回
饋系統

4.4：實施 Build BPS，確保學校
之間的公平路徑和連接

5.4：BPS 是教育工作者及職員希
望受聘的地方

6.4：冠軍大學及職業意識

1.7：行為守則的實施不成比例 2.5：嚴謹一致的小學學習體驗 3.5：讓教師、職員、家庭和學生
參與學校家長參教理事會

4.5：統籌辦公室與合作夥伴合作 5.5：改造統籌辦公室運作：運輸、
註冊、營養服務

6.5：邀請主要合作夥伴參與決策，
推廣全年服務

1.8：造成機會差距的衛生與社會
因素

2.6：減少長期缺席-快樂而引人入
勝的課堂

3.6：公開分享學區參與標準的實
施

4.6 提供 WiFi 服務給最有需要的

BPS 家庭，以便隨時聯絡

5.6 透過提供新資料工具、控制面

板及報告以增加透明度及強化問責

性

6.6 與合作夥伴一起設計和實施全

年機會，以促進機會

1.9：對表現欠佳學校的支援 2.7:安全與支援性學習空間 3.7 讓家庭和社區參與決策：文字、

線上、調查和電話

1.10:針對特殊需求學生的支援／
共融／不均衡

2.8：全面的全區專業發展計畫

1.11 提供 1:1 技術以為每一個 3-

12 年級的 BPS 學生提供遙距學習

機會

2.9 全年提供遙距學習機會，以防

止因停課而停學，並為學生提供加

速學習的機會。

策略計畫承諾及優先事項



06 |激發夥伴
關係

Haynes 早期教育中心: 
BPS 第五季度計畫

合作夥伴
重點

「波士頓放學後及其他」
(Boston After School and 

Beyond)

「今年夏天，當我走進位於波士頓羅克斯伯里 (Roxbury) 街區的
Haynes 早期教育中心，立即就看到了牆上展示的優秀學生藝術作品和
課堂作業。[學習海洋主題科目的新興 K2 學生班級] 用海洋生物裝飾了
牆壁：五顏六色的水母、魚，甚至海龜...同樣還有 Haynes 的一年級大
黃蜂和蝴蝶班級藝術牆和定制課程。」

Haynes 還與波士頓警察局（提供免費冰淇淋）、HERO Kids 

Sports, 波士頓自然中心及Playworks合作。

https://www.hayneseec.org/
https://www.hayneseec.org/
https://www.herokidsports.com/
https://www.massaudubon.org/get-outdoors/wildlife-sanctuaries/boston-nature-center
https://www.playworks.org/new-england/


ESSER 

ESSER I 與關愛基金 -主要用於提供所需資源，

以支援我們的學生度過疫情，並安全地返回校園

ESSER II - 50% 的學校計畫投資和 50% 的全區學校

投資（2021 年 9 月 1 日）

ESSER III -正在審核中的學區投資：強化教學核心、

英語語言學習者、殘障學生、優質途徑、公平存取、學

校環境、社區



推出成功策略 (S4S) 以提

高新考試學校學生的技能

成功策略 (S4S) 旨在支援被錄
取的學生進入三所考試學校中
的任意一所的 7 或 9 年級。校
內課程提供了進階思維、數學、
寫作、閱讀和拉丁文等額外技
能。內容還涉及學校文化與參

與。

OAG 政策 |更新

旨在提高質量和可持續
性的平權圓桌會議指南

平權圓桌會議是利益相關者
群體之間的對話，包括員工、
家庭和社區合作夥伴。討論
推動了對 BPS 政策和實踐是
否以及如何促進學生平等、
高質量體驗的思考。在

2020-2021 學年，建立了培
訓和資源以更好地支持圓桌
會議的規劃和執行。

將考試學校計畫 (ESI) 擴

展到 4 年級學生

在 2020-2021 學年，ESI 

計畫擴展到包含 4 年級學
生。這些學生將在兩年內在
學校的支援下提高他們的學
術技能和信心，並達到考試
學校的入學要求。

在全學區範圍內提供

CLSP⥠及 CRIOP2職業

發展與輔導

教師、學校領導、輔助專業人
員、教練、教師領導、學區新
入職教師、社區現場協調員和
中心辦公室職員均可選擇加入
CLSP 或 CRIOP 職業發展計
畫。這些教育者將在 CLSP 的
啟發和專業實踐中獲得進一步

提升。

⥠ 文化與語言性支持實務
2 文化回應教學觀察協定



機會與成就差距政策實施

我們的方法 我們的
目標



我相信「陽光總在風雨後」新冠疫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與創傷，我們必須

認識到有很多人經歷了磨難，尤其是歷史上被邊緣化和貧困的社區受到了

重創。然而，疫情下，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對長期存在的不平等現象進行

反思。只有這樣，這個不容忽視的艱難時刻才能被看作是一份禮物，當

BPS 職員、社區合作夥伴、家庭和年輕人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迎接這一刻

時，我深受感動。

- Brenda Cassellius, BPS 策略計畫更新報告2021 年 10 月

在危機中轉型，成為更強大的 B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