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早期
讀寫能力工作

波士頓公立學校

Brooke Childs、Jacqueline Elias、Christine 
Landry、Dwayne Nunez、Jason Sachs、
Mayanna Suslavich、Unicia Young、Andrea 
Zayas 



早期讀寫能力：

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透過確保 K-2 學生的閱讀理解
能力達到或超出年級水平，以此為升讀 3 年級的學生創
造條件。



#1：消除機會與成就差距：公平及優異的學生成績

#2：加速學習： 
全學區的優質學校及愉快課堂

#3：聆聽所有意見： 
共同決策、互信問責及夥伴關係

#4：拓展機會 
資金公正公平及友好環境

#5：培養信任：有愛心及有能力的教職員，反映學生需求，
專注於服務

#6：激發夥伴關係將學習延伸到課堂之外，並將社區連接
至課堂。



我們須做的事： 

透過執行明確的學業策略，降低全學區教學
質素的差異



▫ 採用高質量，與文化相關的教學
材料 
▪ 投資領養、輔導及支援服務
▪ 不限科目、年級：由讀寫能

力、K-8 開始

我們如何做到：  

▫ 為 ESL（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SLIFE（中途輟學之學生）及雙語
課程採用高質素教學材料

▫ 為便於管理，投資學習管理系統



攜手 BPS 策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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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2020 年學區優先事項策略方案

課程 

輔導

免費學前班 
(Universal 

PreK)

全國幼兒教育協
會 (NAEYC) 認證

評量

2.5 執行嚴格一致的基礎學習期望及課程
2.8 實施全面的全學區專業發展計劃  

2.2 支援及輔導教育工作者以提供高質素的包容學習機會，確保在通識教育環境
中為殘疾學生提供優質服務。

2.4 全面推行免費學前班  
3.7 讓家庭及社區明白需求
6.2 與友好機構合作
6.5 讓主要夥伴參與決策  

2.7 讓每一所學校成為每  BPS 學生的安全空間，為其提供學習、成長和茁壯所需
的支援和保護

實施重點課程 
K-2 年級

輔導轉型學校的  K-1 學生及非轉
型學校的  K-2 學生

服務免費學前班  540 名學生
與社區組織合作   

推動認證程序以提升教學質素   

為八位合作夥伴制定的入學準備
指標 5.6 透過提供全新數據工具、概覽及公眾報告以提升透明度及實施問責制。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vBf_a17-hOYv5ZAuEFrGP5QuxlMVZQY/view?usp=sharing


▫ 課程與閱讀教學的標準及主要變化維持一致：

▪ 基礎技能的理解及系統教學（語音、語音意識、流暢
度）

▪ 日常工作，包括複雜、符合年級（及以上）水平的課
文（非符合水平閱讀者）及其學術語言

▪ 透過內容豐富的小說及非小說，以閱讀量建立知識架
構

▫ 教學支援及改進，以協助實現符合年級水平（及更高水
平）的課文及教學

▫ 對符合年級水平的閱讀實行干預服務

▫ 選擇具備文化可持續性及語言價值的課文

▫ 關注黑人及拉丁裔學生、英文學習者及殘疾學生的學習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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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策略： 
合理的早期讀寫
能力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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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學區學術進度測試  (MAP) 流暢度數據

我們為何專注於
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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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 ExCEL P-3 縱向研究 — McCormick et al, 2019

我們為何專注於
讀寫能力？



熟練閱讀的繩索由許多幼繩扭成

2018 年之前的重點課
程及學區讀寫能力教
學方法： 
早期讀寫能力教學方法的
標準及認知科學是錯位
的。

從學前班到二年級，我們的
學區課程、評量及專業學習
現已覆蓋所有閱讀範圍。

從 2018 學年到 2021 
學年實施重點修訂，
覆蓋所有範圍，尤其
是識別生字（解碼、識
別生字、音素）。



就課程及專業學習的數據進行修訂

● 於 K1 重點課程中加
入 Heggerty 書籍 

● 以公平及讀寫能力
為重點加強輔導

● 繼續溫習  CLSP

● 提交至 EdReports

● 早期讀寫能力內容
的專業發展  (LETR)

● 資金已完全納入
重點課程

● K2-2 的 SFL（系統功

能語言學）寫作

● 可拆解課文
● 對課程的  CLSP 進行審

核，發掘更多可用課
文 

● 全學區通用讀寫
能力篩查

2018 
年

2021 
年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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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素控制訓練對閱讀具有長遠影響。」
（Kilpatrick，2015年）

 

最年幼學習者的功
能讀寫能力

Jacqueline Elias， 
K1 結構性英文沉浸班老師
，Blackstone 小學



“
當老師實行鷹架學習，再從某處撤去鷹架，從而令學生變得獨立

時，便會產生教學公平。遺憾的是，我經常看到的是過度的鷹架

及永久性的教學支援。學生仍是非獨立學習者；他們從不會內化

認知日常及程序。相反，獨立學習者知道她所需使用的思維活

動。

- Zaretta Ham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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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文化可持續性及
知識架構的可拆解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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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eNxVVbJet97LjAVni1XsMVLFVoxixAJ9G9xtHTy1kQQ/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eNxVVbJet97LjAVni1XsMVLFVoxixAJ9G9xtHTy1kQQ/edit?usp=sharing


早期讀寫能力：期望

- 與同類群體 B 一同開展早期讀寫能力輔導 

- MTSS（多層次支援系統）讀寫能力模型

- 雙語讀寫能力策略

- 全學區範圍內進行廣泛篩選

- 增加合作夥伴的專業發展／教材

- 跨學區評估寫作能力

- 為行政人員舉辦實踐培訓

2021-
2022

2022-
2023

2023-
2024

2020-
2021

- 在所有課堂類型及範
圍使用統一教材，以推
行早期讀寫能力策略

- 在同類群體 A（轉
型）中實行以公平及文
化為重點的輔導

- 圍繞讀寫能力重點形
成夥伴關係

- 在全學區範圍內實施與標準相同，且具備
文化可持續的教材、教學方法及評量

- 專注 2 級及 3 級的讀寫能力 

- 增加合作夥伴的專業發展／教材 

垂直拓展 - 
在輔導支援下統一寫作方
法
- 評估 -
實踐：繼續確定哪些措施
與學生成果最為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