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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備忘錄的目的是向波士頓學校委員會的成員報告工作小組的最新狀況，該工作小組是應

編制並與波士頓警察局 (BPD) 分享學生事件報告及其他學生資訊的政策要求而成立的。 
 
背景 
該政策於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學校委員會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要求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 的督學“成立一個學校安全工作小組”（“工作小組”），負責進一步討論與該政策相
關的問題，接收督學關於學區執行該政策的報告，並向學校委員會提出建議。”  
 
成員身份 
根據政策，工作小組由 12 名成員組成，代表下列團體：(i) BPS 學生，由移民、青年或
社區倡導組織提名，如下文 (vi) 所述，優先考慮 在歷史上經歷過大量逮捕或通報事件的
學校就讀的學生；(ii) 全市家長委員會選出的家長或監護人；(iii) 波士頓特殊教育家長諮詢
委員會 (SpEdPAC) 的成員；(iv) 波士頓教師聯合會 (BTU) 選出的教師；(v) 學校領導、
副校長或院長，並由督學指派一名安全人員；(vi) 來自移民局、青年局的代表，或來自學
校委員會選出的社區倡導組織；(vii) Opportunity Gaps 的BPS 辦公室代表；(viii) BPS 營
運領導團隊的代表，或負責就行為準則向學校行政人員提供建議的 其他 BPS 中央辦公室
代表；(ix) BPS 安全部的 代表；(x) 非波士頓市雇員的個人，由學校委員會選出，具有執
法及學校安全法律及法規方面的 專業知識；和 (xi) 兩名代表，來自督學的學生資料 工作
小組（就本政策提出建議），由工作小組提名。 
 
工作小組成員於 2 月 8 日和 9 日（星期一和星期二）參加了兩次情况介紹會，他們在會
上回顧了政策，審查了工作小組的職責，討論了未來的會議日程，並回答了成員的問題。

第一次會議定於 3 月 3 日（星期三）舉行，第二次會議定於 6 月舉行。 
 
工作小組成員 
 
Devren Edouard 是 Boston Green 學院的學生、學生運動員和波士頓學生諮詢委員會 ( 
BSAC) 的代表。Devren 是 BSAC 氣候、文化和改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該組織關注的
問題包括學生資訊共享政策以及 BPS、BPD 和聯邦執法之間的關係。 
 
 
             波士頓公立學校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 波士頓市 

               Brenda Cassellius 博士，督學                         Alexandra Oliver-Dávila，主席 Martin J. Walsh，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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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hanna (Josie) Colon 是 New Mission 高中的學生，擔任辯論隊隊長。她也是 
BSAC 學生代表。 
 
Suleika Soto，Boston Education Justice Alliance 的家長組織者，她是兩名 BPS 學生的
母親，分別是就讀於 TechBoston 學院的 Mykaela 和就讀於 Blackstone 小學的 Jazmyn
。Soto 女士 7 歲從多米尼加共和國來到波士頓後，入讀 Sumner 小學，畢業於前 
Dorchester 高中。她是 Blackstone 學校家長委員會和校址委員會的成員，最近當選為全
市家長委員會的財務聯席主席。 
 
Jack Sinnott 是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會 (SPEDPAC) 的前任主席和現任董事會成員
，是三個 IEP 兒童（一個自閉症兒童和兩個多動症兒童）的父親。Sinnott 先生代表特
殊需要社區的工作始於初中和高中的暑假志願工作，他是閱讀障礙兒童的導師，也是

紐約特奧會的活動助理。Sinnott 先生畢業於 Millbrook 學校，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
波士頓大學。他還曾在 Menino 市長的自閉症政策工作組任職。 
 
Nora Paul-Schultz 是 John D. O'Bryant 數學與科學學院的物理老師。除了教授物理和高
級位置物理學 C 之外，她還是 O’Bryant 的學生移民運動 (SIM) 分會、穆斯林學生和盟友
協會以及 FIRST Robotics 團隊的俱樂部顧問。她是 BTU 移民權利組織委員會 Unafraid 
Educators 的領導人之一。  
 
Terrance Johnson，現任麥迪遜公園職高副校長，他是 BPS 的驕傲，麥迪遜公園職高
的畢業生。他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麻塞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獲得特殊教育碩士學

位。自 2014 年以來，他一直在同一所學校攻讀博士學位。在 BPS 的 26 年裏，他一直
致力於通過打破教育中的不平等制度，推動安全、公平和永續的城市教育。他對這個特別

的工作小組很感興趣，因為他知道，通過政策調整會產生切實的結果。 
 
Harold L. Miller, Jr. 現任 BPS 機會差距辦公室的臨時助理督學，自 2001 年以來一
直在 BPS 任職。Miller 先生從 2016 年開始進入機會差距辦公室工作，在其職業生涯
中為整個地區做出了傑出貢獻。Miller 先生目前負責製定和實施系統級政策、專業學
習和輔導以及創新規劃。在擔任政策與地區轉型高級總監期間，Miller 先生幫助開發
了機會與成就差距目標監控系統，並管理了機會與成就差距政策，其間他諮詢了幾乎
每個地區辦公室和多所學校。  
 
Dacia Campbell 是 BPS 問責部門支持小學的助理督學。她有興趣參加應編制並與 BPD 
分享學生事件報告及其他學生資訊的政策要求而成立的工作小組，因為她希望確保 BPS 
正確執行政策，並通過保護學生隱私和避免學生誤入歧途來支持學生。 
 
Neva Coakley-Grice 現任 BPS 安全服務部長。Coakley-Grice 部長是青年反暴力工作組
中唯一的非裔美國女性，是全國公認的 Operation Homefront、Operation Ceasefire、
Operation Night Light 和青年服務部的重返社會計畫中少有的女性領導人之一，在波士頓
市的所有主要工作都致力於更有效地聯繫兒童和青少年。她還負責 RISE 計畫和 Camp 
Frank A. Day 計畫的協調工作，並擔任三名波士頓警詧局長的發言人。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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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kley-Grice 部長榮獲享有盛譽的 MAWLE 精神（麻塞諸塞州婦女執法協會）指導獎。
最近，Coakley-Grice 部長在新成立的社區參與局工作。 
 
Valeria Do Vale，學生移民運動首席協調員，7 歲時隨家人從巴西移民過來，在波士頓
居住了大半輩子。她從高一開始參與移民運動，是學生移民運動的組織者，致力於為有色

人種爭取公平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她畢業於 John D. O’Bryant 高中。 
 
Elizabeth Badger 是 PAIR 的高級法務專員，負責管理“移民家庭訴諸司法”倡議。
Elizabeth 在波士頓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 Dartmouth College 獲得學士學
位。法學院畢業後，她在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擔任移民法書記員。Elizabeth 從事移民法工
作十多年，致力於為非公民兒童、尋求庇護者、犯罪受害者和長期移民拘留者爭取權利。  
 
學校安全工作小組中的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任命成員 
 
Angelica Martinez 在東波士頓基督教社區委員會 (EBCC) 身兼兩職。她是 Aspiring 的
青年協調員，負責協調、開發和實施將資源、學習和電腦/數字技術整合到計劃活動中的
項目。其工作範圍包括監督電腦實驗室的日常運作和參與其他青年活動規劃。作為一名 
ESL 教師，她教授 ESL III 級課程。Angelica 擁有波士頓大眾藝術與設計學院的美術、
藝術史和繪畫學士學位。她是 2017 年藝術史卓越獎得主，中東古物專家，並且了解日
本、中美洲、義大利藝術和文化知識。她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能夠使用義大利語開展

工作。 

Georgina Orellana 是東波士頓高中的高三學生，也是東波士頓的居民。 
 
Javier Flores 是 Dinsmore 波士頓辦事處的執行合夥人。他在代表客戶處理複雜商業事
務方面有豐富的訴訟經驗，包括違約、集體訴訟和不公平商務索賠。此外，Javier 已成
功代表全國各地的企業處理各種災難性傷害案件，包括產品責任、專業責任和一般責任

索賠。Javier 曾在法律和公民組織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包括西班牙裔全國律師協會。
他是 Inquilinos Boricuas en Acción 的董事會成員，最近在麻塞諸塞州拉美裔律師協會
的董事會任職。此外，Javier 是 2017 年訴訟多元化領導委員會成員，也是麻塞諸塞州
律師協會多元化工作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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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組織 政策中概述的成員身份 

Devren Edouard，學生 Boston Green 學院 (i) BPS 學生，由移民、青
年或社區倡導組織提名，
如下文 (vi) 所述，優先考
慮 
在歷史上經歷過大量逮捕
或通報事件的學校就讀的
學生 

Josiehanna Colon，學生 New Mission 高中 (i) BPS 學生，由移民、青
年或社區倡導組織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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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 (vi) 所述，優先考
慮 
在歷史上經歷過大量逮捕
或通報事件的學校就讀的
學生 

Suleika Soto，家長組織者 Boston Education 
Justice Alliance 

(ii) 全市家長委員會選出的
家長或監護人 

Jack Sinnott 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
會 

(Iii) 波士頓 
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會
的成員 

Nora Paul Shultz，物理老師 John D. O’Bryant 數學與
科學學院 

(Iv) 波士頓 
教師聯合會 (BTU) 選出的
教師 

Terrance Johnson，副校長 麥迪遜公園職高 (v) 學校領導、副校長或院
長， 
並由督學指派一名安全 
人員； 

*Georgina Orellana，學
生 
 
*Angelica Martinez，職員 

東波士頓基督教社
區委員會  

(i) BPS 學生，由移民、青
年或社區倡導組織提名，

如下文 (vi) 所述，優先考
慮 
在歷史上經歷過大量逮捕

或通報事件的學校就讀的

學生 

Harold Miller，臨時助理督學 BPS 機會差距辦公室 (vii) BPS 
機會差距辦公室的代表 

Dacia Campbell，助理督學 BPS 問責部門 (viii) BPS 營運領導團隊的
代表， 
或負責就行為準則向學校
行政人員提供建議的 
其他 BPS 中央辦公室代
表 

Neva Coakley-Grice，部長 BPS 安全服務部 (Ix) BPS 安全服務部的 
代表 

*Javier Flores，合夥人 Dinsmore (x) 非波士頓市雇員的個人
， 
由學校委員會選出，具有
執法及學校安全法律及法
規方面的 



 

 
 
*由學校委員會成員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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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識 

Valeria Do Vale，首席協調員 學生移民運動 (xi) 兩名代表之一，來自
督學的學生資料 
工作小組（就本政策提出
建議），由工作小組提
名。 

Elizabeth Badger，高級法務專
員 

PAIR Project (Xi) 兩名代表之一，來自
督學的學生資料工作小組
（就本政策提出建議）， 
由工作小組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