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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此《Garrity命令》要求波士頓公立學校達到和維持其教職員
工（教師和指導顧問）種族融合的狀態，教職員工中要“包括
不少於25％的黑人和10％的其他少數族裔。”  

q  當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教師和指導顧問獲得資歷的程度達到一定程
度時，該命令即告失效：根據適用的集體談判協議的資歷規定，
RIF [人力縮減]會導致教職員工減少3％，教職員工的種族/種族比例
將與之前的比例基本相同。這紀錄在學校總監的書面意見中。 

 
Morgan v. Burke, 926 F.2d 90 (1991年第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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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 

相關背景：波士頓仍受《 Garrity法院命令》
的相關約束 



開場評語 

2020-21學年度人力资源头条 

在招聘具有語言能力的人才方面做得更好。與OEL合作。改
進了數據收集。 

對有色人種教育者的留用、職業拓展和支持的增加，
促進了內部招聘，並最大程度地減少了人員流失。 

在過去的7年中，我們招聘了最多職位！無論是從全學區
的角度還是從新設立的職位來看。 聘用 

語言能力 

聘用 & 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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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合計 4679 4,675 4,672 4,740 4,637* 4,564* 4570 

有色人種教育者百分比 37.42% 37.35% 36.92% 37.91% 38.80% 38.58% 39.45% 

Garrity 教育者                  
(教師和指導顧問) 

4 

人員種族多樣化2014-2020 

数据采集于每年10/1 。 

Race/Ethnicity	  



Garrity      
教育者 

校方預算 中央預算 Bolling人員    學校領
導者 

學區合計 

n = 4570 n = 8069 n = 2061 n = 420 n = 127 n = 10561 

Garrity 教育者包括教
師和指導顧問。 

 

專業服務型教育者由中
央编制預算。 

数据采集于10/1/2020. 

人員種族多樣化 2020-‐2021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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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e/Ethnicity	  



合計聘用教育者 1,051 986 981 1,111 969 931 944 

% 有色人種教育者百分比 39.9% 42.7% 40.8% 44.4% 45.8% 47.0% 53.6% 

Garrity 教育者  (教師
和指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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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 

数据采集于每年10/1 。 

	  	  Race/Ethnicity	  	  



4.18% 

外來聘用教育者合計 
 

外聘教育者膚色百分比 
 

303 294 338 378 338 277 263 

37.3% 38.1% 34.6% 43.9% 39.4% 36.1% 48.3% 

4.29外部Garrity教育者
（教師與指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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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僅外部聘用來說 

数据采集于每年10/1 。 

	  	  Race/Ethnicity	  	  



職位類型 聘用 有色人種
百分比 

亞裔 黑人 拉美裔 白人 被拒絕 其他 

家庭聯絡員 48 97.8% 1 (2%) 14 (29.2%) 31 (64.6%) 1 (2%) 0 1 (2%) 

社工 63 77.8% 3 (4.8%) 26 (41.3%) 20 (31.8%) 14 (22.2%) 0 0 

監管人 23 60.9% 0 9 (39.1%) 5 (21.7%) 9 (39.1%) 0 0 

教學改革顧問 41 51.2% 1 (2.4%) 14 (34.2%) 5 (12.2%) 18 (43.9%) 2 (4.88%) 1 (2.4%) 

護士 50 48% 1 (2%) 16 (32%) 7 (14%) 21 (42%) 5 (10%) 0 

8 

種族多樣化的聘用：在職位上的人才投資 



波士頓公立學校官方語言： 
●  阿拉伯 
●  中文廣東話 
●  中文普通話 
●  佛得角克里奧爾語 
●  法文 
●  海地克里奧爾語 
●  葡萄牙語 
●  索馬里 
●  西班牙文 
●  越南文 

每年10/1有关聘請教師和指導顧問数据。 

在招聘上的語言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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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得角克里奧爾語: 文化遺產課程- Burke 

●  佛得角克里奧爾語: K1-雙語-有待決定 

●  越南語: 一年級- Mather 

10 

●  海地克里奧爾語: 3年級 -  Mattahunt/
Toussaint L’ouverture Academy 

●  西班牙語: 7年級 - UMANA 

2022学年開設了新教室：                                                          当前状况： 	  
	  	  	  	  	  	  	  	  	  	  	  	  	  	  	  	  	  	  	  	  	  	  	  	  	  	  	  	  	  	  	  	  	  	  	  	  	  	  	  	  	  	  	  	  	  	  	  	  	  	  	  	  	  	  	  	  	  	  	  	  	  	  	  	  	  	  	  	  	  	  	  	  	  	  	  	  	  	  	  	  	  	  	  	  	  	  	  	  	  	  	  	  	  	  	  	  	  	  	  	  	  	  	  	  	  	  1.雙語教育認可（BEE）： 

a.  為教師提供步驟清晰的指南，為使用
另一種語言給學生提供內容教學以達
到被認可的程度。 	  

b.  與波士頓學院合作，以加強雙語教師
的教學能力，並使他們獲得BEE資格。 

1.  LOOK法案: 招聘/多元化渠道工作組                      
a. 與利益相關者群體會面以完成關於如何加   
強增加更多不同語言的教學人員的REPT工作 
正在合作開展的工作：OHC，OEL，RCD 

LOOK法令: 為語言多樣性而聘用 



離職的教育者合計 521 369 445 396 360 361 275 

有色種族教育者離職百分比 42.2% 39.0% 43.4% 33.6% 39.4% 42.7% 43.6% 

Garrity 教育者(老師和
指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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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退休、辭職、不續簽聘用合約等） 

數據采信于每年的10月1日 

	  	  Race/Ethn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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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與招聘一樣重要 

離職面談 
●  在2019-20學年中，波士頓公立學校为所有離開學區的

有色人種教育者（包括有色人種學校負責人、中央辦公
室和學校職員）完成了首次綜合離職面談程序。 

 
●  所得出的所有結果均用于2020-21學年的人員留用服

務項目。 

共计97人完成了
計劃 

在通过的80
人中，黑人，
拉丁裔和亞
裔总数 

獲得執照
人員总数 

獲得執照的48人中
黑人，拉丁裔和亚

洲人总数 

80/97 67/80 48/80 38/48 

82% 84% 60% 79% 

MTEL Prep為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的計劃提供支持。 

MTEL Prep支持計畫為38位有色種族教
育者授予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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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ce/Ethnicity	  	  



波士頓公立學校“自我发展”的途徑計劃（3） 

Teacher Cadet（教師學員計畫） 
•  BPS Teacher Cadet Program - 此計劃于2020年10

月推出-已擴展至7-16年级 
•  當前組成：(18) 高中學生, (6) 一年級, (16) 

二年級 & (3) 三年級大學生 

•  合作伙伴: Regis College, City Year, 
Young  People’s Project, 以及HBCU Alumni 

Network 
•  DESE撥款 -$10k CTE款項 + $47,500 課程重新設計 
•  新合作夥伴:	  	  The	  Young	  People’s	  Project	  （年輕人計畫）	  
 

社區至老師加速計劃 ●  97% 的申請人屬于有色人種 

●  30/36 (83%) 是助教或是準職業人員 

●  7/8 (87.5%) 是女性數學/科學申請人 

BPS 教師獎學金計畫 
•  于2021年6月推出 新的隊列  
•  BPS 是全州 唯一可以發布ESL和中度殘障初步许可的學

區。 

我们的途徑計畫和合作伙伴关系是招募、聘用和培養有色種族教育者的重要来
源 

大學合作夥伴（6） 教师培育合作伙伴计
划（3） 

培養了： 

36 名有色人種教育者: 
17個美籍非裔, 14個拉丁美州
裔,  以及 5個亞裔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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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利用EdVestors和Baupost等合作夥伴的人力投資計畫來支持BPS員工多元化計劃-
包括學校的和中央辦公室的員工 

●  利用新的領導力途徑和招聘計劃，使學校領導群體多樣化 
●  繼續對多元化重點學校計劃負責 

●  （重新）推出BPS相關人士招聘諮詢委員會：旨在吸引學區工作人員和社區成員參與
的招聘策略 

o  重新推出HBCU招聘諮詢委員會，Latinx招聘諮詢委員會和亞裔招聘諮詢委員會 

o  推出BPS聾人和聽力障礙招聘諮詢委員會 

●  DESE資金支持種族多樣性的招聘-簽約獎金，MTEL Prep支持和擴大7年級至16
年級的教師學員計劃 

●  利用2019-20學年有色人種教育者離職面談的結果來輔助/改善2020-21學年中的留
用服務計劃安排 

●  加強與OHC，RCD和OEL的合作，以增加對語言多樣化教師候選人的招聘 

●  開發控制面板以評估和跟踪在英語學習者項目工作的學區工作人員的語言能力 

●  對BPS中現有的雙語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人才投資以支持他們留在BPS工作 

展望2020-21學年 

聘用 

招聘 & 留用 

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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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 
喬治·∙B·∙考克斯（George	  B.	  
Cox）公平的城市教育獎學
金	  

波士頓公立學校-‐招聘、培養和多樣性辦公室感謝喬治·∙B·∙考克斯（George	  B.	  Cox）的家人，讓
我們榮幸地重新命名該獎學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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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評估	  





Evaluation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nline Tools Online Tools Online Tools 

  ⽀支持與評估: 

●  除了對學校領導的評估以外，
我們暫停了2020學年的評估；
通過摘要備忘錄（NCTQ⽂文
章）繼續收集反饋。

●  2021學年將會繼續進⾏行對所
有聘⽤用⼈人員的評估。

●  發展新的遠程教學查找⼯工具
以⽀支持教育者和評估者（⾒見
左）	  



語言多樣性 

 
新聘用人
員 

西班牙語 4 

波斯語 1 

无 8 

 
 
臨時轉長期 

西班牙語 4 

佛得角克里奧

爾語 
 

1 

无 2 

臨時轉長
期 

n = 
13 

合計n = 20 

2020-21學年度新
的學校領導 

新聘用人員 
 

15.38% 

23.08% 

7.69% 

53.84% 

28.57% 

42.86% 

14.29% 
14.29% 

n = 7 

所有學校
領導 

學校領導的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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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監愿景一致的建立“基準”的新計劃：: 
 

BPS / PSI（Perrone Sizer研究所）群組： 
  -共同設計的成員構成，為領銜教師晉升到助理校長/ HOS提供渠道支持。 
  - 100％的有色人種領導者，33%會講拉丁語，66％的多語種。 
 
突破領導力的新領導者/ BPS基礎 
      -旨在將當前的AP“橋接”到P / HOS角色。 
      -目前正在招募具有語言、種族多樣化的候選人。 
 
現有伙伴：Lynch領導學院,波士頓學院 
100％的有色人種領導者，85％的有抱負的有色人種領導者。 

2020-‐21学年學校領導者途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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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結構 	  
招聘，培養與多元化辦公室

(R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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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7月1日起，RCD團隊從人力資源辦公室遷至移至平等戰略和機會部校監辦公室。 

RCD辦公室將其職責擴大到包括專門為中央辦公室僱用經理提供戰略多樣性人員配備的工作。	  
	  
          開始合作：                                                                                  進行中： 

●  學術：民族研究 	  
●  特殊教育辦公室 

公平與戰略：領導機會差距助理的搜索和選擇過程 

●  參與：家庭聯絡 	  
●  運營：食品和營養服務 

结论： 
●  學術機構：英語學習者辦公室-‐管理並完成了OEL助理的搜索和選擇過程-‐欢迎Silvia	  Romero	  Johnson	  	  
●  沟通：新聞秘書和副新聞秘書 	  
●  問責制：學校社工 	  
●  問責制：衛生服務：護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