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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for ongoing contribution to this analysis:  
This equity analysis is dated August 19, 2020. However, it is a “living” document that will 
evolve as the district’s plans develop. Any member of the BPS community — students, 
families, staff, and partners — is welcomed and encouraged to share your thoughts. What 
equity-related concerns do you have about instruction and operations at BPS this school year? 
What ideas do you have about how to address those concerns as effectively as possible? Please 
share your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by emailing bpsequity@bostonpublicschools.org. We 
will continue to update this document with new contribu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and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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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的分析：執行概要 
 
我們舉辦了 11場會議，有超過 200個利益相關者參加，這些會議旨在將波士頓公立學校
（BPS）種族公平計劃的工具應用於我們提議的兩種重開模式上，以進行公平性的分析，
這兩種模式是：完全遠程教學或混合的“分組輪流現場上課”模式。 參與者借鑑了眾多學
生、家庭、員工的想法，採集了社區參與會議期間收集的有關重新開放的意見，也參考了

大量數據，包括 2020年 3月至 6月遠程教學期間的總結數據，以及學生、家庭和員工的
調查結果。 
 
除了以下四個主要問題和六個建議之外，文中還提出了對兩種模式各自的擔憂，以及許多

詳細的可能採用的緩解策略。 

 
首要問題 
 
許多公平性的問題是學區重新開放計劃的核心。種族平等計劃工具會議的內部和外部參與

者都一致提出了四個首要問題。 
 

1. COVID的影響不成比例地打擊了 BPS學生、家庭和員工的某些群體，這些群體可
能是基於種族、族裔、移民身份、無家可歸、收入、殘疾和其他因素的。  

 
2. 獲得高質量遠程教學的機會不均，學業損失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 

 
3. 一旦能夠安全地回歸校園，一些學生需要現場的指導或監督。 

 
4. 被孤立和存在心理創傷對我們的學生來說是嚴重的健康風險。 

 
總體建議 
 
1. 從遠程模型開始。 根據設施和交通準備情況以及已確認的人手，盡快啟動漸進式

的混合學習模式，以滿足需求最高的學生。高需求學生應包括具有個人化教育計劃

的學生、英語學習生、無家可歸的學生、以及父母/監護人由於學生不在學校或無
人監管就無法工作的學生。 

 
2.  要最大限度地提高遠程學習的效率，首先要從部署跨職能、多角色的內部/外部團

隊開始，以設計和實施有效且公平的策略，來最大限度地提高遠程學習的效率。 
主管虛擬學習的團隊必須立即開始盡力監督遠程教學工作的各個方面，包括不斷提

高對多元文化的響應程度、改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優化能令學生投入的教學內

容、增強跟學生的關係；確保學生能根據需要獲取充足的食物；掌握學生的心理創

傷情況並採用療癒性的做法；解決所有影響學生不到校學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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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佈特定的命令，以維持學校系統在下學年能集體性地關注於我們一系列共同的優

先事項以及相關措施和責任系統，而這些優先事項都是紮根於我們的戰略計劃和核

心價值的，尤其是我們關於公平的價值觀。當各項優先事項相互競爭而我們的能力

和資源又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將公平定義為戰略的中心，並確保所有學生、家

庭、員工和合作夥伴都知悉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和目標。 
 
4.  修改現有的混合計劃，優先考慮需要現場面對面指導的學生（根據家長的要求），

然後讓其他高需求的學生開始現場學習，我們以一種分階段漸進的方式來重開學

校，這符合公共衛生指南的要求，也符合交通、人員配備和設施準備的現實情況。

通過創建一個跨職能、多角色的內部/外部團隊來啟動這項工作。學區必須明確定
義我們高需求學生的群體。在對設施、交通運輸和教職員工與學生的互動還沒有建

立出一套統一的安全標準之前，不應開始現場的面對面學習。 
 
5.  頻繁並深入地在短期和長期的集體工作中與利益相關者進行交流，以滿足學生和家

庭的各種需求，包括與學生、家庭和工作人員用多種語言進行定期的多媒體交流。 
學校和中央辦公室都應用公平的視角來進行持續的投入和做集體性的計劃。

COVID的感染和死亡率，持續進行的學術分析和對其他方面的分析，情況的變化
以及不斷發展的集體學習，應該令我們作出不斷的調整和溝通。 

 
6.  發展夥伴關係來協助 BPS努力解決下列問題，例如隔離、獲得學習資源、學習損

失、監督、健康和保健、WiFi連接、技術連結和培訓、家庭支持和指導、以及為
家庭提供的其他培訓等。BPS屬於由公共機構、企業、非營利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
所構成的大環境中的一部分，我們可以並且應該代表我們的學生和家庭來利用這些

資源。 
 
簡介: 我們的集體毅力 
 
儘管本報告重點關注公平問題和未來可能採取的緩解策略，但自 2020年 3月學區關閉以
來，學區和學校的領導、合作夥伴組織、家庭、尤其是學生的反應值得讚賞。學校層面的

圍繞公平展開的對話、正式的公平圓桌會議和種族平等規劃工具會議，迅速並持續地識別

出不斷出現的需求，成千上萬的 BPS員工、合作夥伴和志願者進行合作，堅持不懈地滿
足這些需求。 我們的 BPS社區成員中走出了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英雄們：接待裝有
20,000台 Chromebook的卡車，全天候開會討論遠程學習的實施，為殘障學生家庭提供送
餐服務，並一次又一次地相互問候和確認對方的情況。這些都是在疫情與種族主義和貧困

相碰撞的時刻，在這些挑戰威脅我們的健康和財務狀況的時刻，在憤怒和悲痛重壓在我們

靈魂上的時刻，我們所需要做的。 
 
學生展示了自己的韌性和精神，前往彼此的家中送上遠程生日驚喜，並設計了富有創意的

虛擬畢業典禮。家人和鄰居互相提供食物、組成小組互相看管孩子和互相撫慰。學校負責

人用自己的汽車裝滿 Chromebook，親自將用愛心包裹的設備運送到市區的各位學生家
中。教育者在虛擬平台上表現出色，可以利用現有知識、新發現和獨創性來為學生提供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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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教程，同時照顧自己的孩子。中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立即意識到疫情對公平性

的影響，他們全天候工作、製作學習包、整理遠程學習資源，並在幾乎一夜之間設置了移

動的食物領取站。合作夥伴組織，包括市府機構、非營利組織、禮拜場所，他們找到了無

數種方式來繼續和擴大對學區工作的支持。 

總體的關注與建議 
 

總體的公平性關注 
 
1. 基於種族，種族，移民身份，無家可歸，收入，殘疾和其他因素，COVID的影響

不成比例地打擊了 BPS學生，家庭和工作人員的某些亞組。 
 

        黑人和拉丁裔社區正在經歷更高的 COVID住院率和死亡率（請參閱此處的數據）。
黑人，拉丁裔和亞洲家庭，尤其是移民家庭，更有可能遭受失業和其他收入損失，從而導

致住房和糧食的不安全。許多殘障學生及其家庭，英語學習生及其家庭告訴我們，遠程學

習對他們而言特別具有挑戰性。我們絕大多數的學生和家庭，以及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

是來自上述受到嚴重影響的一個或多個社區的。 
 
任何感染 COVID的影響，包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學校或被分配到通風受限的教室的學
生和教職員工，都可能對這些社區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此外，年齡較大的員工和學
生、家庭成員以及具有某些基礎疾病的員工的風險也較高。 
  
2. 獲得高質量遠程教學的機會不均，學業受損的情況必須立即得到解決。 
 
黑人、拉丁裔、亞洲裔、土著、移民、無家可歸和低收入學生經常沒法使用可靠的WiFi
和筆記本電腦。學校可能無法有效地提供遠程教學，如果沒有全方位的學校參與和資源，

可能無法充分滿足年幼兒童，英語學習生和殘障學生的需求。 
 
3. 一旦可以安全開放，一些學生就需要現場指導或監督。  
 
父母和監護人，特別是有色人種和殘障學生的父母和監護人，可能需要學生去上學或在其

他受監管的環境下進行活動，因為成年人不在家里工作或需要休息。 
 
4. 隔離和心靈創傷對我們的學生來說是嚴重的健康風險。 

 
學生，尤其是那些高需求的學生，可能難以通過屏幕來與教員和他們的同學發展和維持真

正的關係。再加上生活中已存在的與 COVID相關的挑戰，包括虐待、成癮、飢餓和暴
力，遠程學習可能對其短期和長期健康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威脅生命。這些年輕人不在學

校，我們保護他們的方法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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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建議 
 
1. 從遠程模型開始。 根據設施、交通準備情況以及人手數量，盡快啟動階段式漸進

混合模式，以解決需要最高的學生的需求。 
 

總體建議#3中列出了需求最高的學生的定義。 
 

安全隱憂和現場教學的現實障礙均決定了我們要以遠程學習的方式來開學。學生、家長、

職員和中央辦公室的管理人員強調，學區還沒有準備好在 9月 21日開放混合學習的模
式。主要的擔憂包括：由於人員安排或請假的原因，可能導致教員短缺。缺乏在重開教室

或學校之前必須滿足的明確的安全標準，以及這些標準設定之後是否能被及時滿足，包括

通風（和室溫）、隔離室，可用的個人防護設備的標準，以及各種往返學校的交通方式；

同時現場教學和遠程教學的挑戰，以及針對所有年齡段和學習需求的學生在該模型中缺乏

準備或試行教學的挑戰；而且，與目前所有學生都可以選擇參加的混合計劃的提議相比，

這種讓最需要現場指導的學生優先參與的混合計劃將更加公平。 
 
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會以及其他特殊教育家長、工作人員和倡導者非常明確建議，他們

建議某些殘障學生進行現場學習。在某些家庭中，父母或監護人的工作要求他們的孩子參

加現場指導。同時，與所有學生都可以選擇參加的模式相比，將混合開放方式優先給最需

要現場指導的學生可以減慢 COVID-19的傳播。  
 
雖然我們建議不要輕易遠程開放，但我們意識到到全國各地的大城市都在做出同樣的決

定。與波士頓一樣，屬於大城市學校委員會網絡的 76個地區中，有 67個宣布了關於秋季
重新開放模式的決定。其中，有 88％的城市將使用遠程模型來重開，有 9％的城市會現場
教學（學生有不參加現場教學的選項），而 3％的城市則將採用混合模型。 
 
2.  從部署跨職能，多角色，內部/外部團隊開始，以設計和實施有效且公平的策略，
最大程度提高遠程學習的效率。 
 
主管虛擬學習的團隊必須立即開始盡力監督遠程教學工作的各個方面，包括不斷提高對多

元文化的響應程度、改善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優化能令學生投入的教學內容、增強跟學

生的關係；確保學生能根據需要獲取充足的食物；掌握學生的心理創傷情況並採用療癒性

的做法；解決所有影響學生不到校學習的問題。 
 
該團隊應由經驗豐富的項目經理領導； 研究 BPS、國家乃至全球的最佳實踐；考慮本文
檔中的所有緩解策略建議；並利用本學年可用的額外專業發展時間來加強遠程教學，並使

所有面向學生的員工做好建立真實關係的準備，並識別出需要額外心理健康或學術支持的

學生。學校應利用定期安排的公平圓桌會議，以確保每個學生都與至少一名老師或其他教

員保持持續的聯繫，他們將與該學生保持積極的關係，以共同評估並滿足他們不斷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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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混合學習期間，這項工作必須繼續進行，屆時很多或大多數學生將參加遠程教

學。 
3.  公佈特定的命令，以維持學校系統在下學年能集體性地關注於我們一系列共同的優

先事項以及相關措施和責任系統，尤其是我們關於公平的價值觀。 
 
無論在任何給定時間採用完全遠程教學還是混合教學模式，學校和中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都將繼續面對各項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緊急的任務和其他的來自學生、家庭和員工迫切

需求；短期目標；長期計劃；以及運用平等的視角來處理的日常挑戰。我們必須定義以公

平為中心的策略，並確保所有學生、家庭、員工和合作夥伴都了解這些共同的價值觀和目

標。 
 
我們必須不斷確定和報告關鍵指標，以監控學生和員工的健康狀況，以及我們所實施的計

畫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尤其是學生）的有效性。BPS應該定義並公布我們為實現
2020-21學年的有效教學而努力的那些指標和目標。  
 
這些優先事項可能包括： 

a) 從學生開始，確保 BPS社區的身心健康，身份認同和聯繫。  
b) 從家庭開始，培養夥伴關係並利用夥伴關係 
c) 採用年級內容標準和遠程教學和/或混合教學的最佳實踐。 
d) 以多層次的支持體系來補充教學的需要。 
e) 識別並制定明確的策略，並通過學校、中央辦公室和社區平等圓桌會議，來最好地
服務那些最需要的人，並輔以清晰的執行方案和責任制度。 

f) 監控進度，並進行協作以根據關鍵指標不斷提高表現。 
 
BPS必須確定關鍵指標以監控我們學生和員工的健康狀況，以及我們為所有利益相關者群
體（尤其是學生）實施的模型的有效性。 BPS應該定義並宣傳我們為實現 2020-21學年
的有效教學而努力的指標和目標。 
 
在基本層面上，每座學校大樓都必須改造成適應當前新冠疫情的狀態。所有的行為計畫、

安全計畫、交通運輸規程、時間表、政策和穩健都必須修改，以囊括更多安全措施。另

外，隨著我們對病毒認識的深入、對如何最好地安排從幼稚園到 12年級（K-2）學習環
境的經驗的了解的加強，以及對疫情蔓延和抗體認識的發展，這些文件都必須隨時根據情

況作出改變。 
 
4.  修改現有的混合計劃，以優先需要現場指導（根據家長要求）的學生需求，然後是其
他高需求學生，採用分階段漸進的方法，是符合公共衛生指南以及交通、人員配備和設施

準備的現實情況的。通過創建一個跨職能、多角色的內部/外部團隊來啟動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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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團隊應由經驗豐富的項目經理領導；研究 BPS、全國範圍甚至全球範圍內的最佳實
踐；並考慮本文中的所建議的緩解策略。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有的家庭迫切需要孩子上學，

例如因為單親父母是必要行業的僱員，或者學生由於殘障而無法進行遠程學習。  
 
在對設施、交通運輸和教職員工與學生的互動還沒有建立出一套統一的安全標準之前，不

應開始現場的面對面學習。在滿足這些標準之前，任何教室或學校都不得開放，這些標準

包括良好的通風系統、儲備充足的個人防護設備（PPE）、隔離空間，護士/學生比例以
及關於社交距離和其他相關規程的員工培訓。一旦對所有設施的安全性進行了評估，就應

該進行集中的公平性分析，以確定特定的社區或人口是否可以平等地使用達到學區標準的

教室和學校。  
 
任何特定教室或學校建築中的通風質量和其他空氣質量指標是基於多種因素而變化的。 
加熱、通風和空調（HVAC）系統的存在並不一定表示通風良好。但是，根據對學校建築
的初步研究，學生人口組成與中央 HVAC系統之間沒有關聯。從種族上看，我們發現亞
洲學生最有可能就讀於有中央空調（41％）的學校，其次是黑人學生（39％），拉丁裔學
生（34％）和白人學生（21％）。 ELD 1至 3級的英語學習生中有 41％上有中央空調的
學校，而非英語學習生則為 32％。36％的殘疾學生在有中央 HVAC的學校就讀，而所有
其他學生中有 34％。 下面的地圖，標示出了各個社區中的學校都具有哪種空調系統，還
反映了不同數量的學生人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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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考慮周全且富有創意的計劃安排，現場授課的初始階段應由不用同時提供遠程授課的

教育工作者完成。家長的請求可以通過由中央辦公室和學校工作人員協調的綜合致電活動

來確定。 
 
在現場教學的第一階段應優先考慮的高需求學生，這些學生包括： 
● 殘疾學生 
● 無家可歸的學生， 
● 英語學習生水平（ELD）1和 2級學生，特別是接受高強度文學培訓的 ELD 1和 2
級的學生，被安排在正規教育（SLIFE）有限或中斷課堂上的學生，或是在高中完
成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和內容級別課程的畢業要求和時間比其他年級要短的學生。 

● 早期教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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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該階段的開始和發展，應根據有關安全標準的專家建議，努力使學生每週參加學習的

天數最大化。如果安全專家建議每週四天（“混合 C”）進行現場指導而不是五天，以允許
在一週之中的某天進行清潔，那麼選擇參加的學生應該每週參加四天的學習。此外，重要

的是要考慮屬於上述兩個或多個小組成員的學生，例如 ELD 1或 2並擁有個人化化教育
計劃（IEP）的學生。 
 
應根據新出現的 COVID-19趨勢（包括社區級別的感染，住院和按種族計算的死亡率）每
天重新評估任何的現場指導情況。雖然必須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現場教學，但也要根據不斷

變化的數據，在我們所有人都接種疫苗之前，也可能無法在短時間內或長時間內進行現場

教學。 
 
5.  與利益相關者就長期和短期的合作進行深度和頻繁的交流，以滿足學生和家庭的各

種需求，包括用多媒體手段與學生、家庭和工作人員進行多種語言的定期交流。 
 
學校應利用校務委員會、家長理事會和公平圓桌會議等現有結構來持續交流最新情況； 
監控教學和操作方面的挑戰；收集反饋意見；確定可用資源和最佳做法；並設計和計劃下

一步。同樣地，中央辦公室應使用現有結構，例如針對各種語言社區的、面向學區範圍內

的學生、家庭和員工的參與活動，以及社區平等圓桌會議，來進行類似的監控、溝通、和

計劃。  
 
隨著新信息的出現，必須定期修改計劃，透明地報告任何必要的調整。 COVID感染率和
死亡率、對學術和其他結果的持續分析，情況的其他變化以及不斷發展的集體學習，應令

我們持續地進行調整和溝通。 
 
6.  保持夥伴關係以對 BPS的能力進行補充，以解決諸如隔離、學習機會、學習損
失、監督、健康和保健、WiFi連接、技術獲取和培訓、家庭支持、家庭指導和其他培訓
等問題。  
 
我們的太多學生，尤其是我們的黑人、拉丁裔、亞裔、原住民、無家可歸的和低收入學生

群體，他們經常無法獲得可靠的WiFi或筆記本電腦。如果沒有學校全方位地參與和資源
支持，學校可能無法有效地提供遠程學習，也可能無法充分滿足年幼兒童、英語學習生和

殘障學生的需求。 
 
父母和監護人，特別是有色人種和殘障學生的父母和監護人，可能需要學生去上學或在其

他受監管的環境中進行活動，因為成年人需要外出工作和/或需要休息。學生、尤其是那
些高需求的學生，可能會難以通過屏幕與他們的同學發展和維持真實的關係。再加上生活

中已存在的與 COVID相關的挑戰，包括虐待、成癮、飢餓和暴力，遠程學習可能對其短
期和長期福祉產生嚴重甚至威脅生命的影響。年輕人不在學校，我們保護他們的方法就更

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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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校區必須利用夥伴關係，在某些方案為學生和家庭創造所需資源和能力的範例，包

括公共機構、企業、非營利性機構和高等教育部門。 
 

平等分析概覽 
 

對這項分析的貢獻者 
 
我們已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以對波士頓公立學校（BPS）提出的混合開放計劃進行公平
性分析，包括對分組輪流回校上課模式細節的分析，以及學生和教員以任何形式回到校園

所涉及的問題分析，以及我們建議的遠程開放計劃分析。 這些會議包括： 
1. 包括 2020年 7月 23日至 31日以及 2020年 8月 4日舉辦的與英語學習生重開任務
組進行的多次種族平等對話，與會人員還包括教師（波士頓教師聯盟成員）、小學

和中學領導，地區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和中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2. 2020年 7月 24日，關於分組輪流上學模型的種族公平計劃討論，大約 50名中央
辦公室工作人員和兩名小學負責人參加。一些參與者也是 BPS的父母。 

3. 2020年 7月 28日，關於遠程學習模型的種族公平計劃討論，大約 40名中央辦公
室工作人員和一名小學負責人參加。一些參與者也是 BPS的父母。 

4. 種族平等計劃培訓課程，於 7月 29日重新開放，其中包括該計畫工具的應用，與
會人員包括教師、學校領導和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 

5. 2020年 7月 31日，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進行種族平等對話，其中包括英語學習生任
務組的成員，學區機會與成就差距（OAG）工作組的成員以及藝術倡導組織。 

6. 多次種族平等對話，包括 2020年 7月 31日和 2020年 8月 4日，與特殊教育重新
開放特別工作組進行的平等對話，該特別工作組由教師（波士頓教師工會成員）、

中小學領導和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組成。 
7. 2020年 8月 4日，BPS協會工會和波士頓學生諮詢委員會的代表以及一名中小學
校長和三名高中負責人參加了關於兩種學習模式的種族平等計劃討論。 

8. 2020年 8月 5日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進行種族平等對話，與會者包括波士頓黑人學
生成就網絡、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會和馬薩諸塞州黑人教育者聯盟的代表。 

9. 在 2020年 8月 7日舉行的社區公平圓桌會議上就兩種學習模式進行的種族公平計
劃工具討論，包括數十名家長和社區領導人、OAG工作組成員以及 BPS公共和非
營利性合作夥伴機構/組織的代表以及民選官員。 

10. 種族平等計劃討論於 2020年 8月 10日與地區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社區參與諮
詢委員會和全市家長委員會成員討論兩種學習模式。 

11. 2020年 8月 17日，與食品和營養辦公室成員就兩種學習模式的種族公平計劃工具
進行了討論。 

12. 採納了其他中央辦公室部門的代表、學校工作人員和外部利益相關方的代表的補充
意見，以確保在分析中反映出盡可能多的選區和各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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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會議由平等與戰略部、COVID-19響應小組以及其他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組織，這些
人員已經接受了 BPS種族平等計劃工具中包含目的和應用方面的培訓。 該工具的全文可
在此處獲得。  
 
儘管設施、運輸、食品和營養管理人員都積極地為這一分析做出了貢獻，但保潔人員，校

車監控員和午餐監控員等直屬人員並未參加。儘管我們考慮到學生的調查數據，但很少學

生參與了這些座談會。儘管我們考慮了家長調查數據和常規的家長會議主題；數十個父母

和父母組織參加了公平分析會議，但肯定沒有理想的人數那麼多。儘管已努力邀請所有這

些社區的更多成員參加，但安排會議和邀請的周轉時間短，以及在暑假期間安排會議時間

都存在障礙。 
 
重要的是要注意，儘管反種族主義和種族平等是每個對話的核心，強調了我們黑人，拉丁

裔，亞裔和原住民學生、家庭和員工的需求，但我們的分析也聚焦於殘障學生及其家人、

英語學習生和其他移民學生及其家庭，以及無家可歸和低收入學生及其家庭。 
 
會議的參與者在許多緯度上都是多元的，其中包括很多自認為是黑人、拉丁裔、亞洲裔和

/或原住民的個體。許多與會者分享了更為具體的種族身份，例如非洲裔美國人、非洲裔
加勒比人、非洲裔拉丁美洲、海地人、印度裔加勒比人和混血兒。還有的與會者自定義為

BPS常規教育家長、特殊教育家長和英語學習生家長；LGBTQ；前英語學習者；第一代
移民和移民擁護者；和 BPS校友。 
 

期望實現的結果  
 
種族平等計劃工具的第一步要求計畫制定者定義正在考量的提案的預期結果。關於遠程學

習模型，期望實現的結果定義如下。 
 
如果學區使用遠程模型開放，有色人種的學生、家庭和教職工；殘障學生和職員及其家
人；英語學習生/移民學生及其家庭；無家可歸者和其他低收入學生及其家庭將會受到以
下方面的何種影響：a）潛在的身心健康風險，包括暴露於 COVID病毒、承受飢餓、孤立、
虐待和持槍暴力的潛在風險，b）學習損失的影響，以及 c）是否能公平地從疫情中得到康
復？  
	
BPS旨在滿足孩子全面發展的需求，包括我們每一位傑出孩子的需求。我們通過向個
人、家庭和社區提供高質量的、對心理創傷知情的，維護文化和語言多元的遠程教學和其

他遠程支持服務，以及降低心理健康風險和學習損失的可能（可能會對這些人群的學生造

成不成比例的影響），並通過確保學生通過技術盡可能充分地獲得指導、體育鍛煉和關愛

關係，來最大程度地從疫情中公平康復。 我們的目標是與眾多合作夥伴共同努力，實現
學區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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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分組輪換學習的模式， 我們期待的結果定義如下： 
 
如果學區以分組輪換學習的模式開放，那麼有色人種的學生、家庭和教職工；殘障學生和
職員及其家人；英語學習生/移民學生及其家庭；無家可歸者和其他低收入學生及其家庭
將會受到以下方面的何種影響：a）潛在的身心健康風險，包括暴露於 COVID病毒、承
受飢餓、孤立、虐待和持槍暴力的潛在風險，b）學習損失的影響，以及 c）是否能公平
地從疫情中得到康復？  
 
BPS旨在滿足孩子全面發展的需求，包括我們每一位傑出孩子的需求。我們通過向個
人、家庭和社區提供高質量的、對心理創傷知情的，維護文化和語言多元的遠程教學和其
他遠程支持服務，以及降低心理健康風險和學習損失的可能（可能會對這些人群的學生造
成不成比例的影響），並通過確保學生通過技術盡可能充分地獲得指導、體育鍛煉和關愛
關係，來最大程度地從疫情中公平康復。 我們的目標是與眾多合作夥伴共同努力，實現
學區的目標。 
 
我們強調指出，鑑於早期教育、中小學生的獨特需求，還必須在年級水平的背景下考慮這

兩種模型。 
 

經過諮詢的數據來源摘要 
 
讀者可以訪問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reopening，搜索我們在本次公平分析中的公開
數據來。2020年 7月我們進行了兩項調查，以了解家庭和員工對重新開放的觀點： 家庭
重新開放和遠程學習調查結果 以及 員工重開調查結果。 通過這些數據可以查看累積總計
以及各個分組的細分。分組分析包括種族（拉丁文，黑人，白人，亞洲人，多種族/其
他），英語學習生和殘障學生（殘障學生，無殘障學生）。 
  
作為公平性分析的一部分，我們還檢閱了 2020年春季師生對遠程學習的看法 的數據。 由
於這兩種模型都涉及在校園之外進行學習，因此今年春季的遠程學習經驗教訓也被用於對

遠程模式和混合學習模式進行分析。我們製作了遠程學習經歷的完整報告（在 此處提
供），以分析相關的總體趨勢、年級水平差異以及各個子群體（包括殘障學生、英語學習

生和經濟弱勢家庭或無家可歸學生）的經驗的分析。 此外，還將對殘障學生和英語學習
生進行專項分析。 
 
波士頓市 COVID-19的案例追踪 顯示了波士頓市、馬薩諸塞州以及整個國家的病毒數量
數據。 市政府還按種族列出了已知病例和死亡人數的種族明細。 
 
除了公開的數據外，公平性分析的利益相關者還審查了 2019年青年風險行為調查評估數
據（YRBS），該數據要求學生報告與健康相關的行為，例如安全和暴力;社會、情感和心
理健康；藥物使用;危險性行為；以及身體活動和飲食行為。我們對這些行為跟學術成就
相結合進行了分析。子組分析根據年級，種族，性別和性認同檢查差異。例如，調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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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即使在疫情壓力之前，也有 79％的中學生報告感到悲傷，空虛，絕望，憤怒或焦
慮。在這些學生中，更令人不安的是，有 70％的拉丁裔學生，74％的黑人學生和 82％的
亞洲學生說，他們“很少或從未獲得所需的幫助。”值得注意的是，有這種感覺並報告沒有
獲得所需幫助的白人學生的樣本量很小，以至於這方面的數據點變得不可靠並沒有被包括

在內。同樣，有 4％的白人學生，10％的黑人學生，12％的拉丁裔學生和 14％的亞洲學生
表示，他們至少曾嘗試自殺一次-同樣是在 COVID-19之前。 
 
參加者還回顧了社區參與會議的一些筆記，以收集各社區團體的意見，這些團體提出問題

並在會議期間提供有關 2020年春季和夏季重新開放的反饋。 
 
BPS在春季和夏季進行了許多調查。 受訪者的人口統計信息很少會與整個地區的人口統
計信息完全匹配。 BPS必須收集所有調查的人口統計數據，並分析分類結果，以確保我
們了解該數據是否代表我們的學生、家庭和員工的人口統計數據，這一點至關重要。 
 
 

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在討論種族平等計劃工具之前，我們與該地區的利益相關者舉行了一系列公開會議，並在

我們的對話中提出並考慮了這些意見。此處提供了這些對話主題的摘要。 在撰寫本文
時，學區共推動了 33次社區參與會議，共有 3,925名參與者。 
 
這些會議包括:  

1. 6月 5日，學校領導會議 1 
2. 6月 11日，學校領導會議 2 
3. 6月 11日，波士頓學生諮詢委員會 
4. 6月 12日，公平圓桌會議 
5. 6月 15日，波士頓教師聯盟（2次） 
6. 6月 15日，社區參與諮詢委員會 
7. 6月 17日，全市家長委員會，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和學區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會 
8. 6月 17日，波士頓教育工作者聯合會 
9. 7月 2日，波士頓公立學校合作夥伴 
10. 7月 9日，為每個學生進行素質教育（QUEST）會議 
11. 7月 11日，幼兒園家庭倒計時會 
12. 7月 14日，保管人會議 
13. 7月 16日，BTU護士會議 
14. 7月 16日，英語學習生家庭會議-亞洲家庭（此次會議已重新安排） 
15. 7月 16日，英語學習生家庭會議-海地克里奧爾語演講者 
16. 7月 21日，BPS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會議 
17. 7月 21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阿拉伯語的演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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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7月 23日，波士頓學生諮詢委員會和青年領袖合作夥伴小組 
19. 7月 23日，英語學習者家庭內會議-西班牙語的演講人 
20. 7月 23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Cabo Verdean Creole和葡萄牙語的演講人 
21. 7月 25日，公眾會議 
22. 7月 28日，特殊教育家庭會議 
23. 7月 29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越南語使用者 
24. 7月 30日，BTU行為健康會議 
25. 7月 30日，公眾會議 
26. 8月 3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葡萄牙語講者 
27. 8月 4日，BTU護士參議會議 
28. 8月 4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廣東話演講人 
29. 8月 4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索馬里語演講人 
30. 8月 6日，BTU服務提供商會議 
31. 8月 6日，英語學習者家庭會議-講西班牙語演講人 
32. 8月 8日，公眾會議 

 
請注意，這些分析所審查的數據還包括家庭調查的結果。 
 
儘管學區的利益相關者參與工作已廣泛開展，但我們對工具的討論包括認識到在此期間這

些參與者參與的局限性。我們敏銳地意識到，任何形式的“選擇性加入”參與，特別是在雙
疫情期間，都容易使意見向資源最多的人的看法傾斜，而處於歷史因素處於邊緣地位的人

群的看法則被埋沒。當中央辦公室或學校負責人為規劃做出貢獻時，我們中的一些人與我

們關注的社區緊密相連； 同時，其他人則不太了解這些社區的經驗和需求。 
 
參與的時機也限制了內部和外部參與者對混合學習模式草案細節的認識，因為該計劃是在

參與會議舉行的同時起草的。例如，許多（如果不是全部）參與者不知道預期的開始和結

束時間會有 15到 30分鐘的變化，也沒有想法要將學校規定的 K-5年級的學生的步行區域
從 1英里擴大到 1.5英里。與會者也無法獲得關鍵信息，例如，到 9月之前不太可能安裝
可開窗戶或其他基本通風設備的教室列表。  
 
此外，受影響最大的每個社區的成員，或者從屬於其中一個以上社區的成員，可能有非常

不同的需求、存在的選項和偏好。 例如，一個殘障兒童的家庭可能渴望得到喘息的機
會，並希望他們的孩子盡快並常規性地返校學習。另一個殘疾兒童家庭可能會擔心自己的

脆弱健康狀況，並希望在學校中的每個學生都獲得可靠的疫苗之前，僅讓自己的孩子進行

遠程學習。 
 

上下文：正在考慮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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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種族平等計劃工具會議的時限，大多數與會者考慮了 2020年 7月 22日學校委員會
會議上提出的分組輪流的混合模式作為重新開放模型（此處提供報告）。請注意，在大多

數此類對話中，2020年 8月 5日發布的更為詳盡的混合學習計劃草案尚不可用，任何後
續版本也均未提供。 
 
混合模型的公平性分析集中於一種特定的混合學習模型，BPS將其稱為 A / B混合或“分
組輪流混合模型”。 在評估這種特定的混合學習方案的過程中，某些擔憂和想法是針對該
特定模型的，而其他擔憂和想法則與今年秋天的返校模式更為相關。儘管我們只是專門評

估一種可能的混合模型，但此分析中包含與混合模型有關的常見想法和關注點。目的是找

出可能適用於將來出現的，不同意義上的混合學習模型。  
 
我們在考慮的遠程模型不是基於特定的演示文稿或書面計劃，而是基於參與者在 2020年
3月至 2020年 6月學區關閉期間在線指導方面的個人的和專業的經驗，以及從該時期的
數據分析中得出的經驗教訓。馬薩諸塞州小學和中學教育部（DESE）要求該州所有學區
準備並提交三個可能的重新開放計劃：完全現場模式，混合模式和完全遠程模式。 公平
是 BPS制定的三個計劃的核心要素。 公平性分析是決策過程的關鍵部分，我們遠程模型
和混合模型這兩種模型分別進行了公平性分析。 
 
完全現場學習的模型不是如何重新開放學校的公平分析的一部分。 BPS團隊一直與波士
頓公共衛生委員會（BHPC）密切合作，以監測 COVID-19病毒的變化，並確定了幾個關
鍵指標，這些指標將決定我們是否能夠在今年秋天返回學校現場學習。根據 BPHC的指
導，BPS僅讓學生在下述的情況下返校學習，我們可以保持 6英尺的社交距離半徑，並且
可以在黃色校車上也能讓學生保持距離，每個長凳只坐一名學生。 鑑於這些對我們教學
樓間距和佈局的要求，BPS無法支持今年秋天以完全現場學習的模式重開學校。因此，我
們沒有對完全現場學習的模型進行公平性分析。 
 
隨後的混合模型和遠程模型的公平性分析評估了五個方面的關鍵的公平性重點和緩解策

略。 有關公平問題和緩解策略的部分根據我們重新開放的核心價值觀（包括公平，健康
與安全，關係和溝通）分為小節。我們還添加了第五小節：教學。 在關注和緩解策略之
後，最後一部分包括對實施過程中的注意事項的簡短說明。 
 
執行摘要中包括了基於本報告總體主題的建議。 
 
 

公平性分析 
 
這種混合模型分析主要關注與現場教學有關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在當前提出的混合 A / B
模型中，學生每週將進行為期三天的遠程學習，以及為期兩天的現場學習。 完全遠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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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的公平性分析的許多元素適用於混合模型的遠程部分，但本節中的分析主要集中於混

合模型中與每週現場和遠程學習交替有關的部分。  
 

混合模型的主要憂慮以及可能的環節策略 
 
公平 
 
(1) 學習模式設計 
 

擔憂 
 

A / B混合模式基於這樣的想法，即每個學生都有同等的現場上學機會。 每個年級、團組
和活動項目都將平均分為兩組，在課程代碼方面，他們的構成幾乎相同。A組和 B組的
學生都可以每週兩天現場上課，三天遠程上學。 這提供了同等的現場學習機會，而不是
採用公平性的方法，讓學生可以獲得個人所需的東西。特殊教育課程的學生和英語學習生

會收到針對其需求的服務，他們更容易從現場學習中受益。 
 
在此模型設計中，所有學生都有一些現場學習的機會，這將有助於重新開放我們的經濟並

提高父母的重返工作能力。 但是，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需求，如果他們願意，所有父母
都可以選擇讓學生完全遠程學習。當學區確定有多少父母選擇退出 A / B混合模式時，學
校將能夠知道教室中有多少多出來的可用空間，以讓殘障學生或英語學習生可以參加超過

兩天的現場學習課程。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學區可以讓所有家庭了解他們希望自己的學生每週上學多少天，而不是讓 A組和 B組的
所有學生每週兩天現場上課。對該父母選擇數據的分析將顯示，如果學校允許，學校是否

能夠尊重父母選擇，並優先考慮殘障學生和英語學習生每週上學兩天以上。 使用此策略
可能會要求學區以完全遠程的模式開始，以便有足夠的時間來掌握家庭選擇數據並在學校

的層面進行分析。 
 
使 A / B混合模式適用於家庭的另一種方法是將兄弟姐妹都放在 A組或 B組中的同一組
中。學區計劃為參加波士頓公立學校的大約 30,000個兄弟姐妹這樣做。 
 
為了通過課程提高學生的毅力，並考慮到完全遠程學習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缺席，學校可以

有意識地設計時間表，以使在家學習盡可能無縫連接。例如，學生可能會選擇半學期課程

而不是全年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在一個時間段專注於較少的課程，並且有第二次機會重修

上學期尚未通過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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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確定受影響最大的人群 
 

擔憂 
 
在這種 A / B組混合模型中，所有學生都有同等的機會返回校園。一旦確定了哪些學生選
擇遠程學習，該學區就會知道有多少個空出來的座位和在哪所學校中有空間，允許我們安

排需要每週兩天以上現場學習的學生。該模型使得脆弱的人群會首先有機會獲得更多在學

校學習的時間。但是，將哪種人群定義為弱勢群體相當微妙，我們必須考慮學生群體可能

面臨的其他風險。例如，與白人和亞洲社區相比，黑人和拉丁裔社區受到疫情的不利影響

更多。根據法律，殘障學生和英語學習生有權利獲得服務，這些服務的質量通常在現場提

供時遠高於遠程提供的質量。這四類學習者都有可能被定義為弱勢群體，他們值得獲得那

些空出來的席位，並增加現場學習的時間。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BPS中央辦公室、校長和學生支持團隊應創建優先級列表，確定哪些學生屬於弱勢群體，
以便讓他們首先獲得現場學習的學位。擁有明確的優先級順序將消除個人層面或學校層面

在確定哪些學生將獲得更多現場學習時間上可能出現的偏見。  
 
(3)  需要繼續進行的服務 
 

擔憂 
 

根據英語語言發展（ELD）級別而依法享有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或根據學生的個人化教
育計劃（IEP）資格而獲得服務的學生，必須在現場學習和遠程學習時獲得這些服務。 儘
管在 A / B混合模式下，整個一周的學習方式各不相同，而殘障學生尤其受益於規律性的
學習，應該定期接受服務。ELD 1-3級的英語學習生尤其需要將教程拆解成小的部分才能
有效地理解英語教學材料。準專業人士、教師和相關服務提供者的支持必須在遠程和現場

學習模式中都具有高質量且有連貫性。 
 
特殊教育法規定，在最少限制的環境中對學生進行授課，這意味著他們應盡可能多地與常

規教育的同學一起學習。出於公共衛生的原因，學生將被整天安排為靜態的學生群組當

中，以限制不同群組之間的接觸。這種靜態的學生分組意味著，在相互區隔的環境中進行

現場學習的學生，可能缺乏與小組之外的同學定期互動的機會。  
 
需要手把手教學指導、上廁所和/或進食的學生，所有這些服務都需要在不超過 6英尺社
交距離的情況下進行，他們還需要採取其他步驟才能安全地參加混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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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對於日程安排，校長應首先考慮殘障學生和英語學習生的需求：定義學生在哪裡接受課堂

教學以及如何從大班裡抽取出來進行個別教學。這將要求校長和調度團隊具有戰略性，以

便確定哪些成年教員正在提供服務，並意識到教員在學生群體之間的流動，可能會增加傳

播病毒的風險。如果教學過程中需要緊密接觸的話，那麼要有足夠數量的醫療級個人防護

裝備是至關重要的，以確保老師和學生都安全。 
 
BPS和學校可以聯合起來考慮哪種在線學習平台最適合向學生遠程提供所需的服務，並且
有可能在現場學習期間使用其中一些工具，以便學生在兩種模式下都可以持續地、有規律

地、可靠地學習他們的課程和接受所需的服務。在制定每週時間表時，在現場學習期間處

於不同群組的學生，在遠程學習時可能需要重新分組，例如安排他們與其他同學一起進行

專業課程、自習室、諮詢環節或其他活動。  
 
(4) 約束父母的選擇  
 
 擔憂 
 
父母和照顧者必須作出一個承諾式的選擇，決定學生在一定時間內以一種學習方式進行學

習。例如：第一季度或三個月期間都用某一種模式來學習。BPS必須讓家庭在預定的時間
之內選擇一種學習模式，以便學區可以提前做出相應的計劃，讓學生有機會從遠程模式轉

回現場模式，或作出相反的選擇。對於尚未信任校園能保障學生的健康和安全，但也知道

他們的孩子通過現場學習更為受益的父母來說，這可能是一個挑戰。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BPS可以在截止日期之前以滾動式的方式來考慮父母對學習模式偏好的變化，以便學區始
終掌握父母的最新傾向。BPS可以通過父母已經使用的交流方式（例如短信，電話，電子
郵件）定期提供信息，以反覆多次地獲取父母的偏好。如果個別情況允許的話，學生希望

在預定的選擇日期之前切換學習模式，他們也可重返現場學習或停止返校學習。 
 
讓父母有更多時間做出決定的另一種選擇是採用分階段推進的方法，其中某些年級比其他

年級更早地重新返校學習。該模型將使學校能夠減少教學樓內的學生的情況下實施新的規

律和規程，並密切研究返校學習的操作對學生、老師、員工和家庭的影響。  
 

健康與安全 
 
(1) 宣傳常規預防措施以保護所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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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憂 

 
在回歸現場學習時，每個學生都需要知道他們在 2020-2021學年進入學校大樓時要盡可能
地安全。他們需要知道，工作人員和周圍的同事正在採取一切預防措施來控制病毒的傳

播。對於患有呼吸道疾病、免疫缺陷或其他增加疾病風險的健康狀況的學生，除了正在進

行的遠程學習選項外，還必須對其提供額外的保護。所有學生都需要獲得適合其身體需要

的健康支持，以安全地上學、跟同齡人一起學習。  
 
為了展示已製定的政策並向利益相關者團體表明學區已為學生做好準備，讓他們安全返校

，BPS應該為各個內部和外部利益相關者舉辦體驗日，讓他們感受新政策之下學生一天的
學習生活是怎樣的。 這些體驗日可以幫助老師和合作夥伴了解今年的學校情況，並讓他
們信任 BPS可以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學校體驗。BPS還可以通過共享視頻
和翻譯後的信息來跟無法參加的人們分享體驗日的情況。  
 
BPS還了解到，某些家庭可能會將學生留在家裡，為家庭其他成員作出額外的保護。許多
學生住在多代家庭中，其中包括 60歲以上的親人，有些可能與免疫力低下的家庭成員或
室友住在一起。 此外，由於波士頓的黑人和拉丁裔社區承受了不成比例的 COVID-19感
染負擔，因此我們的黑人和拉丁裔家庭可能還需要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最後，某些波士

頓社區的 COVID-19發生率較高，而這些社區中的家庭可能不太願意將學生送往學校。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每個想遠程學習的學生都可以選擇這樣做。BPS了解到，一些家庭可能會決定，為了家庭
安全，最好的決定是讓學生呆在家裡。BPS必須確保選擇完全遠程模式學習的學生儘管沒
有返校上學，但仍能與老師一起學習高標準的課程內容和進行定期的接觸。BPS總結了今
年春季和夏季的遠程學習經驗，以使這種體驗盡可能更好。  
 
身體殘障的學生和與他們一起工作的老師將需要專門的個人防護設備（PPE）。此 PPE可
能包括透明面罩、防護服和/或手套。BPS可以確定這些學生和教室的類別，並確保在需
要時提供適當的、醫療級的 PPE。對於需要上廁所或緊密接觸的學生，可能需要使用更大
量的 PPE，以便老師和學生每天可以使用多套 PPE來保持安全。對於教師和教職員工，
通過解釋目的和演示正確的用法來介紹這種的 PPE是很重要的。至關重要的是，在初始
階段應使使成年人和學生、殘障人士和非殘障人士對穿戴這種額外的 PPE感到正常，而
不會感覺被特殊化。前面提到的現場學習體驗日也應將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其中。 
 
BPS校舍的通風對於所有學生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對於那些患有呼吸系統疾病（如哮
喘）的學生而言尤其如此。 BPS可以審查我們所有教學樓中的每個學習空間，以評估哪
裡有足夠的通風以及哪裡需要進行其他維修或翻新。由於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 BPS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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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具有暖風系統，因此許多學校將依靠開窗通風的方式，這些窗戶必須始終打開得足以為

教室中的學生提供空氣交換。也必須考慮到冬季或降水量大的日子中的應對。最後，對於

高濃度的清潔用品的使用，必須考慮到對過敏、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學生的影響。 
 
(2) 優先考慮對心理健康的不利影響  
 
 擔憂 
 
冠狀病毒疫情加劇了 2020年之前已經存在的不平等現象。許多學生甚至在疫情之前就缺
乏獲得頻繁、高質量和負擔得起的心理健康支持機會。由於今年春季教育的中斷，許多學

生可能無法獲得由學校或校內合作夥伴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對於童年經歷過創傷，有多

次不良童年經歷（ACE）或剛經歷過創傷的學生來說，重返校園時能獲得心理健康護理至
關重要。學生和教職員工重返校園的時候，也經歷了各種各樣的事件和情緒，包括心理創

傷、壓力和失落。所有學校都必須準備通過以治癒為中心的參與來支持輔助我們的學校社

區。 
 
對於某些學生而言，一些誘因或創傷體驗可能會伴隨著他們回到校園。對在學校經歷過創

傷的學生來說，今年秋天重返校園可能會產生壓力，焦慮或沮喪。對於所有學生而言，今

年重返校園不會像過去的秋季上學一樣。新的政策和規則將深刻影響學生的上學方式，並

且對學生無法跨年級進行互動構成挑戰。 社交距離和嚴格的規定可能會以一種新的、不
同的方式使一些學生感到不悅。 
 

可能採用的應對策略 
 

BPS員工和父母/監護人的健康狀況將影響他們支持我們學生健康狀況的能力。COVID-19
的壓力通常會更嚴重地影響某些群組中的子組，例如黑人和拉丁裔的成年人、殘障學生的

父母、亞裔以及被污名化和成為歧視目標的人、和/或無證件且不願使用公共資源的人。 
 
學校應與員工和家長保持聯繫，並通過持續的雙向溝通和確認狀態來幫助管理學校重開的

不確定性。對員工而言，獲得關於操作規程的清晰溝通，並有機會練習新規程並提出問題

也很重要。學校領導可以嵌入式的通用策略來增強集體中的相互關心（給員工互相支持的

時間和空間）。對於有更強烈需求的員工，可以通過現場或外部資源提供補充支持。 
 
對於 BPS整體系統和每所學校來說，加強多層支持系統（MTSS）並努力使學生能夠獲得
第 2層和第 3層精神健康支持至關重要。這包括在職的學校心理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的服
務，以及跟不同的合作夥伴的合作在校園課程之前、期間或之後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學校

必須擁有強大的學生支持團隊，以識別有需要的學生並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持和服務。所

有員工均應了解能確保學生根據需要獲得深入的心理健康支持的做法和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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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教學樓的機會可能僅限於必要的工作人員，因此 BPS將需要確定如何跟服務和資源
提供方建立有意義的關係並實現遠程提供服務。必要時，BPS可能會制定現場服務的規程
。 BPS可以使用機會指數（OI）來評估哪些學校可能有大量學生需要諮詢和支持服務。 
 
學校可以建立第 1層的支持體系，以及可以支持兒童全面發展的例行程序、儀式和關係建
立。例如諮詢小組，以便所有學生都跟工作人員和同學建立相互信任的聯繫。老師和工作

人員可能會接受特定的培訓，以識別需要額外關注的學生，並提供一系列支持，這些支持

可用於支持我們存在心理健康，孤獨感或創傷問題的年輕人。  
 
對於為特定學生群體服務的學校，可能需要制定特別的返校條件來改善學生的身體和心理

健康。例如，像卡特（Carter）學校，麥金萊（McKinley）學校和霍勒斯·曼（Horace 
Mann）學校這樣的日間學校可能會更早地讓學生返校學習，以獨特的模式將學生逐漸帶
回校園，或者讓學生每週重返校園兩天以上。這些特殊人群中的每一名學生都可能需要有

適應學生自己和其家庭情況的政策，來保障他們在新情況下的健康。  
 
(3) 使新的運營政策和程序系統化  
 
 擔憂 
 
BPS必須更新有關學生如何上學的所有政策和程序，以適應新的衛生要求，尤其是：所有
學生之間、享用食品服務和交通服務時都必須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離。  
 
為了促進社交距離和限制不同學生群組之間的互動，設施小組正在與學校一起在學校大樓

的地板上標示出學生的行進方式。在規劃走廊地板和牆壁上的標牌張貼時，BPS必須有意
識地避免令學生產生從學校到監獄的聯想。而且重要的是，學生們不在地板上排成一列，

因為這似乎隱含著讓他們在監獄中的生活做準備，而不是讓他們畢業後過上夢寐以求的生

活。對於我們的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來說，這尤其是威脅，他們可能會在校外聽到與這種經

歷相符的敘述。  
 
當一些學生步行、騎自行車或開車去學校時，許多 BPS學生要么乘坐黃色巴士，要么乘
坐麻省運輸管理局（MBTA）的公共汽車或火車到達學校。BPS遵守麻省教育部
（DESE）的指導，在黃色校巴內每張長凳可坐一名孩子。由於MBTA是公共交通系統，
因此必須遵循另一套指南。7-12年級的學生將獲得M-7公共汽車通行票證。乘坐火車的
學生到學校平均要經過 3英里。由於MBTA遵循的規定沒有那麼嚴格，因此與乘黃色公
交車的學生相比，中學生可能更容易感染 COVID-19。 無法獲得其他替代方式上學的學生
（例如汽車接送）將沒有太多選擇。  
 
經濟能力較弱的學生將受到 A / B混合模式的負面影響，因為他們將無法在每個工作日都
獲得穩定的食物來源。學校希望繼續為現場學習的學生提供午餐和早餐，但是人們擔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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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標準如何影響製作食物和提供食物的能力。根據我們還有多久宣布開始現場教學，以及

有多少準備時間，食品和營養部門可能難以在一些學校或所有學校中及時提供現場用餐服

務。原因之一是，許多餐廳的工作人員在家也是一名母親，在自己的孩子接受遠程指導時

可能難以返回現場工作。 
 
BPS的餐廳和廚房可能沒有可開的窗戶以滿足基本的安全標準。在有飲食服務的新限制的
情況下，由於食堂不對群體一起用餐開放，只能有較少的新鮮食物供學生選擇。由於食物

選擇和用餐空間有限，許多學校將採用“外帶”或教室用餐的模式。有些學生將進行完全遠
程學習，而另一些學生將採用混合模式學習，因此所有學生每週至少有幾天會在家裡而無

法獲得學校提供的飯菜。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BPS已根據建築藍圖和現場視察的情況進行了可用空間分析，以評估在遵守波士頓公共衛
生委員會（BPHC）要求的六英尺社交距離的條件下，有多少學生可以被安全地容納在每
個教室中。設施小組、規劃與分析小組和學校負責人共同合作，為每所學校和乃至每間教

室制定了專屬計劃，不僅在教室內，在走廊、洗手間、餐廳、體育館、圖書館等更大的空

間中也能保持社交距離。 並且，BPS還去了解了學生在戶外學習和活動的機會，因為病
毒在戶外傳播的可能性較低。 
 
BPS一直在有意識地計劃我們建築物內外的行人交通標誌，該標誌按要求應盡量精簡、配
有翻譯的語言，是指向性的而不是懲罰性的，以免發生“從學校通往監獄的管道”的情況。 
 
BPS可以與MBTA緊密合作，以嘗試確定適合乘車上學的學生的選擇，以保證六英尺的
社交距離的規定。 願意退出黃色校巴服務的任何學生，我們都歡迎他們的選擇，他們可
以通過其他方式去學校。返校現場學習很可能會吸引更多的學生乘汽車去上學。學校將需

要計劃以容納和管理增加的車流量，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安全性並減少交通擁堵。 
 
由於混合計劃將擴大步行區，因此學校需要與中央辦公室合作以評估行人和自行車的安全

性。在距離混合式開放的前夕，應在人流密集的步行路線上提供額外的人員輔助，例如提

供由工作人員或志願者護送學生上學的“步行校車”計畫。 
 
BPS將繼續運營食品分發站點，以讓學生和家庭每天都能到學校來取餐。BPS將與波士頓
市政府合作，確保將 EBT和 P-EBT卡分發給所有家庭，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學生每天在學
校未收到早餐和午餐的負面影響。  
 

關係  
 
(1)  為學校看管學生和提供課餘服務作出補充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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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憂 
 
許多家庭在上學前、上學中和放學後的幾個小時中依靠我們的合作夥伴來為學生提供服

務、舉辦課後班和看管孩子。如果這些合作機構不能為來現場上學的家庭服務，不管是每

週兩天還是完全不提供服務，這樣可能會對依賴他們的家庭造成負面影響。 可以在家工
作的父母因失去這些服務而受到負面影響，遠不如從事必要性工作的或必須到現場報道才

能保住工作的父母。如果不能定期地提供現場服務，這些合作夥伴組織與學生的關係和他

們提供的支持服務都將受到威脅。  
 

可能採用的解決策略 
 
BPS和學校社區可以與合作夥伴和家庭合作，為學生推薦適合他們個人和家庭需求的某些
活動。 這些夥伴關係可以為學生提供基本的照料和連結關係，即使活動可能出於防疫原
因必須遠程進行。 
 
BPS可以與保持在場地上運營的合作夥伴合作，以嘗試提供在遠程學習日監管學生的服
務。合作夥伴機構可以在學生使用 Chromebook進行遠程學習時看管他們，並且某些機構
還可能在遠程上課日的前後提供學術上的或社會情感上的支持。 
 
BPS可以與合作夥伴合作，讓學生在這些活動中的分組，與他們在校的小組盡可能重合，
以減少在校外傳播病毒的可能性。  
 
(2) 讓學校跟家庭建立更牢固的關係 
 
 擔憂 
 
根據 YRBS的數據，有色種族學生在學校內部的聯繫較少，這意味著他們的家庭跟學校
經歷和學校社區的聯繫可能較少。在 2020-2021學年，家庭與學校的聯繫可能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加重要。家人與老師和學校，就學生的身體、心理和學術健康保持聯繫是至關重

要的。 在這些聯繫薄弱的地方，學生更容易受到 A / B混合模型的不利影響，因為學生每
週都要在學校和家裡交替學習。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父母是學生的第一任老師，教師應通過網路“家訪”和定期的溝通與父母建立牢固的關係。 
老師可以向家庭成員和照顧者了解這名學生可以帶入教室的文化資產，並通過分享家庭可

以在家中進行的實踐和策略（尤其是在 A / B混合型的遠程學習日）來支持學生在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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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應該探索學生的文化資產，並著重於將他們的文化優勢帶入課堂，以創建一個在文化

和語言上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所有學生都應進行反種族主義的學習，這種學習可以反映他

們的個人歷史和文化。 
 

溝通 
 
(1) 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持續更新的信息 
 

擔憂 
 

在 COVID-19時代，我們不能像過去那樣依靠面對面的聯繫和開會。在當前，技術是共享
信息和更新的關鍵連接手段。今年開學時的溝通需求與以往任何年份都不同，因此，至關

重要的是，家庭必須獲得有關開學的信息，了解需要做出的決定，知曉新的限制和規則。

不將信息送達到學生的家庭，或者不就學生的教育經歷進行雙向對話，這些都是不應存在

的。缺乏可靠的WiFi連網的家庭將更難從 BPS了解到信息。 
 
BPS有十種官方語言，我們的父母社區異常豐富。無法獲得翻譯資料不利於英語不是第一
語言的家庭。如果資料沒有被及時翻譯或從未被翻譯過，那麼 BPS就會使某些家庭在獲
取信息的能力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是當信息是跟需要在截止日期之前做出的決定相關

時，必須讓所有人都可以獲取到信息，並把信息翻譯成各種語言。 
 
一些社區可能不太信任 BPS。沒有證件的學生或家庭可能對集中式的服務保持警惕，並
且可能選擇不從學區或波士頓市獲得通訊或服務。重要的是，移民不能成為學生參加教育

所需信息的障礙。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BPS必須超越一切，以收集我們所有學生家庭的最新聯繫信息。發送訊息時，我們不僅需
要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的傳統渠道進行發送，而且還需要通過文本以及通過我們各個社區

團體已經參與的渠道進行發送。例如，BPS應該與本地電視台、廣播電台等少數民族媒
體、合作夥伴機構和宗教團體接觸。BPS應該使信息獲取更為民主化，通過過度溝通和尋
找新渠道將信息送到家庭手中。 BPS必須確保將材料及時翻譯成所有正式語言，以便所
有父母平等地獲得信息和支持，以及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2)  實施新政策而不增加紀律處分 
 

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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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所有學生和成年人來說，要適應戴口罩和社交距離的新要求會相當困難。當我們需要

記住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指導我們的行為時，我們將需要許多溫柔的提醒和更正。研究表

明，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紀律和處分比同齡人更多。即將實施的有關戴口罩和社交距離的

新規定，將可能令這些學生群體因同一種行為所受到的懲戒和懲罰超過同齡人。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學校可以為教師和其他工作人員提供培訓，以確保用於糾正學生與健康政策相關的行為的

用語恰當，例如在正確的位置戴上口罩，應使用非負面的語言或針對學生的語言。在強調

紀律的時候，對所有學生的語言應保持一致。應當定期追溯被譴責、紀律處分和停學的學

生的數據，以確保受懲罰的學生是符合學生群體的人口統計比例所代表的群體的。 
 
應當積極主動地解決任何反亞洲的偏見，應該將此作為所有員工專業發展的一個要素。 
學生或者成人教員如果由於在中國武漢首先發現病例而表現出任何偏見，學校應對其進行

相應的紀律處分，並給他們提供更適當的語言來表達自己。 
 

教與學 
 
(1) 確保新型的教學是高質量的 
 

擔憂 
 
在最初設想的 A / B混合模型中，教師將同時指導在學校教室裡他們面前的學生以及遠程
在家學習的學生。這種模式對於教師來說是全新的，他們還沒有獲得專業培訓或新技術來

輔助這種教學方式。 
 
在重開計劃的第二稿中，大多數公平性分析會議召開時都還無法獲得該份文件，這份草案

中提供了有關如何在 A / B混合模型中進行教學的更多詳細信息。重點是利用教學團隊，
避免同時授課（ BPS學校重新開放的 2020年秋季計劃草案 2，第 24頁）。即使採用不斷
發展的策略，由於教師同時使用兩種方法進行教學的壓力很大，學生獲得的教學質量可能

會降低，對每個人的注意力也會減少。如果選擇混合 C模型，只有少數員工向有高需求
的學生提供現場指導，而大多數員工則向大多數學生提供遠程教學，那麼這一挑戰將不再

是問題。 
 
由於公共衛生指南中的社交距離規定，在學校現場學習的學生必須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

離。教學法告訴我們，高質量的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讓他們參加學習新內容的活動、與

同伴共同學習、學習溝通、通過靈活的小組教學來共同完成任務。這些教學方法中的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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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適合學生在相互距離不遠的時候使用，這在今年秋天的現場學習中是不可能的。 無法
使用這些教學方法可能會導致學生的教學質量降低。 我們知道，我們的有色學生與白人
學生之間存在機會差距。缺乏獲得深度學習內容的機會以及老師的個性化的關注可能會擴

大這種機會和學業成就的差距，從而使有色人種學生失去應有的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可能採用的應對策略 
 
與其讓教師全天同時進行現場教學和遠程教學，不如花多一些時間分別與兩組學生互動，

然後讓兩組學生進行獨立或小組學習；學生全天將有相同的日程安排，但不會期望他們全

天都參與。該設計將通過使用 Google課堂和 Zoom之類的技術工具進行結構化協作，促
進 A組和 B組學生之間基於項目的學習和靈活分組。 
 
BPS將為校長和校領導做好準備，以便在專業學習的前幾天，就 A / B混合模型提供高質
量的專業發展培訓。BPS將為教師增加額外的帶薪專業學習日，並推遲學生上學首日，以
便教師有時間調整課程，為新的教學模式做準備和與家庭接觸，以了解新來的學生。 
BPS和各個學校可以考慮可以互補的優勢和發展領域，尤其是就用科技手段進行教學的能
力來配對教師。 
 
需要設計學生時間表和教師時間表，以便從遠程學習到現場學習的過渡能盡可能無縫。教

師對 Google課堂、Aspen和學習平台的使用必須盡可能清晰和一致，以支持學生積極參
與學習資料的活動，無論他們身在何處。這將要求課程計劃和單元計劃適應新的評估標準

時間表。  
 
(2)  抵消學生評估的意外影響  
 
 擔憂 
 
學生將需要進行形成性評估，以體現學生當前對年級水平內容的掌握程度和進步，儘管他

們之前曾經中斷學業。評估會使學生覺得自己應該為學習差距或成績不夠好而負責，這可

能會對我們的有色學生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教師和學校領導者應將評估作為了解學生當前水平的參考工具，以便他們為學生提供差異

化和個性化的教學。學生學習上的任何差距，都應當視為是學習中斷的問題，以及老師由

於 2020年 3月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突然轉向遠程教學，而沒能提供充足的學習機會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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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勤率和參與度增加 
 
 擔憂 
 
2020年春季遠程學習期間，出勤率和學習參與度急劇下降。有些學生出於以下的原因可
能難以在當時登錄網站參與學習，如缺少穩定住房、可靠的互聯網連結、硬件設備缺乏、

和/或沒有安全並安靜的地方進行學習。 包括需要工作、獲得食物的機會不穩定、對健康
的負面影響在內的因素，可能會影響學生的遠程學習能力。 在春季，學生不會因參與度
低或沒有參與而受到處罰，並且所獲得的成績沒有包含遠程學習期間的出勤率或參與度。 
當我們進入 2020年秋季時，許多因素和考慮因素仍在影響學生的參與教育能力，但出勤
政策的靈活性將有所降低。 圍繞出勤和參與學習的新政策可能會對正在努力克服這些因
素的學生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BPS對學生的作業評分並對學生的出勤和參與程度製定一致的政策非常重要。這些策略可
能包括每天登錄到遠程學習平台、在 Zoom上面打開視頻讓老師看得到學生，並且定期交
作業並拿到老師的評分。在 BPS制定這些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有一些孩子在這些新情況
下難以有上述的條件。這些要求的每一項都應帶有可能做到的選項，例如：學生必須打開

視頻讓別人看見（取決於是否有足夠的WiFi帶寬），但是所有學生都要求使用虛擬背景
來而隱去學生所在居所環境的差異。一種可能採取的策略是，為學生提供每週一次的培

訓，教會他們如何使用必要的關鍵功能，讓他們能夠成功地進行現場學習和遠程學習。 
 

其他實際的考量 
 
病毒正在變化，我們需要不斷地學習怎樣的做法最有利於我們學生和教員的健康，並作出

調整。最終關於如何返回學校的形式，將由科學和波士頓市的健康指標來決定。在 2020-
2021學年的某個時候，學生將以混合模式重返學校，因此重要的是，無論混合模式當前
是否為 A / B混合模式還是別的替代形式，我們都必須從公平性分析報告中吸取教訓並加
以運用。我們必須在 BPS和波士頓市今年秋天重新開放學校的現有預算範圍內開展工
作，輔以 CARES法案的資助。儘管我們想進行更多的更改，但公平必須成為我們如何使
用有限預算的主要驅動力，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在這些挑戰性條件下獲得成功。 
 
根據員工調查結果，大約 10％的員工表示他們不太可能重返現場工作。一旦正式定下來
教學的模型，老師便必須報到、休假或要求特別的安排，其他主要工作組中的老師和/或
工作人員中可能有 10％上下的人不會回來現場工作。在處理這些請求時，開學可能會被
延遲，並且可能需要 BPS從替補人員名單或其他地方獲得更多人員的支持，以支持返校
現場學習的模式。BPS工作人員稱照看孩子和對健康的擔憂，是他們不想返回現場教學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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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模型的擔憂與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公平性  
 
(1) 英文學習生的高需求 
 

擔憂 
 
通常，有人擔心由於特殊群體的學生有很高的需求，他們將在遠程教學中遇到差異更大的

機會差別。尤其是，英語學習生（EL）可能會遭受學習損失，特別是如果遠程教學由於
調度或遠程學習的挑戰，而導致減少了他們根據各自 ELD級別而獲得 ESL服務。另外，
在同步教學和異步教學時，語言的指令和學習的日程都必須保持一致。對英語學習生（

ELD）水平 1級和 2級學生來說，則更是令人擔憂，尤其是那些在高強度文學培訓課程
SLIFE教室或高中的 ELD 1級和 2級學生，這些學生必須完成畢業的要求，他們完成英語
作為第二語言的功課跟年級水平的課業，比其他年級的時間要少。 
 
英語學習生也可能較少與說學生母語的學校工作人員聯繫，例如 ESL和其他老師、準專
業老師、管理員、午餐管理員、校車監管人員或行為健康部門的員工。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學校必須盡一切可能為英語學習生保持學術和其他支持。 EL的教學需要保持三個原則：
確定的學習日程、對 EL的靈活分組，最重要的是，在口語和寫作的練習。這包括利用每
位 EL的老師，以及其他可以補充虛擬教室教學內容的員工。本文其他部分描述的策略，
例如多語種家庭的參與，維持或擴大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協作和資源生成方

法，對於確保 EL在遠程教學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 
 
(2) 無家可歸的學生和在兒童與家庭部（DCF）或青年服務部（DYS）居住的學生 
 

擔憂 
 
對於無家可歸者或居住在 DCF或 DYS管理的住宅中的 BPS學生，遠程教學可能會較難
獲得，效果也較差。 這些學生經常缺少WiFi、筆記本電腦和所需的安靜和隱私保護。沒
有比這更重要的當務之急了，隨著遠程學習的繼續，每位 BPS學生都要擁有可以訪問教
學內容所需要的基本工具，尤其是我們預計隨著房租和貸款寬恕計劃到期，無家可歸的學

生人數將會增加。 
 



 

31 

DYS學生的時間表可能也不同於他們的家庭學校，因此訪問同步課程（老師與學生“現場
”互動而不是錄製的課程）是不可行的。 他們接收信息的方式可能不如大多數通過電子郵
件或電話聯繫的 BPS學生家庭。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首先，機會青年部門和其他人員應繼續致力於確保每位無家可歸的 BPS學生以及居住在
DCF或 DYS住所中的每位 BPS學生，都能使用WiFi和 Chromebook。這將需要專門的外
聯工作，有系統地列出清單和進行驗證。隨著時間的推進，作為對這些基本工作的補充，

學區應該為這些學生確定最佳的遠程學習實踐是怎樣的，並普及下去。 
 
(3)  具有個人化教育計劃（IEP）和根據第 504節作教學安排的學生 
 

擔憂 
 
擁有 IEP和/或 504教學安排的學生有權在遠程教學中充分考慮並滿足他們的需求。根據
他們的殘障性質和學習需求，遠程教學對他們而言可能特別具有挑戰性，需要進行大量修

改和/或補充。 
 
由於網路虛擬教室的局限性，具有 IEP的學生的某些群組可能會遇到特殊的挑戰。例如，
需要學校輔助他們進行高中畢業過渡的學生，可能會錯過重要的現場社區經驗積累的環

節，例如旅行培訓、實習計劃以及獲得高等教育和實習的機會。需要手把手輔導、幫助如

廁和/或餵食的學生，需要教員在不足六英尺的距離提供服務，他們可能將無法安全地參
加混合模式的學習。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學校必須與特殊教育辦公室合作，盡一切努力提供學生賴以發展的服務，例如一對一或小

組形式的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或應用行為分析。在整個學年中，每所學校的特殊教育協調

員與家庭之間的密切溝通至關重要。 通過以學校為基礎的學生支持小組或公平圓桌會
議，學校必須建立並遵循問責制，以實施遠程 IEP，並採用明確的分層支持標準。 
 

健康與安全 
 
(1) 健康風險 
 

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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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遠程指導會減少 BPS學生、家庭和教職工感染 COVID-19的可能性，但我們社區的
黑人和拉丁裔成員仍然更有可能感染這種嚴重疾病，甚至會住院甚至喪生。這當然是對身

體健康的短期和長期威脅。 
 
此外，學區的關閉和更廣泛的社會關閉導致我們社區的暴力襲擊和死亡增加，包括一些

BPS學生也失去了生命，對這些學生的家人、朋友、鄰居和學校社區產生了深遠的連鎖反
應。自學校關閉以來，三名 18歲及以下的波士頓青年被刺傷，二十一人被槍擊，其中四
人喪生。自 2020年 3月 16日（之前和）以來，無法確定我們有多少學生目睹了暴力、恐
懼暴力、失去了他們珍視的人或聽到了他人的悲傷的聲音。在我們繼續進行遠程教育的每

一天，我們防止暴力和通過各種方法提供心理健康輔助的決心只會與日俱增。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關於 COVID風險，學區應與醫療保健提供方、波士頓公共衛生委員會，當地醫院及其他
合作夥伴合作，以確保 BPS學生和家庭掌握有關下述方面的準確信息：病毒傳播方式、
有效預防措施、在何處以及如何獲得免費或低成本的 PPE，以及提供給公眾的免費測試。 
 
關於暴力行為，學區有義務盡一切可能追踪每個年輕人的幸福和脆弱性，正如下面提出的

“情緒健康”部分所述。此外，最近一段時間，通過安全服務辦公室和行為健康辦公室的合
作，已經開始了突破性的工作，以有意識地向受其鄰里槍支暴力影響的學生和家庭提供服

務。這些努力應繼續進行，並應包括通過與安全服務和行為健康部門合作的學生支持小

組，增加在學校層面的參與程度。 
 
(2)  食物與營養 
 
 擔憂 
 
當學校大樓關閉時，BPS學生將無法享用早餐、午餐、有時甚至是放學後的零食和晚餐。 
BPS與市政府機構和非營利組織合作，繼續在波士頓每個社區的許多地方分發食品。但
是，人們擔心學生和家庭可能會在此過程中遇到障礙，例如交通、工作時間、育兒責任、

食物過敏和偏食、跟移民身份有關的恐懼、學校警察在場、食物質量和種類，以及接受免

費餐的尷尬。 
 
此外，有關餐飲服務的法規可能會在今年秋天進一步限制膳食分配，可能要求家人知道學

生的學生號碼才能領取膳食。如果能按預期實施，這可能會大大降低 BPS食品生產基地
向家庭供餐能力。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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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消除這些潛在的障礙，BPS和地區合作夥伴應繼續在盡可能多的地理位置分發食物，
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家庭可以步行到達取餐地點的可能性。應延續我們最近創新的做法，即

在我們家庭熟悉的地方，例如在拉丁教會的教堂提供 BPS餐食（視美國農業部的批准而
定）。繼續使用各種形式和多種語言來宣傳食品站點的位置，特別是解決消息內容中潛在

的障礙可能會有所幫助。 
 
在可能的情況下，BPS會考慮是否可以安全分發由 BPS員工準備的或由附近簽約餐館提
供的新鮮烹製的食物。 與會者還建議在 BPS餐點設置食品儲藏室，並在餐點分發期間與
Fresh Truck（餐車）進行協調。 
 
(3) 支持運動活動和身體健康 
 
 擔憂 
 
遠程教學是學生經常參與體育教學和/或課外運動的障礙。在 2020年春季學區關閉期間，
各個學校和年級的體育教育質量和頻率差異很大。競技運動通常被取消，並且可能在今年

秋冬繼續被取消。今年秋天學校不太可能提供一些能保持社交距離的運動，對許多學生而

言，獲得運動機會和交通機會可能成為障礙，並且/或者可能讓人暴露於 COVID-19之下
。 
 
即使在上課的時候，BPS學生也比郊區的學生獲得體育教育和運動的機會要少得多，而
且，由於缺乏運動和新鮮農產品和其他優質食品，也更容易令學生出現健康問題（“食物
荒漠”）。遠程教學可能會加劇這種機會差距。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體育教師和其他體育教學人員必須確定並應用最佳實踐，以確保學生在遠程指導中也能鍛

煉身體。適齡的、有趣的、有人監督的體育活動——通過開啟的攝像機鏡頭——是學區封
鎖期間培育孩子全面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可能包括在家中進行異步或最好是同步的

課外活動，這些活動需要相對較小的空間並且不需要任何設備，例如跆拳道，舞蹈或瑜伽

課。 
 
(4) 情緒健康和社交情緒學習 
 

擔憂 
 
通過種族平等計劃工具和與遠程學習的相關對話，最經常關注的兩個方面是：學生獲得高

質量教學的指導，和學生的情緒健康問題。隨著疫情的持續，學生和教職員工將承受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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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的壓力和損失。所有學校都必須準備好向社區成員提供支持，通過以康復為中心的參

與來幫助他們。學校必須擁有強大的學生支持團隊，以識別學生的需求並為他們提供個性

化的服務。 
 
參與者對情緒健康和社交情感學習的關注源於這段時間可能遭受的創傷的增加，也源於由

於學校關閉導致一對一干預服務的基本水平下降了。潛在的創傷包括：經歷、目擊或間接

受到當地暴力影響的頻率增加；被喬治·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無數人）謀殺案所震驚而處
於種族主義的嚴酷現實中；缺乏成人監管；跟對他們來說重要的同學和成年人隔離；缺乏

課外活動；身體、語言或性虐待。遠程學習可能會嚴重限制社交互動，並成為社交情感學

習的障礙。 
 
許多學生更喜歡在虛擬教室中用“關閉相機”和/或“靜音”的形式來上課。儘管由於種種原
因使他們感到更舒服，但教育工作者可能很少有機會觀察學生的肢體語言或聽到他們的語

調，從而無法得知他們是否感到苦惱、創傷或存在未滿足的需求。 
  
如果新學年以遠程模式開始，則將要求學生與老師、其他教員和同學建立全新的關係。對

於首次成為 K0，K1或 K2學生的孩子，或者到新學校開始上 7年級、9年級的孩子，這
一點尤其重要。 
 
參加者強調，許多面向 BPS學生服務的工作人員都難以跟學生保持一貫的、真實的、維
護學生文化的關係，這削弱了學區在疫情期間滿足學生情感需求的能力。此外，長期以來

學校層面的行為健康專業人士數量與我們學生遭受的創傷的程度存在距離，加上我們學校

社區在創傷知情和修復創傷方面的能力並不平衡，也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問題。 
 

可能採取的應對策略 
 
為了減輕許多學生潛在的心理健康危機，BPS必須將所有可能的人力資源用於建立和維持
聯繫，並在需要時進行危機干預。 這可能包括： 
 
● 在關閉期間將節省的成本分配給更多的行為健康部門員工。 
● 通過使用 BPS資金、申請經費、捐贈和跟夥伴合作的方式來積極拓展精神衛生服
務的範圍。 

● 為面向學生的員工提供專業發展培訓，目標是提高他們與學生建立關係，識別創傷
的徵兆，並在需要時為給他們推薦轉介服務的能力。 一些在這方面具有特定知識
或優勢的學校人員可以提供同伴指導。 

● 成人和學生的社會情感學習、心理健康和恢復性實踐的職業發展培訓正在進行中，
並將繼續下去。 

● 減少訓誡可以創造機會以擴大修復性的實踐、調解和對偏離正道行為的採用其他替
代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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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可以參加一些簡單、簡短的活動來支持情緒健康，例如通過一項吸引人的活動
或正念練習來啟動課程。 

 
特別是在預計的開學時間延遲十天期間，BPS應該考慮教師和其他學校工作人員進行虛擬
“家訪”以建立關係並了解學生和家庭需求的能力（與社會保持距離）可以在雙方同意的自
願基礎上進行親自訪問）。像 1647這樣的敬業度員工和合作夥伴可以提供最佳實踐方面
的培訓，而校本人員和/或英語學習者辦公室可以提供口譯支持。隨著學年的發展，家長/
教師會議也可以虛擬地建立。 
 
初中和高中應考慮如何最好地利用定期安排的自習室或諮詢作為建立人際關係，社交情感

學習，正念，成癮預防和恢復以及其他可增強學生情感健康和福祉的主題和技能的機會。

早期教育和小學可以為學生創造類似的適合年齡的體驗。對於初次進入特定學校的學生來

說，這些類型的結構顯得尤為重要。 
 
學校應探索，試點和研究並分享有關遠程課外和社交活動的最佳做法，以在教學之外促進

成人和同伴的關係。例如，辯論俱樂部或“技術回家”節目可以繼續舉行，或者可以舉行伴
舞或戲劇演出。在持續關閉學校期間，學生親和力團體對於中學生和高中生特別重要，例

如黑人，拉丁裔，亞洲人，性別和性聯盟以及其他選區的例行會議。 BPS計劃（例如波
士頓學生諮詢委員會或 10 Boys / 10 Girls）可以與合作夥伴組織一起與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一起進行創新，以提供課餘活動，包括公民參與，同伴諮詢和教育，藝術等，包括全市範

圍內重要學生的聚會問題。 
 
在教室，學校和學區範圍內的慶祝活動是振興精神和增進聯繫，展示學生才能，觀察文化

節假日並認可學生成就的另一種方式。參加現場父母/子女活動的機會也應繼續增加。 
 
該地區的另一種可能的緩解策略是，該地區鼓勵家庭組成“豆莢”：協議允許年輕人在幾個
家庭的住所之間輪換，或讓他們定期聚集在社區中心教室等公共場所。儘管該策略有可能

在不嚴重提高健康風險的情況下消除孤立現象，但必須在明確的社會疏遠協議和公平視角

下實施該策略。該地區應考慮發布有關形成豆莢的最佳做法的指南。 
 
Relationships  
 
(1) Increasing Family Engagement 
 

Concerns 
 
During the district closure, BPS has strived to maintain family engagement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Concerns remain about which families have been reached 
infrequently or not at all because of housing instability, long work hours and other stress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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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ed to up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family’s preferred language (see 
Communication section below).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Family engagement is a key ingredient in student success, particularly during remote learning. In 
partnership with parent leaders, district engagement staff should continue to identify, 
promulgate, and implement BPS, national, and global best practices for communication, virtual 
home visits, and school- and district-wide parent convenings (see Communication section 
below).  
 
Please note there is also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concerns and strategies regarding relationship 
building included in the Emotional Health section above. 
 
(3) Need for Expanded and Targeted Partnerships 
 
 Concerns 
 
As the impacts of COVID persist, and district human resources are stretched thin, the need to 
grow partnerships and concentrate their work with the students with the highest needs is more 
pressing than ever.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The district should put out a wide and loud call for new and expanded partnerships, including to 
corporations, broadcast and print media outlets, and nonprofit and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to 
address unmet needs. Contributions of hotspots and other essentials for instruction and student 
well-being are vital. In addition, BPS should partner with organizations like Boston Cares to find 
new ways to engage volunteers, such as retired educators who could offer their time and skills on 
behalf of our students. 
 
Communication 
 
(1) Ensuring Ongoing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and Families 
 

Concerns 
 
BPS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on its outreach to families in recent years,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to include more regular emails, robo-calls, and especially text messages. 
However, these methods are less reliable for our highest needs familie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including housing instability, long working hours and other stressors, and the lack of update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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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contact information. Sometimes, families have not taken opportunities offered to 
specify that they need communications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so they receive 
communication that is not accessible to them. Undocumented families may be particularly 
reticent to share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School- and district-wide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also needs improvement. For example, 
ideally, classroom teachers, school leaders, and others should be able to text students as a group, 
and currently do not have that capacity.  
 
One particular concern regarding family and student communication involves opt-in surveys. 
While survey data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understanding families’ and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pt-in surveys consistently underrepresent those with high needs, such as those 
who are Black, Latinx, Asian, homeless, or English learners, or those who have disabilities.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A system that will allow parents and guardians to update their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preferred 
language more easily is currently in progress, and should be finalized and publiciz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Schools should be enlisted to help with the work of ensuring the information is 
updated despite remote learning. 
 
The Central Office should continue to staff the family hotline, and ensure that all schools have 
the ability to use School Messenger and other platforms to communicate with families, and are 
aware of how to utilize centralized capacity for translation of school-level communications. 
Schools should also provide an orientation to these platforms for parents during virtual home 
visits or open houses. 
 
While privacy of student information is a factor, classroom-, school-, and district-wide options 
for texting students who have cell phones should be explored further. Participants suggested the 
district also explore adding a platform for two-way communication in multiple languages, such 
as "Talking Points."  
 
Teaching & Learning  
 
(1)  Ensuring Technology and Access for All 
 
 Concerns 
 
While the district immediately ordered 20,000 Chromebooks, accessed donated hotspots, and 
made persistent efforts to distribute the devices and WiFi to families, opportunity gaps remain. 
Some students have yet to acquire a device or WiFi, or have had challenges maintaining or using 
particular platforms such as Zoom, Google Classroom, or Clever. Dual language schoo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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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earner programs have extra challenges making these platforms work for bilingual 
instruction, and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may not have the assistive software or hardware they 
require. 
 
Hotspots are not equivalent to broadband service, plus some students also do not have printers, 
paper, writing utensils, or art supplies at home. Chromebooks may not have all of the capacity 
needed for certain high school projects. 
 
Some families may have additional barriers to technology and access, such as undocumented 
families who may be afraid to request resources, students with particular disabilties or of 
younger ages who may be uncomfortable with technology, and homeless students. Some students 
may have multiple family members sharing one device, and some young people may have 
difficulty finding a quiet place to focus on remote schoolwork. 
 
For BPS staff who are not teachers but are student-facing,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ome 
employees do not have BPS-issued or personal laptops, nor reliable WiFi at home. This is a 
barrier to fully utilizing all workers to support students and families.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The district must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100% device and WiFi access for all students 
immediately after opening remotely. This includes whatever training is needed for students, 
parents/guardians, and staff to ensure 100% access, and the provision of assistive or modified 
software and/or hardware as needed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nglish learners, and 
participants in dual-language instruction. 
 
If the recommendation proposed in this report to contact all families regarding their need for 
their child(ren) to attend school onsite, those calls should also identify students' technology 
access. If the district has a budget gap to fund the needed technology for 100% access, donors, 
grants, or cost savings in other budget lines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ensure that access. 
 
Some students and families may need instructional videos to learn how to use various platforms, 
or live coaching during class, or virtual home visits or open houses. Tech support should be 
easily available to all members of the BPS community days and evenings, whether through a 
helpline, live chat, or designated or floating school-based personnel who have the time and skills 
to offer readily available assistance. These personnel could also monitor and address situations 
where students need new devices or hotspots. 
 
In addition to technology, the district will need a plan to distribute books this fall. Other supplies, 
such as paper, markers, and headsets, should be equitably provided to students as needed, such as 
allocating funds to schools based on the Opportunity Index. Similarly, a standard should be set 
for employees to be provided with laptops and WiFi according to their job d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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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suring New Forms of Instruction are High Quality  
 

Concerns 
 
Educators, administrators, and other student-facing personnel have a wide range of skills to 
create effective online lessons and buil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with students in virtual 
classrooms. Teachers who are often or always the only instructor in their classrooms for a full 
day or who usually rely on hands-on activities such as for chemistry, art, or vocational 
instruction may have extra challenges holding students’ interest. Depending on each student’s 
age, technology access, learning needs, and other factors,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wide range of 
ability for young people to engage in remote learning that educators must navigate.  
 
When educators do not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or training in deliver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interactive, engaging online learning, students may lose interest, suffer learning loss, and become 
isolated. It may be more difficult to assess which students need extra academic support. If 
students turn off their video and/or mute, it impedes monitoring of their level of engage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The district anticipates having extra tim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school-based 
personnel during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This will be an invaluable opportunity to deepen 
skills, and identify, share, and scale best practices within and across schools and subject areas. 
These discussions should emphasize cognitively demanding tasks,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sustaining practices1, differentiation for students with particular learning needs, and effective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ty-building with students. Age-specific tailoring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deal length of lessons, and a variety of approaches to small group, project-
based, and independent work (especially when adults are not available to assist at home). The 
number of hours of instruction per day should increase from those offered last spring, while not 
exceeding a reasonable amount of screen time each day both for the adults and for students of 
various age groups and learning styles. 
 
Please also reference this excellent list of ideas for max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mote 
instruction generated by breakout groups during a July 28, 2020 school leaders meeting. 
 
Lesson plans should include explicit instruction in the platform in use, ensuring every student 
knows how to access all of the key features. Ideally, parents and guardians should also be 
introduced to the technology, enabling them to support their students and access information 

                                                
1 One participant mentioned that the curricula used at this summer’s remote Exam School Initiative and Social 
Justice Academy both yielded enthusiastic reviews from staff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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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ir assignments due and completed,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ir engagement and 
progress. 
 
Summer program instructors should find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students’ fall teachers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fifth quarter” learning. When school begins in a remote model this fall, 
educators must continue to give students clear expectations, find ways to monitor and assess 
their progress without increasing high-stakes testing, an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entral 
Office, to marshal every available resource to supplement classroom instruction. This can 
include deploying school-based personnel in new ways, as well as existing and new partners. 
Some students will benefit from peer, staff, or partner tutoring. Others will benefit from 
mentoring and part-time remote internships or jobs. Every form of support should be sought out 
and targeted to our highest needs students during remote instruction. 
 
Innovation is possible in the remote model, such as delivering materials for hands-on robotics or 
cooking lessons, or launching a Campus Without Walls. Experiments with asynchronous 
instruction for Tier I, and synchronous small-group and individual instruction for Tiers II and III 
may yield more effective pedagogy. A pilot program could offer special district-wide, opt-in 
courses after school with unusual topics, rigor, or immediate relevance. Particularly if remote 
learning stretches into spring 2021 and beyond, schools may want to try creative scheduling, 
such as offering fewer courses for longer each day. 
 
Parents and educators report that some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during the district closure than 
when they attended school. In these cases, school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ssess why, and 
consider how to replicate that success once we return to hybrid or in-person instruction. These 
students may have experienced trauma at school, such as bullying, or have other barriers to in-
person success related to social anxiety or learning differences. In addition, students enrolled in 
altern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have benefited from new asynchronous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s 
they juggle work and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this, too, should be replicated post-pandemic. 
 
(3)  Increasing Attendance and Engagement 
 
 Concerns 
 
Some students struggled with attendance during in-person learning; some of the same students 
— and some new ones — have and will struggle with attendance in a remote setting. Low 
attendance is likely to correlate with learning loss, and may be an indicator that a student needs 
more emotional support as well as academic support.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A remote model calls for revision of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to ensure schools are able to 
identify students at risk for virtual (or actual) dropout, and best practices for intervention. Equity 
roundtables are an excellent tool to monitor students’  attendance, and determine whic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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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need various kinds of interventions at the school- or district-level, including socially 
distanced home visits by attendance officers to gather information about student and family 
needs. 
 
(4) Addressing Grading Issues 
 
 Concerns 
 
In a remote model for SY 2020-21, the district must take a fresh look at how to grade students. 
On the one hand, penalizing students who are deeply impacted by the pandemic is inequitable 
and unfair.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ors reported that some students lost interest in school this 
spring in par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ere would be no penalty on their report card and in 
advancing to the next grade.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A group of school-based and Central Office staff with expertise in assessment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parat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should develop a grading policy for this 
school year. 
 
(5) Addressing Exam School Admissions 
 
 Concerns 
 
Because COVID has impacted students’ grades, and may preven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 in-
person entrance test, serious concerns have been raised regarding what might constitute equitable 
admissions criteria to be applied for admission for SY 2021-22.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Superintendent Cassellius has named a task force that includ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to propose a revised admissions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losure. The admissions policy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hould the district implement remote learning. 
 
(6) Supervision for Young Children 
 

Concerns 
 
Many BPS families including one or more young children, and many BPS staff also are raising 
young children. Families vary in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supervision to children of all ages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adults in the household, nearby trusted adults, and pare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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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s’ work hours. Remote learning is more burdensome to families that struggle to 
supervise young children. Students may have responsibility to care for younger children that 
hinders or even prevents their access to instruction.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While this issue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urgent under a hybrid model as teachers and older 
siblings are expected to report onsite, even under a remote model, the district should work with 
partner organizations or to open a very limited number of school buildings to provide childcare 
options. Socially distanced sites such as school gyms or community centers could provide 
supervision and food for students while they access remote instruction, particularly our youngest 
students who aren’t able to be supervised at home. These sites could correspond with food 
distribution sites. 
 
(7)  Staffing Impacts 
 
 Concerns 
 
Over time, remote instruction may lead to job loss for certain BPS personnel categories, such as 
bus monitors and lunch monitors. This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se vital job group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and may delay a later hybrid opening depending on how many 
remain available once hybrid or full in-person instruction begins. 
 
In other instances, certain job groups may be underutilized in a remote instruction setting, such 
as transportation and athletics staff. 
 

Mitigating Strategies 
 
Any staff who must be laid off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ample notice and assistance with BPS or 
other job placement. Underutilized job groups should be thoughtfully redeployed to other tasks 
for the duration of remote instruction consistent with their contracts and skill sets and the 
district’s most pressing needs. For example, transportation customer service staff have been well-
utilized this summer by answering the family hotline.  
 
Educators who are teaching identical courses may be able to combine classes for certain 
presentations or assessments, freeing them up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individuals and small 
groups outside of class time. In the long run, schools may find that creative scheduling such as 
this is useful even during full in-person instruction. Similarly, attendance at district-wid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essions may be higher using Zoom than asking personnel from across 
the city to travel to the Bolling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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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pgrading Facilities 
 

Concerns 
 
The long-term insufficiency of BPS buildings is well-documented, including poor ventilation, 
bathrooms, and science labs.  
 

Potential Mitigating Strategies 
 
Remote instruction may offer an unusual opportunity to initiate and complete facilities projects 
that are normally disruptive to learning.  
 
Othe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Because the remote model was implemented from March through June 2020, there are few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is model. However, BPS will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district’s fall 2020 remote model is consistent with new DESE requirements for instructional 
time, and develop a plan to distribute physical books and other necessary supplies to students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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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nd Next Steps 
 
This equity analysis, starting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should be actively incorporated into 
district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reopening. Once the initial decision is made, school and 
district leaders should consult this document alongside the reopening plans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on August 14, 2020 as detailed rollout work 
begins and continues. The Division of Equity, Strategy, Opportunity and Diversity will take a 
lead role in ensuring that continual equity analyses are conducted, remote and/or in-person model 
implementation is monitored and assessed against desired outcomes for instruction and 
operations, and constant improvements in every aspect of our service to and partnership with 
students, families, staff, partners, and communities are identified and executed until the 
pandemic ends.  
 
Ultimately, the impact of our collective actions during this time will be measured by what we did 
to protect the well-being of all who learn and work in the Boston Public Schools, and all who 
entrust their children to us, and whether we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reimagine and re-create what 
is possible in K-12 education, as a beloved community, and as a district and city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