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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

2015 年六月，洛杉矶统一学区（LAUSD）再次投入努力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同等的机会来
参加大学及职业准备课程，此课程也是大家所知的“A-G”必修课。尽管自 2005 年以来对预
算和资源都进行了大幅度削减，学区的 A-G 必修课完成率还是成倍增长，而且辍学率降
低了百分之七。自 2007 年以来毕业率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1 2016 学年的班级将成为
完成 A-G 毕业要求必修课程的第一届学生。认识到这一关键时刻的重要性，学区投资进
行干预来继续推动学生完成 A-G 课程的良好增长趋势。2
2014 年十月初，中央办公室和地方学区工作人员与多名为学生、教师、校长、学区及
部门所需进行倡导的相关人士会面。为了能够设计一个向前发展的道路，指导规划特别
工作组针对最为有效的学校改革、学生进步、预防辍学及大学与职业准备实际做法进行
了研究并得出了结论。特别工作组弄清楚当前最为重要的具体事项、目标和策略，目前
现有的指导项目，补回学分的选择办法，以及各类学生支持计划。这项努力的最终结果
就是要设计一个能够立刻补回学分的方案来满足 2016-2017 班级的迫切需要，还要设计
PreK-12 年级的发展计划、并设计一个专为满足 LAUSD 学生极为多元化需要的多方位指
导与支持系统。3
统一目标，所有学生 100%毕业率并为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该计划着眼于八个重点方
面：
1. 标准统一的课程设置
2. 有效的语言与文学指导
3. 多层次行为与学业指导
4. 学校文化风气
5. 数据的使用
6. 高质量教学与领导的实际做法
7. 补回学分
8. 家长与社区的参与
其中特别工作组讨论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已经达到学区绩效目标的地方学区和学校应持
续他们的管理方式。为使资源不集中在一个地方，指导部门还为各个地方学区的地方教育
官员提供资源来支持 A-G 课程补回学分的机会，增加处在正轨的学生毕业人数，并减低
学生辍学率。通过分配资源，地方学区会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来为他们所服务的社
区和学生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指导部门还提出 A-G 干预与支持的选择项目列表，这个列表是通过大家的意思广义和特
别工作组给出意见建立起来的。LAUSD 是一个争取选择的学区，并且以这种精神实施这项
规规划并鼓励与责任相关的自治与革新。
1

LAUSD 掠影
LAUSD 具有的丰富文化、民族多样化与种族多元化特点一直是这个学区的优势。根据最近
的数据显示，在 LAUSD 就学的 643,493 名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学生为拉丁裔，百
分之九点八的学生为白人，百分之六的学生为亚裔，且百分之八点四的学生为非裔美国
人。4 除此之外，大约百分之五十四的学生符合享受免费或降价午餐的资格，百分之十二
点七的学生有残障情况，LAUSD 有 8,278 名学生居住在寄养家庭内。5
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 LAUSD 的学生是英语学习者，共有 141,493 名学生。6 在英语学习人
口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三的人口被定为长期英语学习者（LTEL），他们在五年内没有被
重新归类。除此之外，百分之二十四的 LAUSD 学生人口中被重新分类为英语流利熟练
（RFEP）的学生，他们曾经是英语学习者。在 LAUSD 的学校中，学生讲的语言超过 93
种，而西班牙语是英语学习者中讲得最多的语言（百分之九十二点八），韩语和亚美尼亚
语（百分之一）。菲律宾语，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俄语占总数的低于百分之一。7
LAUSD 学生的丰富多样性还包括很多学生讲他们的家庭/社区英语方言（比如非裔美式英
语或墨西哥式英语），这些语言有可能会与标准英语学习者在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英语不
同。LAUSD 学生人口的背景及其家庭生活方式是多元化的。
LAUSD 的学生所参加的学校从早期教育到高中超过一千所。其中包括 86 个早期教育中
心，452 所小学，83 所初中，98 所高中，211 所特许学校，54 所选择学校，22 所多学年
学校，及 12 所特殊教育学校。8 除此之外，学区还拥有 156 所在普通校园内建立的 K-12
年级的特色学校，还有 10 所社区成人学校和 1 所地区职业中心。
LAUSD 的高中毕业率在 2014 年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七的历史新高，相比上一年提高了十二
个百分点而比自 2007 年以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9 辍学率自 2007 年以来降低了百分之
七，但仍维持在百分之十七点四。
自 2005 年以来，A-G 课程完成率的增长超过了两倍并达到了 34%。10
大学预修（AP）课程的数量增加超过了 12000 堂，自 2006-07 学年以来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四。自 2006-07 学年，参加 LAUSD 学区 AP 考试增加的人数也超过 18,000 名，增长率达到
百分之六十二。拉丁裔参加考试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也就是从 2006-07 学年的
16,000 人增至 2013-14 学年的 30,000 人。非裔美国学生参加 AP 考试人数也增加了百分之
二十九，人数从 2006-07 学年的 1,770 人增加到 2013-14 学年的 2,290 人。11

2

简介
2014 年，LAUSD 的毕业率比州毕业率遥遥领先两位数之多。辍学率降低了，出勤率提高
了，并且学区学生申请大学的人数也增加了。这些成绩体现了教师们、校方领导们、家长
们特别是学生们十年来的努力奋斗、辛勤付出与持之以恒。
然而，在学区认可这些进步的同时，也认识到这离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有一大段的距离，我
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所有的学生都为升入大学和进入职场做好准备。我们看到这些包括非
裔美国学生、社会经济弱势学生、有障碍学生、以及寄养家庭年轻学生，英语学习者，长
期英语学习者和标准英语学习者的众多学生有着无法让人接受的低毕业率及成就差异。这
些人代表出现在辍学名单中的13,000多名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高中毕业证书，这些
学生就会被90%的现有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还会造成他们生活在贫困线内，使他们成为监
狱囚犯，造成他们产生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的风险大幅增高。
大量的研究表明缺乏一个强大的识字发展进程会使得很多学生无法走向通往毕业的道路，
并且与学生辍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目前，学区K-5年级的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二能
够熟练阅读，而且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学生能够达到熟练运用几何的成绩，（这是通向高
中成功的重要课程。）这项数据说明我们需要更为有效的指导与支持服务系统来满足
LAUSD学生的需要。
为大学毕业及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方向指南规划提出PreK-12年级的多方位指导系统会为来
个各个街区的每名学生提供大学教育及未来就业成功所必要的识字与数字技能。为支持
2014年的零辍学委员会决议，这项计划直接针对辍学问题并为大学及就业准备提供了个
人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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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大学及职业生涯的道路
LAUSD 目前以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在高效的指导下和一个安全、爱护的环境下，
所有的学生都能成为大学毕业生并做好就业的准备。学生们以不等的资源和不同的技能
在各自的起点开始他们的征程，这个计划，作用就像是
“你将会前往很棒的地方，
一个指南针，在不同的道路上为学生指引方向，起到必
今天就出发！前面的高山
要的桥梁和支持作用，这样所有的学生才能成功地走向
在等待你来攀登，上路
同一座高山的顶峰并能够大学毕业且为就业做好准备。
吧。”
指南针的基本坐标是由 LAUSD 任务、目标和主要策略
苏斯博士（Dr. Seuss）
（见八个重点方面）构成，它将会指导所有的学生如何
做出重要选择、决定以及需要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来
使他们达到顶峰。

任务
我们会建立一个学习的文化氛围，通过高品质、革新的指导让学生参与进来，与此同时保
证一个优异的业绩，这样每位学生都能大学毕业并为职场做好准备。

学业目标
指导计划特别工作组已共同选择以下标准来衡量此项计划的成功与否。
学生们将:
 达到 PreK-8 各年级的识字和算数标准水平


3-8 年级成绩达到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估（SBAC）的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达标或
超标”的水平



使英语学习者在语言，基本英语技能和成绩单成绩达到重新分类的要求，在五年内
能够被重新分类为英语熟练流利



在 11 年级的 SBAC 评估中达到大学准备就绪水平的成绩



9-12 年级，完成所有毕业的必修课程，（包括 A-G 课程）



可参加 AP 课程并在 AP 测试中取得成功，特别针对那些具有非代表性的人群的学
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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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SD 毕业生简况
该毕业生简况定义了学生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和品质并且学生能够展示出他们对大学，
职业和人生已做好准备。一旦建立，毕业生简况将成为地方评估系统的基本信息，这还会
对以考试为驱动的州和联邦系统起到补充作用并会通知学区的 LCAP。
高效的

高效毕业生。。。





能够制定并完善个人/职业成长规划从而扬长避短并找到发展空间
能够制定、审核、改善并达到短期和长期目标，适当利用家庭、社区和专业资源。
能够展示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恒心
能够与多元化的群体进行有成效的合作以做出决定并达到共同目标

适应能力强

适应能力强的毕业生。。。




能够审慎地进行思考并能具有创造性地使用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与技能。
能够展示一种深思熟虑的，灵活的，多元化的思维模式
能够利用连贯的，有效的并且可以进行修改的行动计划来解决问题并迎接挑战

为人处世有智慧

为人处世有智慧的毕业生。。。





能够参与公共活动并参加当地社区服务。
能够对多元文化具有一定的意识并予以尊重。
能够懂得通用资源是有限的并能够使用可持续能源。
能够对全球经济的需求有所认识并对相关职业和技能有所认识

具有影响力

具有影响力的毕业生将。。。





能够使用多种媒介及 21 世纪的手段进行有效地沟通
能够发展并维持积极的关系
能够在必要时领会社会和情感暗示以进行积极聆听和有效的对话。
能够为特定受众和目标来设计适合的革新性技术和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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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通向大学及职业生涯的道路
为了能够成功地朝着我们的使命道路进行引导，重点一定要集中在建设 LAUSAD 教师力量
并不断完善为他们提供支持的系统上。为了能够达到学区所声明的目标，指导部门将会使
用来自以下八个重点方面的重要策略，这八个重点方面为学生们攀登大学和就业准备的顶
峰提供了多重途径及所需的桥梁和支持。
1. 通过标准统一的教学设置，技术的使用，及有效的业
务发展来改善教与学从而提高学生成绩。

“如果你不断攀登，每
座高山的顶峰都终会近
在咫尺”

巴里·芬利（Barry Finlay）
战略方针:
 实施新的严格的加州学业标准，更好地为我们
21 世纪的学生做好准备。这些标准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并能够体现学生在
大学和工作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知识。



改变指导方法并且通过辩证思维、解决问题、合作、沟通和创造来提高学业
和数字的学习。



拓展一个全新的指导技术方案，这
个方案使用混合式学习方法来进行
因材施教，同时支持传统的授课方
式并增强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能
力。



创立并维持一个数字化的教学资源
图书馆，这将由有经验的专家教师
来开发各部分内容，这样教师就能
够在网上来分享高品质的教学计
划、教学材料、视频还能找到最佳做法。



增加学生去那些储备充足的图书馆的机会。图书馆和教科书联合支持服务
（ILTSS）会全面执行加州示范学校图书馆标准，集中为学校图书馆工作人
员拨款，并拨款给最新出版读物和电子读物。这个系统会把指导资源融入教
学课程中以支持 LAUSD 的学生从而达到或超越加州内容标准所强调的研究
技能。



在小学和中学内扩大接触视觉和表演艺术的机会从而建立好在 A-G 课程所
要求的“F”类课程的基本技能基础。增加接触专业艺术家和实习的机会，增
加学区范围艺术节以及行业接纳学校项目的机会并创建艺术领域内的示范模
式。



以资源支持地方学区并在具体内容领域和项目提供专业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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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目前学区项目计划包括：PreK-2 早期儿童教育，早期识字项目，
学术素养，ELA/ELD 统一化标准，LTEL 项目，关联学习，GATE 项目，
大学预修课程（AP），网上及混合方式学习，世界各地语言，学术
英语掌握项目（AEMP），双语项目，艺术教育和掌握式学习。

进度指标
目标
>65%

3-5 年级学生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获得
“达标或超标”
3-5 年级学生数学获得“达标或超标”

标准 +1%

3-5 年级学生在 ELA 听、说、读、写得
到 “3”或以上的成绩

80%

3-5 年级学生在数学成绩上获得“3”或
以上

80%

5 年级学生在 CST 科学测试中获得熟练
掌握或以上
6-8 年级学生在英语语言艺术中得到“达
到或超标”
6-8 年级的学生在数学成绩上获得“达到
或超标”
6-8 年级学生通过英语语言艺术课程

80%

6-8 年级学生通过数学课程

8 年级学生在 CST 科学测试中获得熟练
掌握或以上成绩
Arts 11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达
到“达标或超标”

高
中

中学

小学

结果
K-2 年级学生达到 DIBELS 的成绩标准

标准 +1%

标准 +1%
标准+1%
80%

80%

80%
标准 +1%

数据来源
DIBELS
年初(BOY)
年中 (MOY)
年底 (EOY)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系统(SBAC)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系统(SBAC)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加州标准测试(CST)

监测时间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2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成绩报告卡成绩
秋季 10 周
秋季期末
春季 10 周
春季期末
报告卡成绩
秋季 10 周
秋季期末
春季 10 周
春季期末
加州标准测试(CST)

2016 年 9 月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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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1 年级学生数学成绩获得“达标或超标”

目标
标准 +1%

监测时间
2016 年 9 月

80%

数据来源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加州标准测试(CST)

10 年级学生在 CST 科学测试中获得熟
练掌握或以上
9-12 年级学生通过全部 A-G 课程的
(在 A-G 课程正轨上)

80%

MiSiS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 提供有效的语言，识字及书写指导从而提高各年级与各学科的知识熟悉程度，同
时改善五年内英语学习者被重新分类率来支持学生的学习。能够熟练并且自信地用
英语来阅读，书写及沟通，内容跨越个人及学术领域，拓展学生在各个学科成功的
机会，支持大学和职场的成功并全面参与到民主社会和全球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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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方针:
 对 PreK-2 年级的学生实施并监测
基础识字和语言标准及书写技能


为学生上大学，进入职场及社会生
活做好准备。所需技能包括，在所
有学科中都能够阅读、书写、倾
听、表达清晰且能够运用批判性思
考，使用出版物和数字材料。



在实施新的英语语言发展标准中提供业务发展机会并保证把学生安置在合适
的地方。



实施并监督英语学习掌握计划并保证英语语言发展与英语语言发展标准相辅
相成。确保英语学习者在整日学习英语和课程中以及在每日英语语言进展中
能够得到明确的指导。



为所有的核心科目（包括艺术）提供课程设置图，这样教师才能就教授内容
以及教授次序获得一个清晰的大纲。



提供额外的双语计划并为学校和教师提供实施计划的资源以增大学生满足所
有 A-G 必修课的机会。



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和资源来保证把体现文化和语言的教学法融合到以标准为
基础的指导教育中。



增加参与学术英语掌握项目（AEMP）学校的数目并增多标准英语学习者
（SEL）协调人的人数，提供业务发展机会和监督指导并确保所有 SEL 学生
（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夏威夷裔美国人和原著美国人）能够获得
成功。



强调对所有内容范围的教师应负的职责，为教师提供学术词汇、问问题技巧
及写作技巧的培训从而不断提高学术语言、识字和写作的能力。
 确保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也全面包括在所有教师业务发展内容中
和学区方案中，以增强教师对英语学习者通过掌握英语和文化来完
成 A-G 课程的意识和关注，


目前学区项目举例包括：PreK-2 语言发展，早期识字，ELA/ELD
PreK-12， AEMP, 语言！，阅读 180， AVID，AVID Excel, 学术素养课
程，双语计划，识字强化课程，识字和语言课程， ELD 高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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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指标

中学

小学

成果
K-2 年级学生达到 DIBELS 的标准

目标
>65%

3-5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达到
“达标或超标”
K-5 年级学生在 ELA 的听，说，读，写
达到“3”或以上

标准+1%

英语学习者在 ELD 的听，说，读，写成
绩达到“3”或以上

80%

英语学习者被适当地安置

100%

数据来源
DIBELS
年终 (EOY)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MiSiS

英语学习者在 CELDT(AMAO 1)取得全年
进步的
长期英语学习者未能被重新分类为熟练
掌握英语的

60%

CELDT 成绩

24%

MiSiS

6-8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的成绩为
“达标或超标”
6-8 年级学生通过英语语言艺术课程的

标准 +1%

英语学习者被适当安置

100%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SBAC)
成绩报告卡成绩
秋季 10 周
秋季期末
春季 10 周
春季期末
MiSiS

英语学习者取得 CELDT(AMAO 1)全年进
步
长期英语学习者没有被重新分类为熟练
掌握英语

60%

CELDT 成绩

24%

MiSiS

80%

80%

高中

6-8 年级长期英语学习者成绩达到 SRI“基
本”标准

学识阅读记录(SRI)

11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达到
“达标或超标”
英语学习者被适当安置的

标准 +1%
100%

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 (SBAC)
MiSiS

英语学者取得 CELDT 全年进步(AMAO 1)

60%

CELDT 成绩

监测时间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0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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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长期英语学习者没有被重新分类为熟练
掌握英语

目标
24%

数据来源
MiSiS

监测时间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3. 实施一个多层次行为和学业支持系统来缩小成绩差异，减少辍学人员，并为英语
学习者，标准英语学习者，有障碍学生，寄养学
生，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学生提供一个平等的就学
“力量不是来自你能做什
机会。多层次支持系统（MTSS）是一个用来描述
么，它来自你可以做到你
一个以证据为基准的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以数据
曾经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基准的问题解决方式把学业指导和干预与行为指
导和干预融合到一起。此计划内含有数个干预项
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
目和学生支持项目，这些项目即可帮助有困难的
学生也可帮助学业领先的学生。
战略方针:
 找出多个分解数据来源予以分析并告知指导，设计个人化的干预方式使学生
走上毕业的轨道。


在不同的指导方面提供资源和专业发展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



结合技术工具，如评估和学习知识空间（ALEKS），通过使用适应性提问来
快速决定学生对一门课程的了解程度从而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相关支持。



监测学校的学生出勤数据，并快速采取行动来增加出勤率且减少停学处罚。



开展夏季桥梁项目，为 5-6 年级开展叫做
“更上层楼”的项目 ,为 8-9 年级开展叫做
“中学新生成功”的项目，从而为学生提供
一个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高中的积极
过渡，减轻学生的挑战压力，满足他们的
需要。



在中学内为长期英语学习者通过个人决心（AVID）超越项目提供高级课程，
起到为未来 AVID 项目和在高中大学准备课程的桥梁作用。



创建学生支持与进步团队，此团队有教师、行政管理人员、支持员工和家长
组成来对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进行评估并给予支持。这个新的团队把语言
评估团队（LAT）、学生学习团队（SST）、和服务团队协同（COST）合并
到一起。把这几个团队合并到一起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增强业务发展水
平来降低被列为需要特别教育服务的英语学习者的人数。

九年级学生每不及格一科全年课
程，那么从四年大学毕业的机率就
会降低百分之三十 (Neild,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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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障碍的学生融合到最低约束限制的环境中。在混合教育的班级内增加教
与学的业务发展空间：加州标准与识字，学习的广谱设计，进行普通教育与
特殊教育的合作。



增加在校期间学生顾问的使用率，让教师与小组学生会面，目的在于为学生
提供学业、社会和未来规划问题方面的支持与建议。顾问使学生们克服了很
多学生感到没有存在感的问题。



联络非具代表性的人群（非裔美国人，拉丁裔，英语学习者及社会经济低下
团体）为他们提供大学预修课程并通过 UCLA 的每月课程来参加学区的大学
预修课程准备计划。



让非具代表性学生（非裔美国人，拉丁裔，英语学习者及社会经济低下团
体）优先参加英才项目。目标身份项目（TIP）提供了专业发展及与文化上
相应的教学方法，为那些无法满足学区天才人数目标的学校提供来自英才教
育（GATE）所指派的心理专家。



扩展 UCLA 合作/20 学校项目为非裔美国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而提高
他们的成就，增加参加 GATE 项目的人数并增大参加大学预修课程的参加率
和成功率。



扩大毕业项目利用每月总结报告来分析各年级、考勤和行为数据走向以协助
防止辍学并做出干预努力。提供额外的学生服务和出勤辅导（PSA）来直接
与辍学名单上高风险学生做工作并通过提供辅导服务与他们的家庭做工作并
向学生介绍毕业的不同途径。

小学

进度指标
成果
3-5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为“达
标或超标”
3-5 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为“达标或超标”

目标
标准 +1%

3-5 年级学生的 ELA 听、说、读、写成绩
达到“3”或以上

80%

标准 +1%

数据来源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SBAC)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 (SBAC)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监测时间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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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3-5 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3”或以上

目标
80%

5 年级学生的 CST 科学测试成绩达到熟练
掌握或以上的
出勤提交率

80%
100%

数据来源
成绩报告卡成绩
第一次报告期
第二次报告期
第三次报告期
加州标准测试
(CST)
MiSiS

学校会议上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勤率目标
为 96%
长期缺勤率

71%

MiSiS

每月

< 10%

MiSiS

每月

MiSiS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在亚群体中没有天才教育选拔比例失调情
况

在特殊教育中减少英语学习者的人数

< 40%

MiSiS

减少 LTELS 的人数

<21%

MiSiS

6-8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达到“达
标或超标”
6-8 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达标或超标”

标准 +1%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 (SBAC)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 (SBAC)

6-8 年级学生通过英语语言艺术课程

80%

8 年级学生的 CST 科学测试成绩达到熟练
掌握或以上
出勤提交率
学校会议上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勤率目标
为 96%
长期缺勤率
在亚群体中没有天才教育选拔比例失调情
况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每月

2016 年 9 月

成绩报告卡成绩
秋季 10 周
秋季期末
春季 10 周
春季期末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100%
71%

成绩报告卡成绩
秋季 10 周
秋季期末
春季 10 周
春季期末
加州标准测试
(CST)
MiSiS
MiSiS

< 10%
0

MiSiS
MiSiS

每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80%

中学

6-8 年级学生通过数学课程

标准 +1%

监测时间

80%

2016 年 9 月
每月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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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成果
减少特殊教育中英语学习者的人数

目标
< 40%

数据来源
MiSiS

减少 LTELS 的人数

<21%

MiSiS

年级学生的英语语言艺术成绩达到“达标
或超标”
11 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达到“达标或超标”

标准+1%

10 年级学生的 CST 科学测试成绩达到熟练
掌握或以上
9-12 年级学生通过 A-G 课程（在 A-G 课程
正轨上）

80%
80%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 (SBAC)
更为明智联合平
衡评估 (SBAC)
加州标准测试
(CST)
MiSiS

出勤提交率

100%

MiSiS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每月

学校会议上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勤率目标
为 96%
长期缺勤率

71%

MiSiS

每月

< 10%

MiSiS

每月

在亚群体中没有天才教育选拔比例失调情
况

MiSiS

增加具有参加 AP 课程潜力的学生人数

MiSiS

标准 +1%

监测时间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2016 年 9 月

参加 AP 课程的学生参加 AP 考试

100%

MiSiS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参加 AP 考试的学生成绩为“3”或以上

43%

大学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在特殊教育中减少英语学习者的人数

< 40%

MiSiS

减少 LTELS 的人数

<21%

MiSiS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Jan 2016
June 2016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4. 发展一个提倡每个学生都有学习能力的积极信念的文化氛围，为了所有学生的成
功让家长和社区也作为教育伙伴参与进来。
“相信你可以，你就已经做
到了一半” 西奥多·罗斯福
（ Theodore Roosevelt）

战略方针


为所有的员工和学生建立并塑造一个高期望和成长的思想理念并保证学校给
学生传达这样的信念-所有的学生都会成功并发挥自己的潜能，还要提倡把
学生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当作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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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区内创立一种上大学和职场就业的文化，通过举办提高大学和职场意识
相关的活动，包括去大学校园实地考察，嘉宾演讲，职场一日，实习机会以
及提供在行业和社区中的实习机会。



为学校提供支持来保证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并确保学校纪律是有追溯效力
的，其目的用来减少停学处罚。



继续全面执行纪律基础政策并扩大对以下项目的投资，如修复式正义，它为
学生在所有学业和社会情感方面提供全面的支持，并以实施举措来为学生提
供有实际意义的机会从而在一个关怀和支持的环境下培养学生自我约束和积
极行为。



继续扩大实施以下修复式正义的做法:
 “学生法庭”来让学生不再讲负面的语言，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以
及让学生通过“修复式正义”方法来互相帮助，包括面对非处罚性的非
刑事处罚的后果。
 在洛杉矶高中和威尼斯高中可见到青少年法庭
 所有示范高中都必须在今年设置社区建设学生圈维护者，如罗
伊鲍尔高中所做的。



创建道德研习课程，作为可选择或随附资源工具为教授道德研究课程提供支
持。通过这个课程，学生们会接触到“历史和文化上的现实，结合他们肩负
的责任-提倡并支持积极的人际关系和非歧视性的做法”。本质上，通过教育
我们的学生，我们可以赋予他们选择解决分歧和对人宽容的其他解决办法。



校方运营办公室会为庆祝学校氛围法案月的学校提供材料和活动，这个法案
月是根据委员会决议所设立。这项活动推动并强调在整个学区内建立一个正
面的，安全并且关爱的学校氛围。



人际关系，多元化和平等与 10 月份年度安全校园庆典作为全国出柜日的一
个部分来进行配合，为男同性恋学生，女同性恋学生，双性恋和变性学生建
立一个安全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



家长社区学生服务部门会与 KLCS 一起合作来制作一个叫“学生声音”电视节
目。这个节目着重介绍每个地方学区内成功学生的事例，通过学生发言见证
以及和学生、校友、加州，学区人员开展讨论以鼓励学生留在校园内。



通过提供关联学习机会计划增强学校的相关性和学生参与，结合大量的学习，
严格的技术要求，为学生提供个人相关的支持和真实的外界体验，并切合
21 世纪主题。准备 9-12 课程设置是一个网上课程，具有大量的学习计划，
提供丰富谘询的资源，而且其他教师可以借鉴给自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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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大学承诺联盟（根据长滩学区的示范），与当地加州州立大学和社
区大学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毕业生提供关键的资金奖励和服务。所有成
功完成加州州立大学预科最低学业要求的 LAUSD 学生将得到在其州立大学
学习学士学位的入学机会。
 即将来到的 2015 届 9 年级学生得到当地加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已经注明如何得到有效证书的要求。
 所有的 LAUSD 学生都有优先进入当地社区大学的机会。
 会为毕业学生寻求奖学金的拨款。



推动 GEAR UP 4 LA 拨款的积极成果和做法在校园内支持开展上大学的文化氛
围。



介绍并探索流程以效仿旧金山市的学前班到大学投资（K2C）模式。学区会
研究效仿这个项目的可行性，通过铲除障碍开设储蓄户口来为家庭开始攒钱
上大学的家庭提供帮助。洛杉矶市和县有可能会为每一名学前班学生开设储
蓄户口，并在每个户口里存入 50 美元。 参加免费/低价午餐项目的学生还会
获得额外的 50 美元。5-6 年级和 8-9 年级学业达到最佳的还会得到资金上的
奖励，这个奖励很有可能由慈善机构和公司基金，社区组织和当地企业赞助。

所有年级

进度指标
成果
学校全面实施纪律基础政策(DFP)

目标
71%

全面实施纪律基础政策和采取修复性正义
办法的学校出现停学处罚减少的情况
全面实施纪律基础政策的学校出现了出勤
率上升的情况
全面实施纪律基础政策并采取修复性正义
办法的学校在学校体验调查问卷中出现了
文化/氛围分数提高的情况
在年度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对关于学校具
有支持氛围的问题，回答“同意”和“强烈
同意”
减少亚团体中不成比例的停学处罚（非裔
美国学生和有障碍学生和所有学生
的%。）

71%

数据来源
MiSiS
春季正式实施 (ROI)
MiSiS

71%

MiSiS

71%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结果

监测时间
2015 年秋季
2016 年春季
2015 年秋季
2016 年春季
每月
2015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结果

2015 年 8 月

MiSiS

每月

5. 利用数据来驱动人性化的以掌握为基础的学习指导，并提供资源信息来支持系统
范围内的改进。
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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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关掌握式学习和评分制度的业务发展机会，提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
要具有成长的理念并把重点放在努力的重要性上还要明白智慧不是统计数
字。在一个掌握式学习的模式下，学生的能力和技能得到认可，而不管他坐
在椅子上的时间是多久。



从州、学区和教师所创立的评估中收集学生表现数据来诊断每位学生的学习
进度。随着项目的实施与进行，进度数据和学生成果数据都会用来评估某项
资源对学生进步的影响如何以及这些资源是否用在能够产生最佳效果的项目
上。



为学校开发资源，方案和专业发展以用来分析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估
（SBAC）学生表现结果从而提高指导效率。



对那些成功达到学区目标的学校进行问卷调查，并准备一个数字化的最佳做
法指南来同其他学校一起分享。



围绕分解数据开展对话，为相关利益者提供核实学生和学校针对学区目标所
取得的进步，并确定最为合适及有效使用 LAUSD 资源的方式。数据衡量内
容包括来自 MiSiS, MyData, SBAC, SRI, CELDT, LAS Links, PSAT, AP, 及期间评估的
一系列的数据。



在个人毕业计划会议中监测学生参与情况要考虑学生未来的目标并制定他们
在高中期间能够达到目标的具体行动步骤计划。学生和家庭会收到需要完成
科目的通知并在整个高中期间给予实际的升学准备指导。



增加由学生主导学生家长/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会议的次数。学生解释他们
朝着大学毕业和就业准备方向对与学业（内容/技能）以及个性（工作与学
习习惯）的进步有哪些。学生向他们的家人展示学科作业来证明他们的进步。
学生还要找出哪里还需努力进步并且清楚地表明使他们走上正轨或保持在正
轨上需要采取的步骤。



使用早期预警系统来找出有风险可能的学生并增加针对他们的需要和挑战与
他们清楚沟通的机会，特别是在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的过渡时期。



使用早期预警来找出有危险成为 LTELS 的学生，并监测英语学习者被重新分
类的进度情况。



密切监测 9 年级学生的课堂表现，在他们得到不及格或还没有落后的太远以
至于无法追上之前及时进行干预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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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指标

所有年级

成果
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参加拓展的课程并完成课程。

找出资源的差距，进行干预，在所有的高中都能
参加 A-G 课程并成功完成该课程:
 所有学校 A-G 课程完成率的特点/条件是根
据每个学年，科目和子群（性别，人种，
免费午餐/减价午餐，英语学习者，寄养家
庭青年）来进行分解的。


所有年级

目标
100%



清楚标出学生成功与失败的比率，按照学
生需要指数所划分的不同区域内的不同动
向
建立一个 A-G 指数，标出所有分配到学区
内每个学校（核心豁免, CEIS, 20 所学校，
等等）的拨款，以及在学区内每个学校的
花费（包括社区合作伙伴）和高中学生 AG 课程参加与完成率，中学预计率（有可
能的 8 年级高中准备指标）和小学学生的
预计率

6. 通过提供客观性的反馈，辅导和专业成长来为发展高
品质教学和领导方法提供支持。

数据来源
MiSiS

监测时间
2015 年秋季
2016 年春季

A-G 平等机会
审核

2015 年 12 月

A-G 平等机会
审核

2015 年 12 月

“当你的眼睛离开目标时，你所
看到的可怕事情就是障碍。”
亨利福特（Henry Ford）

战略方针
 确保 LAUSD 每个年级都有高效的教师提供高
品质教学和发挥领导作用。


提高指导领导团队（ILTS）的操作方式，在向加州标准，A-G 和其他方案实
施和转型期间，具有高水平表现和效率。



确保定期去课堂访问，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回馈并就学校的首要目标和教师
个人提高目标开展对话，从而改善所有课堂的教与学。



为主管和行政人员提供业务发展机会来加强他们在辅导、反馈信息、采集有
质量证据以及评估技术方面的技能从而提高领导力。



提高教练和导师的业务能力来协助新的有前途的行政管理人员确保他们对学
区方案（包括 A-G）能够与时俱进。
18



充分利用我的专业学习网络（MyPLN）来为教师提供个人进修机会。MyPLN
对多元学习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评估，也是网上学习社区的平台，鼓励教师进
行合作并分享最佳做法。



为所有教师和行政人员创立一个学区范围内的业务发展条件，使用 MyPLN
来了解 A-G 课程和学区毕业的要求从而增强对 A-G 课程的理解和认识。



针对学区方案和指导计划组织一些专业发展机会来发展教师业务能力并提高
学生成绩。



确保各个部门，年级和指导团队进行会谈的时间，从而改善课堂内的课程设
置，指导和评估。

进度指标

小学

成果
小学指派一名语言与识字专员

K-3 年级教师完成基础阅读的必修课程，
由数据推动的分化指导，使用多层次支持
系统，K-3 年级统一学习设计
高效的业务发展

目标
100% of
所有入
选学校
100%

教师业务发展支持：教师和学校领导

数据来源

监测时间
2016 年 1 月

日程安排与签到记
录

2017 年 6 月

评估，日程安排，
签到记录
评估，日程安排和
签到记录

2016 年 5 月

二级

培训 二级数学教师使用 ALEKS 作为 2 级
和 3 级干预

100%所
有教授
课程的
教师
第二级 ELA 干预，培训教师快速学科认知 100%所
训练(AAL)
有教授
课程的
教师
100%
混合式学习干预，使用认证
教师和管理人员完成有关毕业要求和 A-G
培训，并能够向家长和学生说明要求内
容。
高效业务发展
教师业务发展支持：教师和校方领导

100%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6 月
MyPLN

2016 年 6 月

评估，日程安排，
签到记录
评估，日程安排，
签到记录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1 月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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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立并实施补回学分的机会，来让所有 2016
和 2017 学年的学生能够达到新的 A-G 课程要
求，提高毕业率并减少辍学率。

“永远不要放弃，哪怕需要使出
浑身解数，还是不要放弃”
无名氏

战略方针：
 PASS (表现评估学生支持) 通过把重点
放在没有掌握的内容上，提供一个独特的补回不及格科目的学分的机会。一
旦学生已经掌握内容，他们可以得到“C”。 每个课程是按照几组标准以练习
构成的。学生成绩将取决于他们处理每个的练习的能力评估结果。在每个练
习的开始，学生会做一个预先评估。如果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预先评估，那么
他们就会得到分数并进行下一项练习。如果他们还没有掌握，把内容分开进
行教授来满足学生的需要。
 这个项目的课堂会进行转型成为让学生以他们自己的进度完成传统的
20 周一学期的练习，这样学生就能在学年里获得补回更多学分的机
会。
 教师会接受培训来教授这一课程，并会向教师们提供资源：如驻校
A-G 补学分指导，他们负责监督学生的进度，与家长进行沟通，提供
数据分析，并与学生建立他们的个人毕业计划。除此之外，还有教师
顾问与指导教师就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课程设计一起努力合作来保
证学生的成功。
 这个项目也会在指导和评估上使用新技术，使用新的教科书，以及网
上的 ALEKS 补充课程。


RIG (发现+干预=毕业). 提供一个对那些不及格科目补回学分的独特机会，通
过让学生在上学期间参加一个有高中老师参与的通过课程。学生可以参加由
高中再教育学校提供的一到两门课程，而在全面高中则要参加四门课程。学
生可以得到高中再教育的指导学习从
而补回学分。



RIG 的课程通常在普通高中和再教育
高中内都有向学生开设，每周两次下
午 3：30 至 5：30。此外，还有每周
两次的 5：00 至 7：00 的夜校课程帮
助补回学分，为白天参加学校活动的
学生提供了更多补回学分的机会。
 此外，入选的学校还会继续为
未能高中毕业的学生提供课程
支持。在春季学期之初（再教
育高中普通日之前），会鼓励
非毕业生来参加高中再教育，
从而完成学业并拿到足够的学
20

分来毕业。学生不会在春季学期结束后和夏季学期开始之前休息，而
会继续上课，这样他们就不会丢掉学习的动力和势头。


网络指导项目提供了虚拟与混合式学习课程。学区已经购买了 4,500 个虚拟
混合学习证书，这些数字化课程是由 LAUSD 老师共同开发的。学区还购买
了 500 个一次性使用的，虚拟学习证书，其内容由 Edgenuity 的教师提供。
Edgenuity 支持掌握型学习，学生只需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而他们无需展
示熟练程度，并且最终可以根据所展示的掌握情况获得学分。



学生行动起来做好准备(STAR 17)对在学期内未能掌握课程内容标准的学生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延时机会。只在教师推荐下方可参加，一旦被 STAR 17 项
目录取，学生，教师，辅导员和家长就要签署一个合同，合同说明课程需
要、承诺和期望。学生的成绩如果在“C”的十个百分点内，那么将会给学生
提供另外一个展现掌握内容标准的方式。如果学生最初的成绩在 65-69%之
间，那么学生会得到 8 节两个小时的指导课程。在学期的尾声，放学后，
周六或冬季假期还会提供更多的课程时间。
 一旦学生完成了合同中的额外指导课程，推荐教师则同意把成绩改
为”C”。
 项目让学生能够按照 SLAM 项目内通过教授与老师的合作达到目标，
为高风险学生提供的数学和英语大学准备课程。对 STAR 17 业务发展
将包括教师、教授和校方辅导员的通力合作和校园协调从而创建课程
和评估。



成人与职业教育部门(DACE)将在 14 所学校的 2016 和 2017 年级的第三阶梯
学生提供两个课前课程和两个课后课程。这些增加的课时是零辍学项目策略
的一部分。



DACE 将会增加参加现有职业技术教育（CTE）课程的人数
 DACE 策 略 性 地 评 估 所 有 C T C 课 程 ， 从 而 增 加 参 加 人
数，提高掌握熟练程度，确保质量并使就业潜力最大化
 DACE 还会与二级辅导员协调增加公众对二级学生进行职业培训的
意识。



与社区大学学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允许社区大学的老师能够在高中上
课，包括选择学校也包括同时参加课程的机会，以及在教育职业中心内
（ECC）安排职业技术教育课程（CTE）。



加深与企业、社区大学和职业发展合作关系，从而提供革新性的支持服
务，无缝隙过渡框架，协调职业途径，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二级学生顺利就
业的服务。DACE 还会与学区有关的学习项目发展合作关系。



辅助课程为学生在校内提供重新学习不及格课程的机会。课程数量和时间
取决与学校的时间安排。也在课前时间提供能够补学分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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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学习班项目为核心豁免的小学和中学提供了附加夏季学习机会(ELOS)，
并为 79 所高中和 8 所再教育学校提供了学区范围内的补学分夏季学校项目
（CRSSP）。



恢复培训 是由地方西部学区所创建的，由 10 名志愿教师提供，他们在夏季
学校的前 4 天和整个夏季学校期间轮流为学生提供培训。 目的重点在于培
养一个成长的理念和坚持不懈迎接挑战的习惯。地方西部学区还继续为学生
提供恢复培训并衡量其对学生成绩的产生的影响。



独立学习为学生提供了最具弹性的补回学分的办法。学生需签署书面协
议，协议规定需要做的作业，和与教师见面的时间框架来以获得额外的指导
支持。这个项目为已经就业的学生提供上课的机会并减少辍学的潜在可能。



对 2016-2017 的学年安排改动进行调研从而平衡秋季和春季学期并延长冬季
假期，从而能够获得除了夏季学校之外的补学分的机会。

二级

二级

进度指标
成果
参加补学分课程的学生能够成功补回学分

目标
80%

数据来源
谷歌文件
MiSiS
MiSiS

监测时间
2016 年 6 月

增加在毕业轨道上的学生人数

70%

增加毕业率

>70%

MiSiS
= 加州教育部
(CDE)
CDE

Aug 2016 年 8
月

降低辍学率

<8%

9-12 年级在 A-G 课程轨道上（在所有的 AG 课程中取得“C”或以上）

45%

MiSiS
MyData

9-12 年级处在毕业轨道上的学生（符合
CSU/UC， LAUSD 和 CDE 要求）

70%

MiSiS
MyData

11 年级的学生按照 11 年级早期协助教
育（EAP）数学评估成绩为“条件上准备
就绪”或“准备就绪”
年级的学生按照 11 年级 EAP 英语语言
艺术的评估成绩为“条件上准备就绪”或
“准备就绪”

标准
+1

更为明智联合
平衡评估
(SBAC)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2 月
2016 年 3 月
2016 年 6 月
Aug 2016

标准
+1

SBAC

2016 年 6 月

2016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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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9-12 年级学生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
大学和职业的问题-对这间学校大多数成人
都希望我上大学一题的回答为“同意”或“强
烈同意”
9-12 年级学生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
大学和职业的问题-对我了解目前对符合 AG 必修课要求的进度一题的回答为“同意”
或“强烈同意
9-12 年级学生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
大学和职业的问题-对我已经与学校的教职
员工讨论过我的 IGP 一题的回答为“同意”
或“强烈同意
9-12 年级学生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
大学和职业的问题-对我可以在这个学校内
找到一个成人并得到大学或就业方面的帮
助一题的回答为“同意”或“强烈同意

目标

数据来源
学校体验问卷
调查

监测时间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
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
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
调查

2016 年 8 月

8. 加大家长与社区的参与和沟通，通过为家庭提供培训，告诉他们作为家长与学校
员工一起来支持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家庭所发挥的责任与作用。家长和社区代表
会影响到家长/监护人来帮助孩子为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
战略方针
 保证学生和家长参与到个人毕业计划中来，并找出提供支持的方法以及更先
进的学习方法。


为家长创立一系列了解孩子学业进程的机会，并理解如何能够对这个进程提
供支持。



向家长介绍学区方案和项目，学校以不同语言以展示和展览的方式宣传有关
毕业要求，A-G 课程顺序、加州标准、学校报告卡、如何使用大学委员会家
长网站以及大学和就业选择。



在培训中让家长领袖参与进来，为他们提供资源和指导，这样他们与有风险
辍学的学生家长一起合作时可以起到协助作用。培训课程议题关于如何支持
学生的学业/社会/情感需要。



保证参加村落运动（Village Movement）的学生家长参与到校内家长的活动
中，这样能够把他们也包括到“运动中来”，此运动由学生赋权和参与单位主
办。



与学校精神健康、PSA、流浪者教育、特殊教育和移民教育一起合作来为家
长和家庭开启一套相应的服务。保证能够在家长中心得到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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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长推广 MiSiS 家长支持系统终端的发展，这个终端提供学生的成绩，
IGP 和考勤。
 鼓励家长和学生在家长、社区和学生服务部门发起的“为大学和职业
做好准备保证书”上签名并为小学和中学学生准备一份“A-G 准备指
南”, 这样可以把他们的学科与高中毕业课程联系起来。


A-G 的学生大使将接受培训并在课后辅导计划中帮助学生以支持 A-G
项目。 这些学生大使都是成功通过 A-G 必修课的学生，他们还会担
任这个项目的示范榜样和发言人。



通过 KLCS 与学生领袖一起发展公共服务公告（PSAs）,鼓励好的学习成绩，
并鼓励一种积极向上的、以上大学为目标的学校风气。



在家长、社区和学生服务网页保持一个大学和就业的联系，这个网页可以把
所有的学区资源集中在一个地方。



为家长提供志愿服务的机会，还可让家长参与学校的日常活动。

进度指标

所有年级

成果
家长参加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学校质量的问
题，家长回应为“同意”或“强烈同意”
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学校与家长沟通
的问题，家长回应为“同意”或“强烈同意”
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学校欢迎氛围的
问题，家长回应为“同意”或“强烈同意”
在学校体验问卷调查中关于学生在校园内感
到安全的问题，家长回应为“同意”或“强烈
同意”

目标
40%

82%

数据来源
监测时间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2016 年 8 月
学校体验问卷调查
201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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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进与担负责任
用来衡量各方面成功的关键标准—从教室、学校、地方学区到中央支持系统-就是每名学
生的学业成就。该大学与就业准备计划的组成部分就是要把重心放在以数据为驱动的具体
举措上从而达到学区的愿景与目标。学区把重点放在该计划的重要战略的目标和行动的同
时，它还提供了预警系统的培训和支持来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从而保证学生的成功。对该
指导计划所描述的所有战略计划的成功所担负的责任不单单是一个部门，一群人或一个中
央学区的责任。一个学生的教育涉及到学校与家庭、学校与学区、学区与社区各个方面的
复杂关系。
学校将以一种对学生和家长友好的方式来就该项目的结果进行沟通，这样他们可以领会到
面临毕业的挑战并感激学生朝着毕业方向取得的进步成功。每个家长中心对家长来说都是
一个信息管道和教育渠道，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项目如何能够在通向大学和职业的道路上
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支持。
责任就落在指导部门，地方学区和各个学校的肩上。

指导部门
• 对政策和信息的理解和沟通
• 为地方学区和学校提供服务和支持
• 出台实施政策并进行沟通
• 收集、分析数据并监测进度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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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地方学区找到资源

地方学区
• 出台大学和职业准备规划并进行沟通
• 为学校提供服务和支持
• 向所有地方学区相关人士就实行项目和计划进行沟通
• 提供系统性的业务发展机会来建设队伍力量
• 收集并分析数据并监测学校进度和表现
学校
•
•
•
•
•
•

出台大学和职业准备计划并进行沟通
为教师和员工提供服务与支持
向所有学校利益相关人士就实行项目和计划进行沟通
出台并参与业务发展机会
收集，分析数据并监测项目表现
向家长提供培训从而理解数据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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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指引未来：大学与职业生涯准备规划为学区完成重大任务指引方向：通过改变指导和支持
的方式来改善学生的未来。我们不应该只把它视为另一个学区计划；相反，我们应该把它
当作一个 LAUSD 社区为每名学生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非凡机会。
此项规划是以最佳的，以证据为依据的一套实践方法，提供大学和就业准备、预防/干预
辍学，高品质指导，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持服务。与此同时教师和校领导不断深入进行
业务发展，坚信计划目标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并使学生为大学和就业的征程做好准备。
这个以数据为基准的责任模式就是使该规划确实执行并且处在轨道之中的指引明灯，因为
这项规划是由结果所推动的，并且信息系统工具还会随时告知不断进步的成果。
该规划对 2016 和 2017 毕业班的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最终会对未来的成千上万名毕业生
产生影响—那么指导部门对这个提议的大学和就业准备规划的投入回报将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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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在设计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员
谨向所有参与大学与职业生涯准备规划设计过程的中央和地方校区的成员，包括 UTLA 和 AALA 的
代表，表示感谢。尤其是要感谢很多家长、老师和管理人员，他们不仅参与了本过程、还和我们
分享他们对学生需要什么才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看法，以及对大学和职业生涯准备的看法。还
要深深感谢教育委员会，Ramon Cortines 主任，Michelle King 副主任，感谢他们为所有学生的大学
和职业准备提供的支持和指导贡献。最后，特别感谢 A-G 干预与支持的主任 Carol Alexander。

Dr. Ruth Perez

指导部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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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lva Amezc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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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equiel De La Torre Arell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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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Barker
Angel Barrett
Kit Bell
Robin Benton
Bethsaida Castillo
Derrick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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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dice McLurkin
Ramon M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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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 Patton
Caroline Piangerelli
Rory Pullens
Susan Ward Rancall
Jose Rodriguez
Michael Romero
Natividad Rozsa
Karen Ryback
Maricela Sanch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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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Telio
Karen Timko
Marco Tolj
Judy Utvich
Desiree De Bond Vargas
Felipe Velez
Nicole Wagner
Cindy Weldon
Darnise Williams
Don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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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学区项目、提案及支持服务概述
下方表格为现有 LAUSD 项目与干预内容列表，它们反映指导项目所获不同层面支持的整合情
况。指导部门的各个部门，与其他的部门和处室合作，将对地方学区和学校对本项目的支持提供
支持。以下是各个项目的情况描述。

项目、提案及支持服务
Pre K –
2 年级

小学 3-5
年级

中学 6-8
年级

高中 9-12
年级









高级英语语言发展（ELD）





通过个人决心进步（AVID）





通过个人决心超越



大学预修课程 AP





大学预修课程准备项目





大学预修课程，学习能力测验预修
课程，全国英才奖学金资格考试





项目/提案
学术英语掌握项目(AEMP)



成人教育


艺术教育



知识领域测试与学习









课后学习









混合式学习









美国大学承诺联盟





学位项目













新生成功桥





LA 加油（GEAR UP 4 LA）
英才教育（GATE）

















双语项目





早期识字项目









早期预警数据监测
早期识字技能动态指标，SBAC，
SBAC, TRC, LAS, CELDT, SRI，临时测
试，考勤等。





个人毕业规划
图书馆和教科书联合支持服务



有障碍学生融合









幼儿园到大学的投资









iv

项目/提案
关联学习机会

Pre K –
2 年级

小学 3-5
年级

识字与语言

中学 6-8
年级

高中 9-12
年级









掌握式学习与评分









我的个人学习网(MyPLN)













关联学习
家长与社区合作









修复式正义









标准英语学习者(SEL)









学生主导型会议









支持学生达到世界语言要求的
“E”









教学与学习框架









UCLA 协作/20 所学校项目



学术英语掌握项目(AEMP)
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准备的指导策略项目，被称为标准英语学习者（SEL）项目。英语非母语
的学生包括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夏威夷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原住民学生。标准英语学习
者的老师们采用了一些指导策略，来帮助学生习得标准的和学术的英语，这可以对学生语言和文
化起到一个验证、评价和提高的作用。
通过使用语言筛选以及其他标记辍学风险的方法，努力寻找可能的标准英语学习者。学区正与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作，验证 LAUSD 语言筛选以及与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教育。中学也将开始将
学识阅读记录（SRI）给予可能的标准英语学习者。校区将增加学术英语掌握项目(AEMP)的学校
数量，标准英语学生辅导，并将最好的做法在地方学区进行分享。
高级英语语言发展（ELD）
高级英语语言发展项目的是为长期英语学习者（LAUSD 对长期英语学习者的定义是“在美国学校
就读五年仍然未能获得重新分类”的学生）提供技能与内容知识来增加他们现有的英语语言发展
水平，达到重新分类的要求。课程的学术重点在口语的培养，快速学术词汇的习得，说明性写
作，阅读理解能力采用与 CCSS/ELA 一致的加州英语语言发展标准。如有需要，这个课程可能会
作为 A-G 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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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决心进步（AVID）
通过个人决心进步是一个大学预备系统，旨在为高中毕业后处于学术中等阶段的高中生提供辅助
性（学术和情感）支持。AVID 学生通常都是家里直系亲属中第一上大学的学生，通常是被忽视的
群体成员，如，英语学习者，低收入人群，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等。有 60 多所 LAUSD 中学在实
行 AVID。
通过个人决心进步（AVID）超越项目
AVID 超越项目是一个预 AVID 中学选修课程，旨在通过提供辅助性的英语语言发展支持加速学生
语言的习得，打破将英语学习者（ELs）变成长期英语学习者（LTELs）的恶性循环。 AVID 超越项
目意在为 8 年级升入 9 年级的学生准备好通向成功应具备的语言和组织技能。目前在 2015-2016
学年，有 7 所中学参加 AVID 超越项目。
AVID 超越项目也包括一个两星期的暑期课程，该课程着眼于过渡技巧，学术词汇，写作应用，
口语培养。
AVID 和 AVID 超越项目通过提供辅导课程和强大的师生关系来教授学术成功所需的技巧与行为。
由于 AVID 项目的优势，许多学生往往会受益于高级的学习机会，并且取得很好的成绩。

大学预修课（AP）
大学预修课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学习体验，能够通过让学生获得大学学术工作体验的方式来更好地
为大学做准备。而且，通过让高中生通过大学预修课考试，使得学生在高中在读期间就能获得学
分。大学预修课有 34 门课程可供选择，包括艺术，计算机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数学，科学，
英语语言和文学以及世界各国语言。2014-1015 年，118 所 LAUSD 学校的学生一共参加了 5 万多
次的大学预修课考试。
AP 考试费用报销计划为来自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解决了因经济问题而无法参加 AP 考试的问题。
拨款来自州政府并且学区负责为符合收入条件的学生支付 AP 考试费用。
大学预修课准备项目
通过 AP 准备计划，学区为 AP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学生并每月为 UCLA 的教师提
供了补助性的帮助。这个项目目标针对历史上具有非代表性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并对所有的学
区 AP STEM 学生开放。超过 2900 名学生和近 200 名教师参加了 2014-2015 学年的项目。学区数
据分析表明 AP 准备计划已经在增加学区 AP 参与人数和考试成功率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vi

大学预修课和学业能力倾向初步测验/英才奖学金资格考试
学业能力倾向初步测验/英才奖学金资格考试(PSAT/NMSQT)是一个由大学委员会和美国优秀学生
奖学金机构共同发起的项目。PSAT/NMSQT 是一个标准化考试，为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提供亲身感
受，给予学生一个获得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机构奖学金的机会，测试数学、辩证阅读以及类似于
SAT 的写作能力。PAST 考试包含 SAT 考试的真题，其设计就比 SAT 要稍微简单一些。SAT 是用于
大学录取，PSAT 分数不会发给大学。
学区支付所有 2014 年 10 年级学生参加 PSAT 考试的费用。学区希望 PSAT/NMSQT 考试成绩报告,
包括 AP 潜力报告可以用来作为高中改进教学指导，找出成绩差异并开发更多高级课程，包括大
学预修课程的一种手段。

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为成人以及在读和辍学的高中生提供学习机会和就业培训。成人与职业教育部门
（DACE）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位于学区内不同学校内，通过提供便捷的高质量指导，帮助社区
成员达成个人的和职业的目标。
成人与职业教育部门已经与 14 所高中合作，为 2016 和 2017 学年的三级学生提供两个课前班和
两个课后班。这些延长的学时属于零辍学项目战略的一部分。

艺术教育
社区指导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艺术教育。2012 年，教育委员会宣布，艺术教育
是 LAUSD 的核心课程，将致力于在全学区恢复艺术教育。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艺术教育
会提高所有核心课程的成绩，尤其是对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根据 2009 年出版的艺术伙伴（Art
Partnership），对 63 个对学生的研究，涉及社会经济领域，表明那些和 LAUSD 的学生一样的学
生，在一个充满艺术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后：




更好地为加入全球劳动力做好准备
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成功
显示高中毕业率得到提高

如今，在小学阶段，增加巡回艺术老师，在中学阶段，提供额外岗位来培养完成掌握 A-G 中 F 课
程要求所需的基础技能，这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了加强已经明确的大学和职业道路，艺术部
正在让学生有更多途径接触专业艺术人士，获得更多实习机会，参加全区性的艺术节，增加业界
接纳一间学校项目的机会，这些都将提高曝光率，从而为学生提供支持并且培养艺术榜样。
vii

知识领域测试与学习(ALEKS)
知识领域测评与学习是基于网络的测试和学习系统，能将每一个个体学生的需求区分开，包括有
残障的学生。ALEKS 采用自适应询问来快速和精确地确定一个学生对一门课程了解程度。ALEKS
项目被用来作为 2 级和 3 级干预，用于 6-8 年级学生，代数 1，几何和代数 2.
课后学习（BTB）
课后学习项目致力于通过其暑期项目---附加夏季学习机会(ELOS)，为所有核心豁免的小学和中学
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A-G 二级学术支持，并为高中提供了学区范围内的补学分夏季学校项目
（CRSSP）。
BTB 在小学层次上，提供了一个英语语言艺术的干预项目，以帮助学生掌握年级水平标准。
为中学提供的是英语语言艺术或数学加强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年级水平标准并为高中的学术课程
进行准备。
在高中阶段，所有核心课程（英语语言文学，数学，科学或历史/社会科学）得了 D 或 F 的同学
可以进入 86 所学校学习学分补回课程。非核心课程（卫生、体育、世界语言）上的 D 或 F 的同
学，将可以进入 29 所学校中的一所来上这些课程。
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是一个正式的教育项目，学生在这个项目中，至少对内容和指导的学习是部分通过数
字和网络媒体完成的，学生可以控制时间，地点，路径或快慢。为了让学生做好准备，在读大学
时或工作后能成为数字化学习者，所有的学校都将采用科技来对指导进行区分和个性化，在学术
上更加严格要求，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模型，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精神。教师将采用自适应
和非自适应数字内容，提供区别化任务，以及各种路径来加强学生的学习。技术使得教师能迅速
检查学生的理解，并且将组群和指导策略告知学生。
学区采用了几种混合式学习项目。一个范例就是使用知识领域测试与学习（ALEKS），这是一种
以网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测试与学习系统。另外一个技术项目，Edgenuity （网络指导）支持掌
握学习，让学生将精力放在他们未能展示出熟练度的领域，并且学生会最终根据所展示的掌握程
度获得学分。
大学承诺联盟
大学承诺联盟（以长滩 USD 为模型范本）是一个企业、社区和大学之间的合作项目，以支持学
生获得中学后教育并取得成功。完成本项目所采用的方法是打造加州本地的大学和社区大学之间
的合作关系，为毕业生提供关键的财务奖励和服务。该项目的内容包括：


所有的 LAUSD 学生，如果成功的完成了加州最低大学预备课程，将会被本地的加州大学
录取并且有获得学士学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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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9 年级的学生获得加州本地州立大学的录取书，列出证书验证的要求。
所有 LAUSD 毕业生在本地的社区大学优先录取。
为高中毕业生寻求奖学金的资金。

学位证书项目
学区学位证书项目是成功使用战略数据的典范，采用了月份汇总表报告来分析各个年级的数据趋
势，出勤率以及指导预防有风险学生辍学和干预努力的行为。学生服务和出勤辅导（PSA）通过
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教给学生各种毕业的方法，直接服务于辍学名单上的同学及其家人。这个
高度成功的项目为期五年，将继续在开始的 12 所学校开展，并将再拓展到其他 10 所学校。最有
效的策略包括：
 为学生提供支持，告知其各种学分补回方法。
 协助关于学生出勤和辍学预防话题的家长赋权研讨会。
 为学生复学日活动提供合作，协作和帮助。
 为以学生出勤和辍学预防为主题的年级会议提供支持
 与学校的就学和辍学预防小组合作，促进和推动 8 年级学生大学录取战略

双语项目
双语项目使得学生能够为全面的双语口头和笔头熟练做好准备，而且他们通常在阅读和数学方面
比同伴要做的更好。学区将继续为执行双语双向外语和双语项目的学校和老师开发资源，确保每
一个学校都能为学生创造条件，从而满足所有的 A-G 必修课要求，特别是满足英语之外的语言
（LOTE）的最低要求。
早期识字项目
LAUSD 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所有的学生在第二学年结束时都能高效和准确的读写说听，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将采取以下方法：
加强学前班和 K-2 之间的衔接。
 地方学区主任在《学前学习基础》以及加利福尼亚标准中计划并协助小学处处长以及早期
教育处处长的职业发展，特别关注以下内容：
o 适合学前，TK 和 K-2 年级课堂的教学法
o 在学前，TK 和 K-2 年级课堂中，玩耍的作用、中心、自由选择以及师生互动。
o 阅读基本技能，口语，英语语言发展和数学的标准级数
o 小学主任和 EEC 校长、老师间开展跨年级课堂听课及反馈
o 开发数据系统，使得学校，地方学区和中央办公室能够追溯学生从学前到 A-G 必
修课期间的所有成绩。
o 为学前，TK 和幼儿园老师提供跨年级的专业发展，从而全面理解在阅读、口语，
英语语言发展和数学方面的发展学习进步情况。
o 清晰明确的学前、TK 和幼儿园之间过渡活动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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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 TK-2 指导项目
 所有的学校都使用数据驱动的系统，用于传达领导决策，建设多级支持体系，决定有效指
导实践，提供专业发展，确定有效指导工具。
 所有学校的领导团队接受关于分析和使用多重数据点的专业培训，从而使得决策能够在学
生和学校层面得到传达。
 分阶段采纳 TK-2 数据-通知流程，重点放在指导日的语言和识字的整合。根据数据，学校
可以灵活有效地使用时间和指导，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来提高所有学生的成绩。
测试




课程




提供分析数据方面的专业、不间断的职业培训，从而来传达指导、预防和干预方面的策
略。
为过渡期的幼儿园学生进行试点性的阅读测试
为 TK， K 和一年级的老师提供专业培训，教会他们如何使用 Amplify 平台上的口语测试结
果。

继续《创新课程》和《我能》课程在学前和 TK 项目中的试点。
在 2015 年秋末选择一个学前班课程
为教师提供课程使用方面的专业培训

专业培训
 为所有学校指导领导团队就有效使用数据点提供专业培训，以传达领导决策、指导和干
预。
 为学前、TK 和学前班提供关于《学前学习基础》和加利福尼亚标准方面的专业培训
 为从学前到二年级的老师提供关于在课前阅读和阅读技巧教学中如何给予有效指导提供专
业培训。
第一阶段 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对中高管理层提供清晰的、经常性的信息传达和培训，依
据输入情况积极完善计划，制定专业培训。在地方学区领导力学校的指导下，校长们选择语言和
识字专员，时间为 2015 年秋季学期。
第二阶段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选择性的 Tk-2 年级教师培训开始，提供一系列的灵活的专
业培训课程，以及为 15%的小学提供“关怀包”，从而以最大的灵活性进行实验性部署。
第三阶段 2016 年 7 月-2017 年 6 月：各家学校承诺完成为 TK-2 年级教师提供的专业培训课程的
开设，继续提供灵活的执行选择和模型，期待各家学校能够推动其管理策略方面的决策。

x

预警数据监测
大量的研究表明，预警系统能够为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提供有意义的数据，而且如果得到妥善的
使用，会对促进学生的表现有巨大的影响。学区内的小学和中学所使用的预警系统将清晰地识别
出哪些学生在过渡到高中阶段时失败或者辍学的风险最高。预警系统的三个关键优势使学校能够：
 采用多项来自于校区数据系统的变量，可识别出哪些学生有学业困难，连同他们的出勤
或行为问题。
 指出学生的不足，帮助教育者认识到问题领域。这将能快速诊断出需要哪些支持，以及
针对个人的改进措施或支持方案。
 通知教师和管理人员有关影响全体学生表现的问题，以及有关指导、纪律或其他关键领
域相关的全校范围内的趋势。
推动本计划的五大策略之一，是使用数据来通知指导。教导处计划继续使用数据来支持所有的学
生，尤其是那些有学业失败风险的学生。具体措施如下：
 紧密监测 9 年级学生的课程情况，在学生学业失败或掉队太远之前进行干预，给予支持。
• 开发资源，起草协议，制定专业培训，让学校能用来分析联合平衡评估（SBAC）成绩以
促进指导。
在学校、地方校区和中央办公室的领导之间开展业绩对话，采用多种措施 SBAC – SRI –
CELDT – LAS Links – PSAT- SAT/ACT-来监控学生的发展。
• 与学生和辅导员制定个人毕业计划（IGP）
• 管理人员监控年度 IGPs 完成情况，确保辅导人员和家长能根据学生的个体需求，齐心协
力制定和调整计划。
服务支持人员的参与将使我们能够尽早地识别哪些学生遇到了麻烦，协调身心健康治疗，将其推
荐至社区社会服务资源。出勤及辍学预防以及复学工作人员也同样使用数据来跟踪学生，并且与
学校一道来确保所有的学生待在学校里，正常毕业。

新生成功桥
LAUSD 计划开发一个新生成功暑期桥项目，为从初中进入高中的学生提供一个积极的过渡，使学
生能够减轻挑战，解决需求。

LA 加油（GEAR UP 4 LA）
LA 加油项目帮助学生及其家人了解如何考入大学，如何在大学中生活，各种要求以及如何支付
大学学费。在 15 年内，加油项目已经为 20 所 LAUSD 学校的 13000 多名学生提供了服务，加油
项目还与 LA 商会合作，为内尔蒙特(Belmont)和肯尼迪选择区(Kennedy Zone of Choice)的 4000 多
名在读的 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开户储蓄账号。到目前为止，公开储蓄账号所接受的捐款已经
高达 92000 美元，而最初的存款只有 25 美元。这些账号提供了一个财务上的奖励计划，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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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前的准备行为，证据已经表明，那些有储蓄账号的孩子进入大学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储
蓄账号的孩子的七倍。这个理念同样将学生吸引到了 LAUSD 并将学生留在这里。

英才教育（GATE）
学区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将英才教育拓展到许多非具代表性的人口，即非裔美国人，拉丁裔，
英语学习者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 LAUSD 被确认为有天赋的 66000 多名学生当中，只有
8%是非裔美国人，11%为拉丁裔，低于学区的平均值 13%。为了解决这个比例失调的问题，学区
与人权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自愿协议。因此，高级学习选项创造了针对性识别项目（TIP），该项
目的设计旨在针对那些未达到学区识别目标的学校，针对性识别项目所提供的支持来源于指定的
英才教育心理专家，并且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以对那些来自于低推荐率和低识
别率学校的学生进行筛选和鉴选。
为老师和员工提供了专业培训，重点关注在文化上敏感的做法和教学法，他们能够培养和支持那
些被忽视天赋学生的才智与成就，并且消除，通往大学预科课程的障碍。学区的另外一个目标是
增加那些推荐率和识别率不能够积极反映学校人数情况的学校的数量。
绝大多数学区识别出来的天才学生都参加了在本地学校举行的英才项目，在全学区可提供的项目
选项包括：高级研究学校（SAS），英才/高能力特色学校中心，资优特色学校中心，美术馆。

个人毕业计划（IGP），
个人毕业计划是一个发生在学生、辅导员和家长之间的关于中学后规划的会谈。这样的会议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思考他们未来的目标，并且为他们将来在高中实现个人愿望所需要采取的
实际步骤做规划。学生和家长会被告知高中要学哪些课程？而且会通过高中的经历得到一些实用
的关于大学准备的指南。

图书馆和教科书联合支持服务
图书馆和教科书联合支持服务（ILTSS）致力于通过为学生老师和员工提供愿景、策略和技巧来
让他们获得并使用这些现有的学习资源和技术，帮助他们变成思想和信息的有效使用者。ILTCC
致力于改进老师与学生的互动发挥功方式来培养批判性思考者、为他们步入到多元化及复杂的社
会中做好充分准备。ILTSS 通过保证提供给学生和教职员工高品质的指导资料来支持学区的识字
和指导方案。
通过全面执行加利福尼亚示范学校图书馆标准，集中为学校图书馆员工提供资金，为最新的版本
和电子版提供资金，图书馆和教科书联合支持服务项目将会将机会拓展给学生，使其能够进入储
藏大量书籍的图书馆。这样的体制将指导资源带进了课程中，支持 LAUSD 的学生，使他们能够达
到或超越加利福尼亚内容标准对于培养研究能力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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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障碍学生融合
学区将继续将有障碍学生融合在对他们约束最小的环境中，并且增加常规教育和特殊教育教师之
间合作的机会，包括以下的支持：
 通用学习设计
 混合能力课堂的教与学
 针对性的干预与数据分析
 重点放在学习中心和干预选修课程，
 在英语语言习得和数学两门课中，提前教授并再教授辩证思维思想
 《语言！关注英语学习》第四版。
 增加对课程的忠诚度，促进联合教学
将通过专业培训将校区支持提供给各个学校，召开地区性的和学校的研讨会，来支持接受普通课
堂教育的有障碍学生。提供关于《语言！关注英语学习》，对象是读写有困难的学生。

幼儿园到大学的投资
幼儿园到大学的投资，是一个由旧金山开发出来的模型，将在洛杉矶得到复制，以帮助开始为大
学攒钱的家庭，方法是排除开户障碍，洛杉矶市政府和县政府将会同意为每一个幼儿园学生开户，
并且在每个账户储蓄 50 美元，参加减免学校午餐项目的学生将会得到额外的 50 美元存款。为 5
年级到 6 年级，8 年级到 9 年级重回正轨而提供的财政奖励将很有可能由慈善家和企业基金、社
区组织和当地的企业提供。

关联学习机会
为了加强学校的相关性和学生参与，学区提供了关联学习示范模型，此示范模型结合严格学业内
容，要求技术教育，并把对学生的提供的支持个人化还提供了真实世界的体验。围绕 21 世纪主
题进行组织，关联学习机会项目是在职业发展道路中发展出来的，把学习与学生兴趣和职业准备
联系起来，以提高毕业率并增加就学率。
截止到 2016 年夏季，所有参加关联学习项目的学生都会得到一份以工作为基础并与途径教学方
案相关的全面学习经验信息，有 500 名学生会得到与他们选择行业相关的带薪实习机会。
识字与语言
识字与语言课程是一个中学和高中课程。该课程的设计目的在于为长期英语学习者建立语言体
系，提高认字能力和内容知识。该课程的学习重点在于：1）语言发展，2）学术词汇的习得，
3）阅读理解。主题单位保证学生能够把科学、数学和社会学习的核心内容范围联系起来。指导
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此类活动与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与此同时还能传授给学生有效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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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策略。该课程使用以问答为本的进程，教授认字技能，建立背景知识，如果学生无法消化知识
内容还要帮助学生构建背景知识。学生还能学到基本的组织和社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如
何达到学业成功。学生最终参与写作和口语的项目中，该项目使用以研究为本的策略来教授阅读
和写作，并传授给英语学习者相关的学习策略。

掌握式学习与评分
培养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在掌握式学习和评分方面的业务水平，从而支持实施以标准为基础的有
效评分标准办法和课堂教学的多样化。培训包括学习 Carol Dweck 的成长理念研究，这个研究着
重强调努力的重要性并且懂得智慧并不是一个统计数字。在未来的两年内，中央办公室会为高中
学校按照几个阶段提供专业辅导，从而让所有的 LAUSD 高中教师了解到这个培训。执行这个项
目的最初目标为“20 所学校项目”，这些学校内有多数的非裔美国学生就学。
负责家长和社区参与的工作人员会指定一套共同语言的材料，提供给教师、协调人员、家长中心
的代表和学生来使用，同时让家庭也参与进来，对他们进行宣传以支持学生走向毕业的学业成就。
他们还会在家长、社区和学生服务网页保持一个大学和就业的联络内容，这样所有的学区资源都
可以集中到一起。

我的个人学习网(MyPLN)
作为教师鼓励基金拨款（TIF）的一部分，学区制定计划来发展并使用一个个人学习管理系统，
该系统将：






为所有雇员提供个人化的学习机会
支持针对专业学习内容并结合教师反馈意见的一个系统化评估
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满足成人学者的特殊学习需要
提供网上专业学习社区，鼓励教育人员合作并分享最佳做法
最终为所有的员工提供一个这样的系统，大家都可以进入并分享专业学习资源

家长和社区合作关系
LAUSD 保证通过参与审查并听取意见向 LAUSD 教委和教委主任反映家长们的真实声音，来确保
学区家长的意见持续成为重要相关人员团体的一部分。
当学校、家庭、社区团体通力合作来支持学习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在学校做得较好，且就学时间
延长，还会更加喜欢学校。家长、社区和学生服务支持学校实施有效的家庭参与活动，这样的活
动重视家长的合作关系，并使得孩子的学习和成绩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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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式正义
修复式正义是一个哲学观念和一个约束的方法，该方法除去惩罚并对那些因伤害行为而受到影响
的人重建和谐感受以及良好状态。它为家庭、学习和社区提供了一个负责任的渠道并打破报复和
暴力的恶性循环。它是基于儿童和青少年具有弹性的特点以及他们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观
点，而不是年轻人本身就是问题所在，而成人则需要解决问题。它的重点不在报复上，而是在重
新修复破裂的关系上，重新赋予他们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这种方法认定当一个人做伤害他人
的事情时，这就会影响到他所伤害的人、社区乃至他自己。当使用修复性正义时，就是要试图修
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社区所造成的伤害，这样大家都朝着恢复的方向前行。修复性正义重视并
提倡在一个社区内包容、合作的原则，修复性正义帮助学校创建并保持一个积极正面的校园文化
和气氛。
 建设社区
 庆祝成就
 对冒犯行为进行干预
 转化矛盾冲突
 重建破碎关系
 把学生重新融入学习环境中
标准英语学习者(SEL)
一名学生的母语不是标准英语，并有可能包括以下群体：非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夏威夷
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

学生主导型会议
一个经研究证实的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与家长和教职工进行自省并讨论他们
自己的进步。一些 LAUSD 的学校已经把学生主导型会议作为一个让学生自主掌控学习，讨论分
享个人毕业规划并就大学和职业准备进行沟通的一个有效途径。

支持学生达到世界语言要求的“E”
学生要能够在“A-G”课程、SAT 科目测试和 AP 测试以及由认可的学院或大学以学生母语进行的
其他考试达到最低的“E” 要求（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此外，讲西班牙语的 ELs，从 8 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到 12 年级，可以参加 LAUSD 的西班牙语同
等级考试，来确立具有两年高中西班牙语课程的水平，并且确定符合最低”E”(英语以外的其他语
言)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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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学习框架
LAUSD 的教学与学习框架对有效教学的期待给出了清晰的描述，能够找出榜样做法帮助学区的所
有年轻人完成学区的目标。教学与学习框架强调了制定以研究为基础的策略并经过证实是行之有
效的且能够满足我学区多元化学习者的需求，他们包括英语学习者，长期英语学习者，标准英语
学习者、特需学生和有障碍学生。除此之外，教学与学习框架概述了一种可以帮助所有学生成功
并成为 21 世纪高效学生的教学方法。教学与学习框架不但作为 LAUSD 的指导方法，还是教师用
来分析、自我检验和独立改进教学方法的指南，也是与同事和行政人员进行教师评估，教师业务
发展和支持的指南。
UCLA 协作/20 所学校项目
为非裔美国学生拓展机会并增加学业成就，学区已经创办了一个 20 所学校项目。这是根据美国
教育部，民权办公室（OCR）的调查所做出的回应，学区同意全面开展这样的项目，目标如下：
• 增加非裔美国学生参加大学预修课程的人数
• 增加非裔美国学生在大学预修课程获得成功的人数，通过以下方式：
o 得到该课程“C”或以上的成绩
o 在大学预修考试中，得到 3， 4 或 5 分
o 增加 2016，2017 和 2018 学年达到 A-G 标准要求并可以毕业的非裔美国学生人数
o 为提高非裔美国学生成就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 增加在 GATE 计划中非裔学生的选拔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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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毕业及职业生涯
做好准备的方向指南

总体 概述
介绍
洛杉矶统一学区（LAUSD）的大学和职
业准备机会作为一个路线图来指导学区
完成每位学生都能大学毕业并准备好就
业的任务。学区的任务是以这样的一个
信念来支持的，那就是学生可以达到较
高的学业水平。通向毕业和大学以及就
业的成功就是从学前班打下的坚实基础
而开始的。这个基础必须要建立在早期
教育上，然后再有计划地实行并监测各
个年级的情况从而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
完成毕业的课程包括 A-G 系列课程。一
个孩子步入 LAUSD 的校门时，这个关键
的工作就开始了且是所有 LAUSD 教师和
相关人员的共同责任。
该大学和教育准备计划体现了学区工作
小组的集思广益，小组人员来自一个大
范围的代表—学生、教师、家长、UTLA
的工会代表、AALA 以及行政管理人员
（校方、地方学区，中央学区）。工作
小组召开会议围绕最新的研究、最佳做
法开展讨论并产生出迎接各种挑战的策
略。整个团队经常来寻求解决办法来支
持所有学生就 K-12 年级、大学和就业做
好准备，这还包括独特的补学分选择。

目的
学区的大学和职业准备计划是以一个令人鼓舞
的愿景和最新的任务目标为指导的，强调学区
的共同责任来支持 A-G 和零辍学率的委员会决
议。计划根据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现实情况进行
塑造，并以众多有潜力的而没还有意识潜力的
学生进行推动，该计划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承诺
来为 LAUSD 的多元化学生做好准备并以知识武
装他们来应对全球的快速变迁。通过有意识地
建设系统、构建支持体系和调整资源，学区为
受到良好教育的、见多识广的，做好准备的世
界公民进行投资。
大学和职业计划告诉社区这项计划为学区的共
同要求服务，在每个年级的处于各种水平的每
位学生，从学前班开始（Pre-K）都有平等的机
会获得严格的、吸引人的高品质的教育体验，
这会为每名学生在 21 世纪做好上大学，就业以
及一生成功的准备。全面实施这项计划，并结
合各阶段监测和资源调整（人力，财务和时
间）对学生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 LAUSD 大学和职业准备计划反映了一
个明确的方向并为目前和未来的举措起到
指南作用，但地方学区和学校还是可以自
主决定他们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指导部
门则会监测加州标准，确保资源合理分配
到有需要的学校那里，提供业务发展并发
布数据结果来检测进展程度，这样就会改
善教学和学生成绩。
学区数据分析明显地强调全学区的教师需
要坚决地支持我们的共同承诺来实施策
略，建设项目并为众多的 LAUSD 学生，特
别是非具代表性的学生推倒通向大学和职
业途径的阻碍。

这项计划通过多个阶段 Pre-K-12 年级的视角来
审视大学和职业准备的挑战。这就要求系统的
各个部门（Pre-K-大学）进行协调，合作和明确
沟通和所有相关人员的积极参与，也包括家长/
家庭和社区成员的参与。每个阶段的过渡，5-6
年级和 8-9 年级对教育持续性都是特别关键的时
期，大家要采取必要措施来应对早期的预警指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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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职业生涯准备规划为 Pre K-12 年
级的持续指导定下六个主要学习目标和
八个重点方面。.

学习目标
学生将:
 Pre-K-8 年级达到识字和算数标准
 对 3-8 年级的学生在更为明智联合
平衡评估（SBAC）中的英语语言
艺术（ELA）和数学成绩达到“达标
或超标”
 英语学习者在语言和基本英语技能
和成绩卡的成绩上达到重新被划分
标准，在五年内重新被划分为英语
熟练流利
 在 11 年级的更为明智联合平衡评
估中(SBAC)达到大学准备就绪水平
 9-12 年级学生完成所有毕业要求课
程（包括 A-G 课程）
 获得大学预修课程并在 AP 考试中
成功，特别是来自非代表性人口的
学生
这项计划，作为一个指南针，为学生沿
着多条途径指引方向，提供必要的桥梁
与支持，这样所有学生可以成功地走向
同一座高山的顶峰，并且能够毕业、且
为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指南针的基本
坐标是由 LAUSD 任务、目标和主要策
略（见八个重点方面）构成，它将会指
导所有的学生如何做出重要选择、决定
以及需要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来使他
们达到顶峰。

八个重点方面:
每一项重点方面都列出来在学生走向顶
峰过程中可向学生们提供的支持
1. 标准一致的课程设置通过一个标准
一致的课程设置、指导技术、高效
的业务发展来使教与学进行转型，

从而使学生在加州标准，A-G 课程和高
等学习机会中的成绩有所提高。
 制定一个新的指导技术方案使用
混合式学习技术来增强学生作为
数字学习者的能力。
2. 高效地语言和识字指导

向所有学科和年级的学生提供一个高
效的语言和识字指导从而提高英语学
习者在五年内的重新分类率以支持学
生的学习。
 在 Pre-K-2 年级中实施并监测基
础识字与语言标准和写作技能
3. 多层次行为与学习支持

实施多层次行为与学习支持系统以缩
短成绩差异，消除辍学情况，并为英
语学习者（ELs）、标准英语学习者
（SELs）、有障碍学生（SWD），
寄养学生，拉丁裔和非裔学生提供同
等的学习机会
 .拓展毕业证项目，使用成绩数
据，出勤记录和行为表现来为防
止辍学和干预努力进行指导。
4. 学校风气
建立一种坚信每个学生都有学习能力
的文化氛围，并让家长和社区作为合
作伙伴参与到学生的教育中来从而让
所有学生都获得成功
 在所有学校内建立一种上大学和
就业的风气
 与当地加州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
建立大学联盟合作关系
5. 利用数据
利用数据来推动指导（核心和干预
计划）并为学区政策和做法提供指
南和信息，包括分配资源来提高学
习成绩。

提高学习成绩.
 利用早期预警系统来找出有风
险的学生，特别是在小学到中
学，中学到高中的过渡期间。
6. 高品质教学与领导方法
为教师、指导领导和行政人员提供
客观的信息反馈、辅导、和业务发
展机会，来保证他们对学区方案
（包括 A-G 课程）的全面了解。
 向所有二级教师和行政人员就
毕业要求包括 A-G 来进行培
训。
7. 补回学分
利用虚拟和混合式的学习模式，并
利用以掌握为本计划项目和来自课
后学习和其他机构的支持提供多种
机会从而满足 2016 和 2017 班级
通过 A-G 必须课程的需要，以便提
高毕业率同时减少辍学人数。
 提供虚拟与混合式补回学分的
机会来支持一个以掌握为本的
学习方法。
8. 家长与社区参与
加大家庭的参与和沟通，就家庭作
为学校员工的合作伙伴所发挥的作
用与责任来进行培训从而支持学习
成就，包括参与到个人毕业计划
中。家长和社区代表还会协助家长
和监护人来帮助他们的孩子，特别
是那些还不在轨道上的孩子，让他
们为毕业，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
 让学生和家长参与到个人毕业
计划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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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每名在 LAUSD 就学的学生都能在一个安全，关爱的环境下得倒高品质的教育并为大
学毕业和就业做好准备。

任务
我们将建立一个这样的学习文化氛围，通过高品质的、革新性的教学指导让学生融入
学习并保证我们做到最好，那么这样每名学生都能大学毕业并为就业做好准备。

全面教与学项目计划
作为全国第二大的学区，LAUSD 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多个有价值的
复杂的部门组成的教与学的项目。在
我们认识到学区的庞大和结构复杂的
同时，这些因素不可成为学生成绩—
毕业-达到最高水平的障碍。为能够
让学生达到最高的文化水平，成为具
有批判性思考的人、合作者、创新者
和贡献者，所有的学区学校、部门、
分部，单位及地方学区都必须紧密合
作来达到大家共同的目标-让所有的
LAUSD 学生为大学和就业做好准
备。

对规划中所描述的所有战略方针和项目计划所
肩负的责任并不只是一个部门、一个团队甚至
是中央学区的责任。一个学生的教育涉及了学
校与家庭、学校与学区、学区与广大社区的复
杂关系。这个责任是与中央学区共同分担的责
任，包括指导部门，地方学区和校方与家长和
家庭之间共同分担的责任。

用来衡量这项计划的成功的标准则是
每位学生在毕业时已经为大学和就业
做好准备。在这个规划中所提到的每
个学区项目和支持系统都是与数据监
测结果和实施效项目保持一致的。
因此，对每个学区项目（Prek-12）
的数据结果进行不断的监测就让领导
们可以衡量学生的学业表现并在了解
情况下来就如何加强项目的实施或分
配资源做出决定以提供支持。

这个规划要求所有学区相关人士
的积极参与，包括家长和家庭、
社区成员和学区合作伙伴来保证
所有的学生都能够达到高水平-而
不论他们来自何种人群、不论他
们的社会经济条件如何或是讲什
么样的语言。尽管学区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而对大学和职业准备
的工作重点一定要体现在学区的
共同实施办法上。不管 LAUSD 教
育者所起的作用如何，他们一定
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每名学生都
会得到高水平教育、良好学习体
验和杰出的成就上，并为大学、
职业生涯、以及 21 世纪的全球经
济的成功做好准备。

结论
大学与职业准备规划不是一纸空谈，它是一个
为现有学生和未来学生提高成就的指南针和定
盘星。整个 LAUSD 社区应该把它看作为一个
非凡的机会，一个我们能够有幸为每个孩子服
务并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机会。 这
是对每位相关人员的挑战，通过 Pre-K-12 年
级多个阶段的视角去审视大学和就业准备情
况。这将需要大家在各级进行通力合作，积极
协调和明确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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