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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屋崙聯合校區朋友﹕

身為新任的校區總監，我希望在此表達我深深感
激對我們社區、教育委員會、家庭及職員，在Tony 
Smith 博士領導下的努力和貢獻，在過去四年鞏固
加強我們的校區。屋崙能夠對我們的學校制度之極
大改變而感到自豪，而我們將會在這份報告中與你

們分享。我們已經開始重新塑造教育的有關談話，
著重公平及公正，和我們重新配搭我們的運作及資
源，使它們能夠服務所有的兒童。然而，雖然已經
完成了許多事情，但仍然有很多工作在前頭。

屋崙學校在過去這四年有許多改進；提升高中畢
業率、有更強的學術表現、和我們學校及老師在州
及國家水平上有更大的知名度。我們有領導國家責
任在學校社區運動、Linked Learning課程、社交
及情緒學習（SEL），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
（STEM）、執行共同核心標準、及為美國非洲裔男
性學生對抗不均衡的成績。

我們全力在整位兒童上，可以在我們的初中和高中
學校建設駐校健康中心反影到。有我們超過三年的
夥伴，我們的健康診所的數目有超過兩倍增加，從7
間增至15間。因此，我們有的健康中心在人均中比
美國的任何其他校區為多，去年，我們的健康中心
有超過5,000 位個別人士，超過30,000 人次到
訪， 這代表在他們學校中大約60% 的學生。

全校區，我們採用社交情緒學習（SEL）和屋崙成
為國家被挑選去參與由學術、社交、情緒學習協
作《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CASEL）》 支持的協作校
區計劃（CDI）的其中八個校區之一。社交情緒學習
技能包括管理情緒、發展憐憫心、建立正面關係、
作出負責任的決定、和有建設性地處理挑戰狀況。
這些技能提升社交相互作用和處理問題技能及減
少紀律問題，因此而增加學生參與、改善協作、和
更好的學術成績。

這工作的成果已經開始在學生學習及校風上見效，

現在有更多學生上學；長期缺席率在過去四年下降
10個百分比，輟學率（實際是推出率）亦下降超過
5個百分比。在2012年，有20間學校的長期缺席
列減少至5個百分比或以下，和19間學校的停學率
減少最少20個百分比。更多的是，在校的學生之成
績有進步﹕ 多過18 % 的美國非洲裔學生和超過
48% 的拉丁裔學生進修高級派位（AP）課程，在
英語及數學熟練成績各自增加達6至8個百分比。

如五年策略計劃反影出來，我們承諾去預備學生
大學及職業成功，屋崙聯合校區是加州九個校區
之一去參與Linked Learning 校區計劃， Linked 
Learning校區是有大學預備課程的地方，有各種專
科（academies 及 pathways），綜 合職場經驗、
科技教育及強而有力的學生支援。屋崙聯合校區是
加州Linked Learning 校區中有最多認可的專科，
而我們承諾有最少80% 的高中畢業生在其中的專
科畢業。 這種方法與我們強調的科學互相配合，
這包括有更多時間去教導科學，多過大部分的加州
校區，和在西屋崙創造一個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走廊。

深思熟慮的夥伴、科技協助、導師計劃及在我們非
牟利、商業機構、政府及慈善機構的夥伴之慷慨在
這些成功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而我們的財政策
略，亦容許我們在最近的記憶中首次除去校區的四
千萬元組織上的赤字，合理的財政方法幫助避免減
短學年和在這些財政危機的時期裁去我們資深老
師而影響附近的校區。在2012-13學年，比起在大
部分校區要削減撥款的2011-12學年水平，我們增
加學校撥款預算達五個百分比。

雖然我們仍然是校區有巨大挑戰的時代，特別是城
市，比起過去的一段日子中，我們未來是滿有希望
的，尤其是30提案的通過和州政府的本地管理撥
款程式。我們明確要多謝我們的州立法議員及州長
在這些法案及政策工具的領導，但我們對聯邦政府
的撥款扣押亦感到沮喪，這是嚴重限制聯邦政府
對我們最有風險學生的支持。可是，我們屋崙聯合

代校區總監余鼎輝博士之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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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的危險財政狀況是有改善，給予更強的基礎去
繼續投資在學生學習、職業預備、和培育整位兒童
的支持及服務，推廣公義、和對抗不公平。

屋崙教育委員會承諾要把校區成為一個全面服務
社區校區，如已經包括在「學校社區、激勵學生」策
略計劃。我們亦多謝 Tony Smith的遠見，讓我們
開始了這個旅程，而我感到榮幸教育委員會選擇我
去幫助帶領下一步計劃，請與我一起繼續投資在這
非常重要的工作上及合作去服務屋崙兒童。

真誠的，
余鼎輝博士
代校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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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校區怎樣為所有兒童建立
機會？

* 我們要走到最年輕的開始，
以參與家庭及社區，在我們的
學前班工作及擴展我們的過
渡幼稚園計劃。 我們知道若
年輕的有結構式的學習機會
及假如他們從少時候便學懂

關顧環境，他們便將會有能
力去保持學習及有貢獻的成
長。若你看看西屋崙及不斷在
McClymonds 高中的工作，
我們有在城中一些非常的科
技工具在這間學校給那些學
生可以在學校使用，否則他們
是幾乎沒有途徑獲取得到這
些工具。我們給他們創造一個
真正的空間及構造機會有方
法地學習，而將會使他們能夠

遠超越其學術表現，而讓他
們發展及帶出社會經驗及資
源。

我們在學校環境和透過健康
中心兩方面都在做這工作，與
社區及其他提供者連接，讓我
們能夠支持及關顧整位學生，
若他們來到學校疲倦、饑餓、
和受傷害，我們實際上說我們
需要注意到這些需要而讓他
們能夠好好專注於知識方面。
我們會做一切，並可以追溯到
人才是非常豐富，而不單祗在
較富裕的地區這種觀念。優質
學校是全面服務學校社區，

祗是在較富裕的地區，這些服
務可能較少見，因為它們已經
有家庭及其他提供者支持。我
們說的是一個制度，我們有責
任提供這種護理給屋崙每一
位兒童及讓他們有覺得有歸
屬感。

問﹕你能否對校區在社交及情
緒學習（SEL）方面講述多一
些？

* 要我們的兒童去堅持、留
守、和做好是如此重要的，有
很多兒童正在經驗非常的創
傷，而深深影響到他們堅持的
能力及他們身體負有的壓力，
實際會傷害到他們的發展能，
對我們來說，社交及情緒學習
不單是關於建立品格，而實際
上是培養能力去更深學習去
和與人有更好更深的關係。 
有能力去談及社交及情緒學
習不單祗是一種“柔軟”的東
西，在某方面，這是我們正在
實行中最堅固而最複雜的工
作。

我們有學術、社交、情緒學習
協作(CASEL)這個顯著的夥

伴——我們是全國八個協作
校區其中的一個。集體工作
非常專注於開發一套預期的
學習標準的兒童，以及要有
方法去了解更多如何深入我
們的組織與行為相互承認，

並為人要在更好的關係和
健康上建立能力，這工作發
生在成人中，而在我們的小
學， 我們有Caring School 
Communities，以及Roots 
of Empathy 在一系列的學校
中， Roots of Empathy是一
項計劃讓母親和生生嬰兒來
到及在最初九個月，嬰兒是課
程的主要內容，而母親會作預
測、做數學及書寫，而最後，他
們討論對嬰兒及自己的希望
和夢想。這不單是堅立憐憫，
亦會加深他們的技能。 

在初中學校，我們實行正面行
為介入及支持（PBIS），這是
全部在恢復性架構當中的，我
們對恢復公司法的理念是作
為人的時候，當你破壞一種關
係，而同時知道你是社區的一
分子，對於關係和面臨的掙扎

要去承擔責任， 非常顯著的

與即將離職的校區總監
TONY SMITH 博士的對話
* 下列資料是摘錄於2013年6月10日，在由East Bay Community Foundation 舉辦的Oakland Funders討論會，與即將離職的校區總監及East 
Bay Community Foundation 總裁及主席Nicole Taylor 之間的問答小組對話中。



Oakland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  1000 Broadway, Oakland, California  94607  |  www.ousd.k12.ca.us 5

是我們的年青人令到這政策
有效而教育委員會採納它。總
括來說，我們是一個能夠維
持這項“關顧”的改革，包括有
我們的實踐方法及期望在其
中。

問﹕在屋崙，真正的夥伴工作
是甚麼意思？你能否討論一
些主要的夥伴？

* 我們與亞拉米達縣衛生局
有非常好的夥伴關系，而他
們在學校社區支持方面重整
其想法。 我們與屋崙房屋署
（OHA）的資料分享協議是
前所未見的——全國祗有兩
個或三個校區有接近我們這
樣地分享資料。現在，我們知
道學生住在那個單位和他們
在那裏上學（大約有6,500 
位學生在我們校區），和現在
我們非常認真地檢討長期缺
席及勤到。我們知道，特別是
年輕的（K-3年級），若他們沒
有上學，他們失去讀寫機會，
和若他們沒有上學有10% 或
以上，有理與否，他們成長及
發展機會將會失去，我們與
OHA有非常深入的夥伴關系，
培訓我們一些家庭成員討協
座引導他們及與幫助他們。

如你所見，我們有很多其他機
構的例子，如東屋崙的Youth 
Uprising 帶領我們青少年
領導的工作。我們的年青人
不是在等候被培訓，乃是他
們現在已是領袖而把工作預
備好分派給他們及分享他們
的經歷。Urban Strategies 
Council 實際上已經與教育
委員會安排好一些預工，而他

們給這工作一定的支持。按人
口平均計算，我們來到這點比
起在美國的其他校區已經有
更多的健康中心。我們主辦22
個農夫市場，否則屋崙是食物
沙漠，提供農場新鮮食物，和
更改課程及教學大綱讓年青

人明白及學習有關生長循環。
這些有力的改革是由非牟利
及社區機構所支持的。 

與 Chevron合作、西屋崙
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走廊給予目的、
連接、和定位感。我們與大
學局有一個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i3) 補助金去
加快我們在高級派位（AP）
課程和SAT考試預備的教學
大綱——我們所有學生都會
應考PSAT考試，這是一個
非常好的高級派位準備的預
測指標。在初中，我們實行
SpringBoard 課程，他們在這
方面的學習是去了解你怎樣
改變在所有孩童周圍高期望
的系統承諾，而不單是關於使
更多孩童進修AP課程。我們
說我們需要對每位孩童有更
多期望，及學習怎樣就算個人
疲倦的時候仍然能夠把這期
望改革。橫跨屋崙，我們有社
區組織及公共機構上前協助，
每個人在這共同體驗及希望
上都扮演不同的角色。

問﹕你怎樣想像校區能夠協
助把社區的聲音帶來而能夠
有更開放、公正、及誠實的辯
論？

* 這正是我們嘗試去做的，在
這專責策略計劃期間，我們有
超過5,000 人參與，編制策
略計劃內容，和發展平衡成
績卡。 這些都是在進行中的
活動；它們都未完成的。我們
在策略計劃的中甚麼階段；
我們開始了這計劃、設計這計
劃、而我們現在是在三年執
行階段中的中段。我們在頂飾
中——很多東西我們說是需
要有的，實際上已經是在札根
當中，而改革成為證明。下一
部分的工作是當我們向前的
時候，是要持續去鑒別不公平
的地方是在那裏。

我們通過的政策，包括學校管
轄政策和家庭及社區參與標
準，讓我們去建立一個政策環
境及實踐工具去維持這工作
的運行，與此同時，若我們是
對系統改革認真，我們要出席
及參與。 一個共同利益要求
一個難得的好公共制度，因為

若我們對每位孩童認真的時
候，那麼這制度一定要好，而
不單是個別計劃。這必須是一
個健康的公共制度和這是需
要而不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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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計劃時間表
我們曾在那裏、我們目前在那裏、我們將往那裏去

當管理權返回屋崙後，我們便一起開始動工，我們開始著手為期七年、四個階段的工作去給我們社區
應得的公立學校制度，去創造出優質耐用的制度去支持在每個鄰舍有高質學校的時段是2009年7月至
2016年6月。在這段改變期間，在學生、老師、和家庭之間發展有成效的學習關係已經和將會繼續是每
天工作的重心。 

第一階段﹕啟動期  (2009-10) –  我們開始著手為校區建立共同的正面身份，因此我們制造一個策
略架構把兒童及學校放在我們社區的中心。

第二階段﹕設計期 (2010-11) – 實現遠觀需要把工作成為真實。要幫助模造這工作，有十四（14）個
專責小組，有超過五千位社區成員及專家參與諮詢、研究、分析及推薦程序，在專責小組的工作上繼續
建造，在2011年6月，我們的學校委員會為本校區成立一個清晰身份，一致採納我們的策略計劃﹕學校社
區、激勵學生。

第三階段﹕實踐期 (2011-14) – 開始實踐，安排、配搭、和利用所有資源，為要組織所有財政、人力、物
業資產。在2013-14，我們將會在以往“第三年的目標”上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將會繼續把我們的人才，有
組織性的目標及需要去配合，和加強專注在學習怎樣有美好的實踐及配搭。

第四階段﹕調整及持續期 調 (2014-16) – 校區將會有一般認識及充分理解的工作方式，我們將會在
我們在做甚麼及為什麼我們這樣做有共同定義，目的是去創造及擴展機會有利於我們所有學生，我們過
去數年的深思熟慮而一致性的工作將使我們能夠提高作為屋崙的健康未來之穩定及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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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區，激勵學生模式

一個改變的模式

“學校社區是組織圍繞學生成功社區資源之一種策略，這是一個地方
亦是一系列學校與其他社區資源之間的合作夥伴。它綜合而著重學
術、服務、支援及領導機會套改善學生學習、鞏固家庭、及更健康的
社區。學校成為社區的中心和開放給大家的…這些學校社區是按著“
發展三角”，它要求有一個強的教學計劃、透過充實計劃套擴展學習機
會、和設計服務去除掉學生學習及健康發展的阻礙，從而他們能夠在
學術及社交上成長。”

 
—The Children’s Aid Society

創造公平的學習機會	 

預備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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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數年，屋崙聯合校區已經開始一些在美國其他校區已經嘗試的工作﹕創造一個全面服務的社區校
區，而其學校是全面服務的學校社區。我們將會創造一個全面服務社區校區去服務整位兒童、排除健
康、社交及教育的不公平，並提供每位兒童有關顧的環境去支持學生學習及成功。

我們的指引架構是去發展每間屋崙公立學校成為全面服務學校社區，我們參詳Children’s Aid Society 
的“發展三角”去建造我們的模式，在全國的學校社區工作中，為校區的策略計劃打好基礎。在開始的時
候，我們把成長中的學生放在中心去確保每一個連接都返回這瞳憬。透過我們專責小組所研究的主意，
我們設計三角的邊面去反影出確保優質教學核心、發展社交及情緒健康、和創造公平學習機會的主題已
經開始出現。

這些在三角中的 “邊面”，我們發展及安排我們在這些主題的主要的目標範圍——強調我們教育委員會對
兒童及青少年的優先（例如﹕安全、健康、及有支持性的學校；高質素及有效的教導；和預備打學及職業成
功），然後加上組織上的建造及問責（例如，建立全面服務社區校區、質素問責）。一起，這五個目標範圍
覆蓋我們整個策略計劃工作上的建議、問題、疑問、和計劃。

瞳憬
所有學生將會高中畢業，他們會成為關顧、有能力、及獨立思考的人， 

滿有知識、有參與及貢獻的公民，預備好在大學及職業上成功。

使命
屋崙聯合校區將會成為一個全面服務的社區校區，服務整位兒童、排除不公平、和每天提供每位

兒童有傑出的老師。

目標範圍
在屋崙聯合校區的每位學生將會﹕

• 就讀一間安全、衛生、及有支持性的學校，與城市及社區夥伴協作去減少在社區和學校的暴
力，從而創造去培育一個是平靜而安全的校園。

• 當他們高中畢業的時候，有知識、技能、和能力去預備在大學及職業成功，確保他們在高中畢
業後成功能夠閱讀、書寫、說話、獨立思考、和能夠數學性推理。

• 在學年的每一天都有傑出的老師提供優質和有效的教導。

屋崙聯合校區將會﹕
• 成為一個全面服務社區校區，全面服務及全力支持成功的學校社區及學生能夠茁壯成長。
• 對其優質的學校及全校區各部門的工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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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網絡
• 屋崙聯合校區是10個加州

校區其中一個校區是加州改
革教育辦事處（CORE）的成
員。CORE的目標是改善學生
成績，以一起工作去創造及實
踐新的策略及工具，以及分享
優質教學中有成績的方法及責
任。CORE支持公平及所有兒
童的有途徑取得他們應得的。

• 與其CORE成員校區，屋崙聯
合校區遞交一個沒有孩童被
遺棄（NCLB）條例的豁免要
求。CORE豁免是目前全國唯一
的校區層面的豁免是由美國教
育部準予的。

平衡成績卡

o 在2012年，教育委員會通過和採用平衡
成績卡作為其監察校區策略計劃進展的
架構。

o 平衡成績卡的指標著重的地方是在高中畢
業及大學裝備；長期缺席及入學人數；老
師有效性及留職；學校質素及資源分配。

o 教育委員會平衡成職卡對準校區的整體
策略計劃，傳達我們的主要目標，和確定
代表學術成就數據以及優秀的財政及運
作的高槓桿率措施。向教育委員會作出定
時報告作為實現其目標及年度增長目標的
校區進展情況的一種公共問責方式。

J提案
• 有前所未有的84% 投票，

屋崙居民通過4億7千5百萬
元的債券提案（J提案），給
屋崙聯合校區去提升設施
和改善我們學校的質量。 

• 從債券中籌得的金錢將會
使用於建設新設施和一個
中央廚房去提供健康校餐
給學生、擴展駐校健康中
心，從而讓更多兒童及家庭
獲取需要的健康服務及加
深我們在STEM教育的投
資去為學生在大學及職業
上有更好的準備。

在主要計劃及學術表現的進展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 我們在發展及綜合STEM 課程，它連接著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對兒童是合情理的，並強調實踐經驗的學習、問

題處理技能、和21世紀的革新。
• 以在西屋崙發展STEM 走廊，我們在傳統上是失利的鄰舍中擴展機會，創造一個學習旅程是在學前班開始，而進入小

學、初中、和高中，這將會讓學生從著重教學而得利，從而預備他們成為社會成功的一員。

LINKED LEARNING 課程 (職業專科及學科)
• Linked Learning課程讓高中學生去著重他們的教育在某一行業上的職業機會，及去探索他們在這行業上的愛

好。Learning課程是透過結合在同行業中的實踐經驗，在課堂上具有挑戰性的大學預科教學跨接在學術和技
術課程。Linked Learning 提供學生實際的經驗及披露去幫助他們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上成功。

• 在屋崙聯合校區， 學生能夠選擇工業主題的專科及學科，如藝術、媒體及娛樂、能源、教育、健康科學、
及甚至是時裝及室內設計。

• 屋崙聯合校區是加州九個校區指定為加州Linked Learning 校區的其中一個校區，我們比起任何
加州的Linked Learning 校區是有最多認可的加州夥伴學科。而我們的目標是在2014-15學年
要有80%的高中生修讀一個學科或專科。

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成就 (AAMA)
• 屋崙聯合校區在2010年成立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成就辦事處去清楚和有系統地改善

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的成績，AAMA建立夥伴關系及團結學校社區的有關人士去
圍繞著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 

• AAMA 已經開發及實踐多項計劃，包括成人開發計劃（MDA）、Read2Lead 
計劃、義務學校研究小組（VSST）模式、及參與、鼓勵、及授予能力運動去建
立文化、條件、和能力去更有效地服務在屋崙的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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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實力
• 在過去數年，當加州各校區從他們的日曆中削減上課

天和裁減老師及職員，屋崙校區作出一些困難的決定
而使校區是財政更加穩定的機構和最終，能夠撥更多
款項進入課室。以透過負責任的財政管理來平衡我
們的財務，我們能夠﹕
— 在2011-12年度，避免學年中期的削減或有需要

發出“三月十五日”法定的裁員通知。
— 消除4千萬元的架構上的赤字。
— 當大部分的校區削減撥款的時候，增加2012-13

年度學校的撥款超出2011-12水平達5 %。 
— 完成第一次的現金調節和開始了自2003年州政府

行政管理開始之前首次的校區撥款財政審核。

設施總計劃
• 校區設施總計劃的遠觀是創造一個實際的空間是要配

合和加強學校的優質計劃。教育委員會在2012年5月
採納設施總計劃作為長期性的架構去視校區設施為一
系列的社區資產，它將會支援屋崙廣泛的學習體驗和社
區服務。

• 由總計劃引導，我們在校區多間學校中，透過環境美化
工作、建設新課室、和創建社區花園和屋頂花園去改善
學校設施，另外，我們完成了非常期望的La Escuelita
教育中心的第1階段，它有兩間校區學校和一間早期兒
童教育心，亦提供Eastlake 社區使用最先進技術、多用
途的樓宇，它能夠用來舉辦社區及城市活動。

過去八年，屋崙聯合校區是
加州進步最大的都市校區。

學生及家庭參與
• 我們圍繞在學生、家庭、及社區參與的工作是尋求建立有目的夥伴關系去增加學生、家庭、及社區的領導和建立全面

服務學校社區的彼此問責。我們相信以增加年青人及成人的參與機會。我們便能夠創造一個尊重、協作、和共同擁有
的文化來改善學生學習和成就。

• 教育委員會在2012年5月通過新的家庭參與標準，它著重在家長/監護人教育、溝通、家長義務工作、在家學習、和分
享權力和作決定、及增加社區協作和資源。

駐校健康中心
• 我們在創辦駐校健康中心的目標是為我們學生及其家庭提供和擴展獲取重要的醫療、精神健康、和健康教育

服務。
• 有15間駐校健康中心，本校區任何人口統計是全國任何其他校區有最多的駐校健康診所，祗在2011-12

學年，已31,440 總人次到訪健康診所接受服務。

義務處理計劃 (VRP)
• 校區認可美國教育部民權辦事處（OCR）的義務處理計劃，去處理校區對美國非洲裔學生的不

成比例的紀律處分。
• 透過VRP，本校區承諾有兩個階段的協議，延伸直到2016-17學年，去實踐改格學校文

化的計劃及策略，和改善懲罰方法，特別是美國非洲裔學生。我們將會完成工作，以審閱
及促進國家減少種族不成比例的停學之最好方法和創造更廣泛機會給所有美國非洲裔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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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表現
“屋崙聯合校區在改善學術上是怎麼樣？”

我們有更多孩童高中畢業，
包括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

在9年級和10年級之間
有更多學生逗留在學校

輟學（或推離）學校的學生減少

我們提升
我們學校的質素

在州行政管理期間及之前，屋崙聯合校區高中學校，
在學生就讀9年級和10年級期間失去數百位學生，自
從我們開始了策略計劃後，我們增加我們的持有能力
和維持更多學生在高中。

有全面服務學校社區的共同遠觀和著重改善所有
學生的教育質素，有更多學校達到學術表現指數
（API）分數800分或以上，顯示出有高熟練程度。

在過去三年，校區的四年為同組學生的整體高中畢業
率增加達3.9%，而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增5.4% 。

在過去三年，校區整體的同組學生輟學（或推離）率
減少達5.4% ，而美國非洲裔男性學生減少達7.5% 
。這意思是有更多學生逗留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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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學校、及教師獎項 (2009-13)
校區獎項
• 2012年﹕ 成為全國祗有八個校區之一獲選去參加由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的 (CASEL)舉辦的協作校區計劃《Collaborating Districts Initiative (CDI) 》
• 2012年﹕由Panasonic Foundation挑選在其領導聯合計劃(LAP)中作其夥伴校區 
• 2011年﹕獲頒發加州學校局聯會(CSBA)，兩項金鍾獎，在令人鼓舞高中組別的有意義之學生參與（MDSE）計劃及在

能持續、可循環、能源及資源—效率計劃組別的綠色手套計劃中表揚屋崙聯合校區。
• 2009年﹕獲得關顧社區學校計劃（CSC）接受，這是一項補助金去協助校區及學校創造關顧及綜合的學習環境，培育

兒童的學術及社交/道德學習，及鞏固加強學生的關係。

學校獎項  (2009 – 2012)

美國藍色絲帶學校獎  (3)
• Fred T. Korematsu Discovery 學校 (2012)
• Peralta 小學 (2011)
• Lincoln 小學 (2010)

加州傑出學校  (8)
• Acorn Woodland小學(2012) • Henry J. Kaiser小學 (2012)
• Montera 初中 (2011)  • Chabot小學 (2010)
• Montclair小學 (2010)  • Peralta小學 (2010)
• Thornhill小學 (2010)  • Oakland School of the Arts (2009)

加州TITLE 1 學術成就獎學校   (13)
• Burckhalter小學(2012)  • Cleveland小學(2012)
• Lincoln小學 (2012)  • Think College Now小學(2011)
• Manzanita SEED小學 (2011) • Greenleaf小學(2011)
• Bella Vista小學 (2011)  • Burckhalter小學 (2011)
• Carl B. Munck小學 (2011) • Cleveland小學 (2011)
• Lincoln小學 (2009, 2010, 2011)• Peralta小學 (2010, 2011)
• Sequoia小學 (2011)

教師獎項
• I’Asha Warfield Frick初中的七年級英語老師）獲得下列榮譽﹕

– 屋崙聯合校區 (OUSD) 傑出教師獎 (2012)
– 亞拉米達縣教育局 (ACOE) 傑出教師獎(2012)
– 獲加州教育局（CDE）表揚的五位老師其中之一，和唯一獲挑選代表加州政府去角逐全國傑出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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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屋崙聯合校區之友﹕

作為屋崙兒童的主要管家，我們有責任去教育及培
育學生，使屋崙偉大諾言顯出。要預備下一代的公
民、家長、屋主、商人和僱員，我們必須使用方法把
著重屋崙的兩方面去教育學生——我們所抓緊的
和我們希望重新創造的。　　

唯一能使屋崙達到其潛質的是若我們為兒童改善
狀況及協助學生發展需要的技能，讓他們能夠在學
業和職業上成功。可惜的是，我們現有的制度未能
充分達到學生體驗的環境、整位兒童的需要、或二
十一世紀職場要求的變動。

要去抵銷這些，屋崙聯合校區在2011年6月採納了“
學校社區、激勵學生”策略計劃。該計劃呼籲屋崙聯
合校區成為美國第一個全面服務的學校社區校區，
在每間學校都有公平的學習機會，透過挑戰性的教

學大綱、優質教導、和一系列著重學生學術、身體、
社交及情緒健康需要的社會服務及支援。 

在過去兩年，在最近離開的校區總監Tony Smith 
之領導下，我們開始實踐這計劃，現在，當我們看整
個校區的時候，我們有更多學生高中畢業，減少輟
學（離開學校）人數，和提升整體學校的質數，這些
初步成果令人非常鼓舞。

可以肯定的是，仍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很顯然，屋崙
學校的未來必將與學校社區的瞳憬連接一起。教

育委員會肯定其支持這個方向及承諾挑選一位固
定的校區總監在這計劃上工作去確保這重要項目的
成功。

在此期間，我們擴張教育方法去著重更廣泛影響我
們社會的問題之同時亦支持學術、學生表現和社交
成長。在2013-14學年特別著重的地方包括∶

• 共同核心

• 早期讀寫

• LINKED LEARNING 課程及高中畢業

• 特別子群

• 社區及情緒學習 (SEL)

• STEM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屋崙教育委員會主席DAVID KAKISHIBA及屋崙
聯合校區代校區總監余鼎輝博士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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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核心

不論背景或地方，美國的每位學生應該在高中畢業
並有能力去閱讀、寫作、及計學和獨立思考。加州
與其他44個州一同參與採用共同核心州制標準，
這將會有助於去確保所有學生，無論他們居住何
處，都會把重點放在高中畢業及預備好他們高中後
的教育成功和有意義的職業。 

屋崙聯合校區要實行這州標準包括英國語文藝術
和數學，這是與評估、教材及老師專業培訓配合
的， 務要提供學生需要的基本教學大綱上有更
深入的知識，讓他們能夠在大學和現代職場上發
展。要配合在教學大綱中的重點，以著重天才管理
及發展、支持和透過招募改善、預備、和專業支持
制度，包括有效老師和校長檢討制度給老師及學
校領袖更大能力。 加州政府亦已經採納了Next 
Generation 科學標準。

我們亦透過與加州教育改革局（CORE）的其他
九個成員校區協作去增長知識及加強力量，分享
及使用跨校區的資訊、知識及經驗會讓我們更
有效地改善制度和教學，尤其是支持在掙扎中
的學校。CORE 最近從繁重的“沒有孩童被遺棄
（NCLB）”條例中獲授豁免，美國教育部接受了
CORE的新學校質量改進制度的建議，這是唯一批
準校區，並非是州的豁免。
LINKED LEARNING 課程及高中畢業

屋崙聯合校區採用 Linked Learning 課程，一個革
新方法去增加學生參與和預備畢業生進升大學及
入職。在屋崙聯合校區， Linked Learning 課程綜
合四個基本部分﹕嚴格地著重於學術核心，透過專
科及學科的著手操作科技和實際教育、透過實習和
學徒制度的職場經驗、和設計去達到學生需要的介
入輔導及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

這種綜合的方法，對兒童在校學習甚麼和怎樣影響
他們的將來之間創造出一個連接，我們知道參與我
們學科的學生會有更高的高中畢業率，和每位學生
應有機會在這投入的學術環境下參與。綜合嚴格學
科和按職業，真實社會學習會提供一個個人教育經
驗去創造更多機會給學生去發現新的志願和在他

們選擇的學科上取得需要的技能。 我們正忙於創
辦額外的職業專科及學科給高中生，並有目標要在
2015前，有80%的高中生修讀一個學科或專科。
特別子群

『學校社區、激勵學生』瞳憬諾言的一部分是承諾
所有學生，最值得注意的是英語學習者學生、特殊
教育學生、和我們有色人種的男孩和女孩。

我們承諾有優質教學，很明顯是給所有學生應用共
同核心標準。在2013-14學年，本校區的教育委員
會和職員將會與社區攜手合作去改革和改善豁免
兒童教育計劃，著重於不單是遵守條例，而是有包
括性、質素和公平。

在美國非洲裔男性成就法案中，對減少美國非洲裔
男性學生的不成比例停學及低成績的成立的自願
調解方法將會擴展更多有希望的方案，我們細心地
修改紀律政策， 和監察我們青年人的成果。這些
方案是與我們協議結合去處理在自願調解上的發
現。

第三，我們在署理校區總監Maria Santos，一位
對英語學習者讀寫教學的全國領袖之領導下，重建
英語學習者部門。這計劃將會按照共同核心標準，
和使用優質教學方法，如在我們有很多英語學習
者學生，如Lincoln 小學、,Manazanita Seed、和 
Oakland International 高中，並且值得模仿的學校
所設計的方法進入有不同子群的英語學習者的所
有學校。在 2013-2014學年，本校區將會在其英
語學習者計劃的綜合檢討中參與，這是與史丹福大
學Understanding Language 計劃合作，設計策
略架構去改善英語學習者的教育和服務質素。
社交及情緒學習

社交及情緒學習 (SEL) 曾經是個人成長和鞏固社
區，以及改進學校的架構。SEL技能幫助創造和維
持一個學習環境，減少紀律問題，如逃學、暴力行
為、和欺凌，而同時在校學生間制造出一個密切關
係和職員有更高的工作滿足率。這樣轉過來會有更
好的學術成績、對學科有更深入的了解、更豐富的
協作和增加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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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相信強調影響學習的心理因素，在加強學術成就的關鍵步驟。社交及情緒學習並非是從教育使命
中轉移出來或附加上在其中。反而，這是教學和學生學習的主要部分；加速學習的一種策略、提高問題解
決和職場發展及生活技能。屋崙校區很幸運被學術、社交、及情緒學習協作機構（CASEL）挑選成為國
家網絡校區之一分子在全校區實行社交情緒學習。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現代工作需要員工有更多獨立思考能力，以團隊的一分子工作和獨立地工作。屋崙聯合校區在STEM教

育採用的方法是嘗試去改變典型老師為中心的課室，憑鼓勵發現及勘探學習、和為了找出解決方法規定
學生活躍地參與其狀況。屋崙校區透過我們在Next Generation 科學標準的投資，和特別在傳統上在數
學和科學成績較低的鄰舍之學校去著重這些策略。為此，我們在西屋崙達到工業傳統鄰舍利益而發展一
個STEM走廊，在小學科目開始不段學習，及在初中及高中逐漸進步，讓所有畢業生在一個充分平衡的教

育中得益，預備他們成為成功的社會成員。

總括而言，我們知道目前現實的教育、社會及經濟狀況，但我們亦期代走向一個不同的、更有前途的未
來。這是我們的任務途預備這城市內的學生之將來，我們能夠做的是要支持所有學生的成長及幸福，不
是個人的工作，而是與社區攜手合作在知識上把我們命運連接起來及對兒童是全面性的，我們將會使屋
崙的諾言實現出來。

真誠的，

David Kakishiba   余鼎輝博士 
教育委員會主席   代校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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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 

屋崙聯合校區（OUSD） 
事實速覽 (2012-13) 

屋崙聯合校區成為全面服務社區校區去服務整位兒童、排除不公平、及每天提供優質老師給每位兒童。 

學校 + 學生 

學生成就 
達到 UC/CSU “A-G” 規定而有“C”或以上等級的 

十二年級畢業生百分比 (2011-12) 
達到 UC/CSU規定的十二年級畢業生的總人數 – 748 

29.4% 美國非洲裔  45.3% 女性 
37.1% 拉丁裔  38.9% 男性 

61.2% 亞裔 
 

25.7% 
美國非洲裔 
男性 
 

72.9% 白人    
全校區 – 42.3% 

 

OUSD K-12 學校 (2012-13) 
50 小學  (K-5) 
4 小學/初中 (K-8) 
14 初中  (6-8) 
2 初中/高中 (6-12) 
6 高中  (9-12) 
11 後備/繼續學校 
871 學校總數 

  
 

30 早期兒童中心 (ECE) 
11 過渡幼稚園計劃 
3 成人教育計劃 
34 校區認可的特許學校 

 

OUSD K-12註冊人數 (2012-13) 
19,913 小學 (K-5) 
7,257 初中 (6-8) 
9,010 高中 (9-12) 
36,180 註冊學生總數 

  

11,668 英語學習者 
3,949 殘障學生 2 
1,455 學前班/早期兒童教育 

  

特許學校註冊人數 (2012-13) 
10,118 校區認可特許學校  

 

OUSD K -12 
學生人口統計 (2012-13) 

38.5% 拉丁裔 
30.8% 美國非洲裔 
14.1% 亞裔 
10.7% 白人 
1.2% 太平洋島民 
0.9% 菲律賓 

0.4% 
美國印地安人/ 
亞拉斯加土著 

2.3% 混血兒 
1.1% 沒有回應 

 

母語 (2012-13) 
說母語的– 48+ 

英語 (51%) 西班牙語 (33%) 中文 (6%) 其他 (10%) 
 

同期畢業率 4 (2011-12) 
同期畢業生總人數– 1,531 

53.2% 美國非洲裔  64.1% 女性 
52.1% 拉丁裔  53.8% 男性 

78.7% 亞裔 
 

50.6% 
美國非洲裔 
男性 

78.4% 白人  45.7% 英語學習者 
全校區– 62.6% 

 

所有職員 
   人口統計 
   35.4% 美國非洲裔 

3,335 學校職員  35.4% 白人 
1,024 非學校職員  14.9% 亞裔 
4,359 職員總數  13.6% 拉丁裔 

   0.7% 其他 
 

學校職員 

130 行政人員 
 

59 
國家協會 
認可的老師 

2,008 老師 
 

94% 
由有資格老師 
教導課程之 
百分比 

1,197 支援職員  5.55 老師的平均年資 
3,335 職員總數    

 

1,705 K-12 老師 
60 早期兒童教育 (ECE) 老師 

243 特殊教育老師 
 

老師酬勞 
$39,456 老師開始工資 
$54,873 平均老師工資 

 

勤到 (2011-12) 
95.5% 每天平均勤到率 
10.6% 長期缺席率 3 

 

32.2% 英語學習者 
10.9% 殘障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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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 
兒童營養 (2011-12) 

8,093 平均每天供應的早餐的數額 
21,434 平均每天供應午餐的數額 
7,956 平均每天供應課後計劃小食的數額 
414 平均每大桶供應在風險計劃晚餐的數額 

37,8976 平均每天供應的校餐總數 
78.8%7 有資格獲取免費及減費學生的百分比 

67 有沙律吧的學校 
22 有 Oakland Fresh 農產品市場的學校 

 

健康及衛生 (2011-12) 
15 駐校健康中心 

31,440 駐校健康中心到訪人次 
6,185 使用駐校健康中心的客戶人數  

5.1 平均每位客戶到訪健康中心的次數 
43%8 健康中心平均使用率 

 課後計劃 (2012-13) 
75 有課後計劃的學校 

7,600 每天在課後計劃的學生平均人數 
14 課後計劃機構的主要夥伴 

 

個別學校獎狀 (2011-12) 
2 加州傑出學校 
3 加州 Title I 學術成就獎的學校 

 
資訊 

操作預算 (2012-13) 
$398M 一般撥款預算 

 

代校區總監﹕余鼎輝教育博士 
 

總辦事處﹕ 2111 International Blvd. – Lower Level, Oakland, CA 94606  |  電話﹕ (510) 434-7777 
總辦事處網站﹕ www.ousd.k12.ca.us  |  策略計劃網站﹕ www.thrivingstudents.org 

教育委員會 
第一區﹕ Jody London 第五區﹕Roseann Torres 
第二區﹕David Kakishiba，主席 第六區﹕Christopher Dobbins, Esq., MBA, MPA 
第三區﹕Jumoke Hinton Hodge，副主席 第丂區﹕James Harris 
第四區﹕在印刷時仍然空缺  

 

資料來源 
- 學校數目﹕學校檔案管理（SPM） 
- 校區註冊學生人數——認可特許學校﹕加州教育局（CDE）學生註冊數據，4/5/2013下載 
- 早期兒童教育中心數目；過渡幼稚園計劃數目；學前班學生註冊﹕屋崙聯合校區成人教育辦事處 
- 總註冊學生人數和人口統計﹕來自 CDE學生註冊數據，4/5/2013下載。族裔學生人口統計數據，祗包括校區學校和 K-12年級 
- 殘障學生數目、英語學習者學生數目、和母語﹕按 10/3/2012 CBEDS天，屋崙聯合校區 Aeries 學生記錄秋季初部學生名單，在官方 2 012-

13 CDE在這些學生組別出版數據之前使用；由屋崙聯合校區研究、評估及數據部門（RAD）提供。在 4/5/2013，CDA DataQuest網站未有
這些學生組別的官方數據 

- 每天平均勤到、長期缺席率﹕在 6/15/2012，由屋崙聯合校區財政服務部提供給 RAD的 2011-12 數據 
- 同期畢業率﹕按 2012年加州教育局（CDE ）DataQuest網站同期畢業率數據 
- 2012 年有 UC/CSU “A-G” 規定的畢業生﹕按 CDE DataQuest提供的官方 CDE 數據 
- 所有職員；學校職員；老師報酬﹕由人力資源服務及支持（HRSS）部門提供的 IFAS數據 
- 操作預算﹕ 2012-13 年度採用的一般撥款預算，由屋崙聯合校區會計主計員提供 
- 健康及衛生﹕屋崙聯合校區家庭、學校及社區夥伴關係(FSCP)部的健康及衛生辦事處 
- 個別學校獎狀﹕屋崙聯合校區通訊辦事處 
- 兒童營養﹕屋崙聯合校區營養服務部  
- 課後計劃﹕屋崙聯合校區課後計劃辦事處 

註腳 
1 屋崙聯合校區學校總數，不包括校區認可特許學校 
2 特殊教育註冊，包括殘障學生註冊屋崙聯合校區 K-12年級學校、在家及醫院計劃及年青成人計劃；不包括不在屋崙聯合校區學校和計劃接
受服務的殘障學生 
3 “長期缺席”的定義是不論任何原因，在上學天有缺席超過 10%或以上 
4 “同期畢業生總人數”和“整個校區”祗包括屋崙聯合校區高中，並不包括要需要超過四年才畢業的在 2012年畢業的學生。以學生人口統
計組別的同期畢業率 包括從本地撥款的兩間特許學校的 45位學生，亦包括少數（10位以下）的 Hillside Academy 的殘障學生及 19個非公立
學生計劃 
5所計算的數目是大約平均的數字，按照 EMPPAY 在合約分派的日期 
6獲取免費或減費早餐/午餐的學生，亦能夠獲取課後小食，若符合資格 
7 所計算的數目是按 CALPAD免費及減費校餐學生表 
8駐校健康中心（SBHC）使用率是有 SBHC的學校學生有使用健康診所服務 

2013年 5月 7日修正 



1000 Broadway
Oakland, California 94607

www.ousd.k12.ca.us

屋崙聯合校區是
過去八年

加州進步最大的都市校區

訂閱我們的網站，可以收到屋崙聯合校區最新的資訊…
這是非常簡易的！

Step 1  |  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ousd.k12.ca.us
Step 2  |  在我們主頁頂部灰色欄上點擊  “Register”

Step 3  |  要確保你的資料是防護的，輸入你的出生日期後點擊  “Submit”

Step 4  |  輸入你的資料，點擊 “Submit” — 你已經完成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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