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崙聯合校區
策略計劃回應



會議議程

90 分鐘

10 分鐘 : 歡迎&流程概覽

60 分鐘 : 倡議深談
- 每項倡議15 分鐘：

- 10 分鐘關於倡議願景、焦點及行動
- 5 分鐘回應和對話

10 分鐘 : 結束及下一步



階段 0
2020年6月前

準備

階段 1
2020年6月-11月

社區參與

階段 2
2021年4月-6月

社區策劃 持續
執行和改進

實施規劃

我們在這兒

● 背景研究，現有計劃
分析

● 制定以社區為中心的
戰略規劃流程路線圖

● 參與 8 個社區組織去
促進 10 個回應會議

● 舉行3 次員工及學生
參與活動

● 推出策略計劃網站

● 通過與 800 多名個別
人士的接觸，確定了
4 項重點策略倡議

● 召集社區合作夥伴、
家長、學生、教育工
作者、學校領袖和校
區行政人員組成的工
作組，評估景觀，為
活的計劃制定願景和
行動

● 向更大的社區展示該
計劃並收集回應

● 在6 月 23 日將計劃和

回應提交教育委員會
批准

● 將策略計劃付諸實施

● 綜合社區參與

階段 3
2021年7月-2022年6月

階段 4
2022年7月-2024年6月

● 與教育委員會和

社區合作不斷反

思和參與



倡議 #1

確保在三年級時是強穩的閱讀者
倡議 #2

支持有實力的畢業生

倡議 #3

創出滿有喜樂的學校
倡議 #4

培植多元化及穩固的員工



倡議 #1
確保在三年級時是強穩的閱讀者



確保在三年級時是強穩的閱讀者
加快全市努力以保證所有三年級學生有讀寫能力
屋崙的願景是要其強穩閱讀者是滿有喜樂和好奇。 所有學生都將掌握讀寫能力，作為其個人表達、經濟機會和領導力的途徑。

學生將成為課堂的領導者，讓他們感到安全、有聯繫及歸屬感。這些空間將是一個有活力的讀寫榜樣社區，學生將帶頭就有趣、複雜的文

章進行豐富的學術討論，這些文章反映出他們、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社區。學生將有動力挑戰自我，對自己的技能有足夠的信心，能夠推

動自己並在成長過程中相互支持。

這將是可能的，因為每個學生從踏入學校的那一刻起就將接受基於研究的閱讀教導，將反種族主義做法與讀寫科學聯繫起來。 這包括有針對性的

、有參與性的課程，這些課程重於基礎技能，旨在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 學生將參與年級程度的教導，提供適當的架構、小組支持和多種語言策

略以確保能掌握。 由於行政人員、教練和同輩老師的周到培訓和支持，老師將感到有能力設計和構建這些課堂體驗。 讀寫教導的規劃時間將與需

要保持一致。

我們將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全市閱讀社區，社區組織將齊心協力提高學生的讀寫能力，而家庭和社區將共同閱讀。校區將投資於家長的領

導能力，促進他們成為讀寫大使的能力。家庭將了解課程、優質讀書教導、閱讀科學以及支持其子女和與老師合作的方式。家庭、教育工

作者和社區領袖將攜手為我們孩子的讀寫而服務。



焦點 1

讓我們一致配合！

清楚學校、校區、家庭和社區組織的角色，更好地協調各學校的教學和服務，以激發全市閱讀和寫作的熱情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為優質語言和讀寫實踐做法創造一個全市願景，是與 PK-5年級的

教育工作者、家庭、合作夥伴組織和慈善機構保持一致

課程採用和與本校區語言和讀寫框架保持一致；清晰明確的讀寫
和雙語模式；通常尋求的優質教導和每日時間表

建立跨生態系統分享數據的計劃和架構，以確定需要的範圍 社區數據計劃，包含擴展的數據定義，不僅重視結果，而且重視
經驗

創造一個社區資產圖以了解及調整資源 社區資產圖，突出我們語言和文化多元化的優勢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訪問地方家長組織去了解 2021-22 學年的教育和社會公義優先 將額外家長組織加入到讀寫工作組或將建議納入實施計劃；為早
期讀寫服務計劃與家長組織配合一致

聘請和培訓多元化的多語言家庭讀寫導師，以支持課堂和社區組

織

訓練有素的導師

為家長提供多語言讀寫培訓，有清楚的課程，著重於有途徑取得

學習的範圍和順序

反影多語言學習者的家庭讀寫培訓課程

聘請家長聯絡員，專注於建立家長讀寫領導力 REACH 模型擴展到其他學校

增加社區讀寫支持，如讀寫空間、客席講師和文化相關活動 有的讀寫支持

焦點 2

讓家庭坐在駕駛的位置上

提高家長和家庭倡導和支持讀寫的能力，並建立更強大的家庭和學校的夥伴關係



焦點 3

投資在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確保老師在實施課程和基於研究的實踐時獲得他們所需的指導和專業培訓，以增加他們的實踐做法和向我們的教師學習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為所有老師提供優質課程和評估材料，以推動 PK-5年級的一致性
及連貫性

PK-5年級語言和讀寫課程的範圍和順序；每個年級的關鍵學生里
程碑；全校區評估系統和日曆

實施強大的支持系統，包括課程基礎培訓、閱讀研究和公平實踐，
以及持續的輔導和協作

專業學習計劃；老師和教育工作者對影響的反饋

增加路師在專業培訓 (PD)、同輩觀察（尤其是已經縮小讀寫平等差
距的老師）、協作和規劃方面的時間

在2021-22 增加時間；計劃在 2022-23 年擴展； PD 適應新課程
並填補任何差距

增加人員配備和在差異上的培訓，包括輔導和有針對性的支持 2021-22學年人員配備和專業培訓計劃；使用數據來目標支持

為老師和校長制定和完善全校區領導結構去共同領導規劃 成員、角色和職責



焦點 4

使用數據做出最佳決策！

使用數據公平分配資源，支持核心閱讀教學的有效實施，慶祝成長，並從最佳實踐做法中學習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與家庭合作，為四個焦點創造、溝通和使用社區友善的儀表板，以跟
踪我們是否在策略計劃方面取得進展

公開有的讀寫數據儀表板，包括有關英語語言發展的數據

與教育工作者和校長合作，創造、收集、交流和使用有關新的 K-5年
級英國語文藝術課程實施的數據

包括狀況和指標的課程實施儀表板（例如受訓教師的百分比）

與家庭合作創造有效的工具，用於交流有關其子女閱讀評估的數據，
傳達教育者、學校、學生和家庭之間分享的進展擁有權

英國語文藝術準備試點的 K-3年級成績表部分的新模板和方法；基於
評估數據的家庭友善的定制閱讀計劃

收集美國非裔、拉丁裔和多元文化社區成員的見證，講述屋崙要有讀
寫學習的必要性和機會的故事

來自社區成員的視頻和見證庫，可用作全市運動和專業發展的一部分



倡議 #2
支持有實力的畢業生



支持有實力的畢業生
培養確保中學後成功的基本技能

屋崙對有實力畢業生的願景是賦予學生技能、知識和機會的能力，以及在高中畢業後對自己成功過渡並在中學後機會中茁壯成長的清晰願景。 家

長和監護人被賦予技能和知識來支持和倡導其子女畢業，他們需要追求他們的中學後旅程。

學生將與同朋和行業合作夥伴一起參與綜合、跨學科、真實和相關的工作，並發展、實踐和加深職業技術、學術和應用技能和知識，從而畢業時

獲得可就業的技術技能和大學資格。 他們將在職場、公眾地方和其他可以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地方練習成為靈活性的學習者、協作的隊友、社區

領導者、批判性思考者和創造性的問題解決者。

教育將在課堂內外與社區組織、地方機構、城市和私營行業合作夥伴合作進行； 學生與合作夥伴之間的機會和關係將持續到高中以後。

高風險/高回報學校將針對深度、個性化、持續的基礎設施，以支持和服務學生、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現場特定需求。



焦點 1
給學生能力為中學後的成功做好準備

調整系統以確保學生能夠通過完成學科獲得認證、大學學分和/或學徒制，並增加成功過渡到中學後的教育機會的學生人數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為大學和職業意識、探索和準備製定 9 至 12 年級的連續係統 提高從 9 年級開始的課程質素和綜合

與 Peralta 校區和行業合作，設計與短期或立即就業相對一致的早期

大學學分和證書

增加在畢業前獲得大學學分和行業認可的證書之學生人數

通過數據監察和廣泛的支持，確保公平獲得大學和就業機會；與合

作夥伴協作，利用資源支持學生的成功

增加參與豐富、相關的基於工作的學習機會並成功過渡到中學後的

教育機會之學生人數

創建一個集中的就業中心並調整 OUSD後的資源，以更好地將學生

與畢業前和畢業後的就業經驗聯繫起來

增加成功過渡到就業機會之學生人數

實施季度學生和家長/監護人參與，重點是提高對學科和職業機會（

從中學開始）以及畢業、A-G、大學和職業規定的認識

給學生和家長/監護人有能力取得並能夠出席集中性的家長/學生參與

活動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完善數據監察制度，建立預警干預系統 增加如期畢業和符合 A-G 資格的學生人數

在 9 年級增加學術干預和個別支持，例如輔導、指導和其他綜合

支持

增加學術干預和綜合支持並將其納入現有的學術空間

投資於有更大需求的學校的人員配備和綜合支持（例如教務主任

、個案經理、恢復公義統籌員、精神健康和行政人員）

加強對學生進步的監察和干預

焦點 2

有針對性的支持
為最邊緣化的學生投資並創建有針對性的支持系統



焦點 3

綜合現實世界學習
加深綜合職業技術教育和基於工作的學習機會與我們校內外核心教學大綱領域，以確保為學生提供相關和真實的學習體驗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專業培訓和對 9 年級高優質、綜合讀寫和代數 1 實踐的持續

支持

圍繞公平讀寫和數學教學的教育者知識、技能、能動性和集體效能

支持一批教師為 10 年級制定與頂峰和標準一致的表現任務基

準，該基準綜合核心教學大綱、職業技術教育和基於工作的

學習

發展校準、高質素、符合學科的 10 年級表現指標

擴大和加深學術和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師行業實習參與和主辦

者

教師參與行業實習；反影教師學習的課程；成為深度合作夥伴的委

身行業主辦者

在重點學校實施工作體驗教育計劃，以支持在職學生進行更

深入的學習和職業階梯

學校實施高質素的工作教育計劃引致支持就業的學生人數增加

確定並支持一系列焦點學校實施穩健而深入的全年實習計劃

，包括對帶薪實習的差異性支持以及確保學生入學和成功的

支持

增加學期或一年實習的學生人數



倡議 #3
創出滿有喜樂的學校



創出激勵性的學校
重新設計學校成為一個有喜樂、包容和美麗的地方

在屋崙的願景中，學生在他們的日常環境中——在家裡、學校和社區——感到安全、受歡迎和自由，並且是他們學術和社交情緒成功的活躍參與者

。 學生及其家人將了解他們在學校和社區中的力量和選擇。

家庭、教育工作者、社區成員和合作夥伴將共同確保學生有機會和資源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並在我們的多元文化、多種族、多語言社會中定義

自己的願景，以創造美好、快樂和包容的學習體驗。

學校將根據學生和家庭的經歷和意見，以包容性計劃和環境為中心，優先對歷來最邊緣化並繼續面臨差異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學生進行有意識的

投資。 他們將分擔學生進步的責任並共同設計社區回應會議，以調整計劃實施並評估資源分配。

教育工作者將與有色人種學生、社區、合作夥伴、家長和家庭合作，設計能夠肯定學生的文化、語言、種族和種族身份的學習體驗。 他們將攜手

合作，為所有學習環境注入快樂和美麗，從而學生們將樂於學習。

學校和社區將使用支持學生身份的恢復性做法，以促進學生、社區和教職員工之間的信任關係。 衝突發生時，將以恢復性的方式解決，並以此作

為在整個學校社區建立同理心、理解和團結的機會。



焦點 1

恢復實踐的做法
確保恢復實踐的做法真正融入我們學校的結構，並監督實施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提高教育工作者創造恢復性學習環境的能力 多重角色教育工作者的恢復公義專業學習系列

發展和實施同輩領導結構，以提高學生與同輩進行恢復性實踐的

能力

有同輩領導結構

為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實施恢復性的社區建設返校策略 促進學校重啟恢復的課程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編制和實施專業學習系列，以提高教育工作者實施文化維持實踐

的能力

設計學習系列，以諮詢為潛在結構

編制反影學生學習和興趣領域的大考項目，以增加學生以新而有

創造性的方式展示他們學習的機會

由社區合作夥伴和教育工作者為每個年級編制的一組分享大考項

目

編制和實施機會去慶祝喜樂和美麗 全校區“城市喜樂週”慶祝學校並表彰由青年、教職員工和合作夥伴

計劃的特定組別

焦點 2

文化響應和語言支持的實踐做法
針對偏見及種族歧視去創造受歡迎的做法和有意識的工作



焦點 3

以青年為中心並聆聽他們的意見
真正讓青年成為他們教育體驗的領導者，並以美國非裔和拉丁裔青年及家庭的經歷和意見為中心，在建立社區共識的同時定義喜樂、美麗和包容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擴大家訪，以確保學生和家庭在返校時感到受歡迎和參與 家長教師家訪計劃擴展至更多缺席率高的學校

對缺席率較高的學生進行一對一外展，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與至少一

名有愛心的成年人建立關係

確定並至少提供以下一項服務的嚴重缺席學生：一對一外展和/或家

訪以歡迎返校；導師/個案經理；未來幾年一對一的學生支持計劃

收集來自青年和家庭的其他回應 對學生和家庭的同理心面談，了解他們對喜樂、美麗和包容的定義



焦點 4

實在環境
促進從家到學校的喜樂學習空間；設計教室、學習空間和機會，重視喜樂和多種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為社區提供聚會和慶祝的空間；並為年輕人擴大戶外空間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創造喜樂的學習空間 確定在學校建築中增加藝術或音樂空間的機會

增加社區使用學校設施進行參與和慶祝的機會 評估與學校社區接觸的興趣或機會

利用Y提案的基金創造喜快而美麗設施的機會 確保 Y 提案計劃通過社區投入反影喜樂、美麗和包容



倡議 #4
培植多元化及穩固的員工



培植多元化及穩固的員工
吸引和保留員工反影屋崙映豐富的多元化

屋崙對其教育工作者的願景是提供持續的支持，為老師的教學和可持續成長和發展開闢強而有力的途徑。 我們在教育者發展階段和四個

關鍵焦點的交叉點工作：夥伴關係、途徑、基於親和力的支持結構以及教育者學習和成長的條件。

發展階段：

中學或大學有抱負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將受到相關項目的明確途徑和有組織的支持的啟發，例如暑期計劃和工作機會。他們將得到學

術結構中的大學和職業準備人員、基於工作的學習協調員和輔導員以及他們自己的有色人種老師的支持。

有抱負的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將有明確的方向感，有通往教學文憑課程的途徑，得到同組模式、實習、帶薪資深教師導

師等結構的支持，以及在教育領域獲得工作經驗的機會，以及與學校建立關係。他們將被鼓勵通過職業規劃和了解教育軌跡來思考自己的

長期成長。

早期職業生涯中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將體驗個人、關係性的教學。他們將獲得系統上多個層面的支持，從校區組織的親和組和新教師

指導計劃至到學校級別的支持系統。他們將製定職業培訓 (PD) 計劃，通過通用基礎 PD 和感興趣的內容範圍之個別學習來支持他們的自

給自足。

執教美國非裔和拉丁裔資深教師會感到他們的經驗得到認可，他們的文化受到重視，他們的努力取得成功，並在決策中受到尊重。他們將

通過密切關係團體、實踐社區、同輩和同事以及學校教練成為互聯社區的一部分。規劃時間、反思空間、同輩觀察和個別的 PD 計劃將支

持他們實踐的持續增長，以及作為經驗豐富的教育者繼續成長為更高領導力的機會。



焦點
每個焦點都貫穿教師發展的各個階段，以滿足教師在其職業生涯階段的需求和機會。我們的焦點還最大限度地發揮

有效發展和支持充滿活力、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工作者隊伍所需的集體影響力工作。

有抱負的高中或大學的

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

有抱負而擁有學士學位的

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

早期職業美國非裔或

拉丁裔教師

實踐中的美國非裔或
拉丁裔資深教師

夥伴關係
加強灣區主要持份者團體之間的夥伴關係，特別是與有色人種和組織的夥伴關係，以支持其他三個焦點。

學科
為我們的學生成為教師去創造清晰的學科，激發為本地公民教學的願望，並為美國非裔和拉丁裔社區成員提供機會

基於密切關係的支持結構
為整個屋崙校區的教育工作者建立具有動態、基於密切關係的支持結構

教育工作者學習及專業成長
在學校創造條件，為教師、學生和家庭服務； 創造靈活的成長機會，以滿足教師不斷發展的需求； 消除屋崙的美國非
裔和拉丁裔人士成為和留任教師的不公平現象； 根據在大流行中學到的知識來調整教學和學習



焦點 1

有抱負的高中或大學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夥伴關係

與來自 Linked Learning、Peralta 大學系統、人才部和 高中網絡

的領袖一起建立校區社區工作組，以創建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的

高中同組模型

在尋求教職位應屆畢業生的名單；將感興趣的人與可用的校區職
位聯繫起來；評估進展的季度會議

建立跨生態系統共享數據的計劃和基礎設施，以確定需要的領域 制定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的 OUSD 畢業生名冊，其中包含進度監
察指標並確保隨著時間提供支持

學科

創建社區資產圖以了解和調整資源 為對教學學科感興趣的本地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網站顯
出機會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夥伴關係

探索針對高需求學科（例如雙語多學科、輕度/中度特殊教育）創

建屋崙校區內部教師證書計劃

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在有考試代用券參加考試準備支持

學科

與本地大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畢業生在本校區就業提供明確

的學科

本地大學合作夥伴和在本校區求職的學生名單

親和組

與導師、考試支持、財務支持、專業培訓、社區和關係建立一起

提供結構的同組機會

為對教學學科感興趣的本地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網站顯
出機會

專業學習

確保有考試準備並付費，包括考試代用券和執照指導和支持 由指導、輔導和職業機會支持的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名冊

焦點 2

有抱負而擁有學士學位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師



焦點 3

早期職業美國非裔或拉丁裔教師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夥伴關係

擴大與教學文憑專家的合作夥伴關係，為仍在努力獲得教學文憑的
現有教師提供更好的考試準備。報銷所有教師的認證評估費用。

教師通過執照考試，在獲得加州教學文憑的道路上取得進展

學科

為尋求替代教學執照學科的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育者制定一個綜合
強而有力的指導、輔導和學費支持的銜接課程

在追求替代執照方面得到支持的教育工作者群體

S在通過本校區的 9 Grow Our Own Educator 學科之一進入的新教
師中發展社區和歸屬感

重新設計的溝通策略，突出一致的途徑和切入點，考慮到未來的美
國非裔和拉丁裔教育者，包括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教育者，如西班
牙語、瑪雅語和阿拉伯語



焦點 3

早期職業美國非裔或拉丁裔教師 (繼續)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親和組

進一步發展新教師可用的一系列基於密切關係的支持結構，作為其
專業學習系統的核心要素

為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早期職業教師提供各種基於密切關係的支持結
構

專業學習

利用集體資源，進一步開發針對早期職業教師的差異化專業學習和
指導的協調系統

來自學校領袖的見解用於製定一套通用的做法；經驗豐富的有色人
種導師和其他支持多元化方案的領袖；一組差異化的中央支持；

試點為期一年的基礎反種族歧視教學實踐的專業學習系列，也可以
作為選擇實習生證書課程的職前要求



焦點 4

實踐中的美國非裔或拉丁裔資深教師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學科

加強美國非裔和拉丁裔導師的招聘，以增加教師領導角色的代表性和

新教師指導計劃中基於密切關係結對的機會

衡量對教師經驗和實踐做法的最初影響

在我們校區的專業學習空間中提升經驗豐富的有色人種教師的實踐和

聲音

為經驗豐富的教師提供更多有工資機會分享實踐做法和參與同輩促進

的專業學習空間

擴大美國非裔和拉丁裔教育工作者的留職計劃，重點是債務減免和

BCLAD（雙語、跨文化、語言和學術發展）許可證

免貸計劃為學生貸款提供部分償還，以換取多年的服務

親和組

進一步編制我們的數據儀表板，以反影學生人數和工作人員人數以及

招聘決定和教師流動；使用此公平儀表板進行招聘並推動流程變化，

以實現更公平的人員配備結果

員工平權審計儀表板突出了留職和招聘決策的交叉點，重點關注與美

國非裔和拉丁裔教育工作者相關的招聘決策



焦點 4

實踐中的美國非裔或拉丁裔資深教師 (繼續)

第一年行動項目 主要成果

專業學習

s探索機會支持屋崙領袖的入職培訓，以製定一套通用的指導實踐做法

和領導能力

l決定尋求本校區作為行政文憑贊助者的認證和/或加強與為我們的員工

提供良好服務的現有文憑計劃的合作關係

建立更強大的教師到行政員的準備系統，重點是美國非裔或拉丁裔領

袖的發展

一群有抱負的校長每季度開會討論與領導力增長和發展系統保持一致

的工作嵌入增長，並與帶薪領導力導師配對，以匯報發展機會。



階段 0
2020年6月前

準備

階段 1
2020年6月-11月

社區參與

階段 2
2021年4月-6月

社區策劃 持續
執行和改進

實施規劃

我們在這兒

● 背景研究，現有計劃
分析

● 制定以社區為中心的
戰略規劃流程路線圖

● 參與 8 個社區組織去
促進 10 個回應會議

● 舉行3 次員工及學生
參與活動

● 推出策略計劃網站

● 通過與 800 多名個別
人士的接觸，確定了
4 項重點策略倡議

● 召集社區合作夥伴、
家長、學生、教育工
作者、學校領袖和校
區行政人員組成的工
作組，評估景觀，為
活的計劃制定願景和
行動

● 向更大的社區展示該
計劃並收集回應

● 在6 月 23 日將計劃和

回應提交教育委員會
批准

● 將策略計劃付諸實施

● 綜合社區參與

階段 3
2021年7月-2022年6月

階段 4
2022年7月-2024年6月

● 與教育委員會和

社區合作不斷反

思和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