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瞭解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加州學校儀表板) (www.caschooldashboard.org) 是一種線上工具，旨在幫助本州各社區查詢關

於K-12學區和學校的重要資訊。Dashboard (儀表板) 具有方便閱讀的報告，顯示學校成功的多項衡量標準。Dashboard只是公

立教育一系列重大轉變的步驟之一，這些改變提高學生學習的門檻，改造測試，而且更加注重公平。

學校成功的10個指標

州指標
六個指標可以進行跨學校和學區比較。

高中畢業率

學業表現

停學率

英語學習者進步情況

大學/職業準備

長期缺勤

基於全州收集的資訊。

所有學區、學校以及有30名以上學生的所有

確定學生群體 (例如族裔群體、低收入和英語

學習者) 的結果。

學校和學區的六項州指標都會得到五個顏色代

碼的表現水準之一。

(最高) (最低)

紅色橘色黃色綠色藍色

填滿的圓圈顏色和數量，是顯示表現水準的兩

種方法。例如，綠色總是有四個區段填滿，紅

色總是有一個區段填滿。

總體表現水準是基於現在表現 (狀態) 與以往表

現的比較 (變化)。

本地指標
四項指標基於各學區、縣立教育辦公室和特許

學校收集的資訊。

基本條件

• 教師資歷

• 安全清潔的建築

• 所有學生都有教科書

實施學業標準

學校氛圍調查

家長參與度

各學區根據它們是否收集和報告本地資料，

在四項本地指標得到三個表現水準之一。

• 達標

• 未達標

• 兩年或以上未達標

沒有可用於本地指標的學校和學生群體資訊。

下頁繼續。

https://www.caschooldashboard.org/


瞭解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接上頁)

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有四份不同的報告，提供學校成功的定製視圖。使用者也可以按一下單一指標，瞭解所有學生群

體在該指標的表現。按一下單一學生群體，顯示該學生群體在所有六項州指標的表現。

4份報告提供學校成功的定製視圖
公平度報告      狀態/變化報告 詳細報告 學生群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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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Report

West Chavez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 San Joaquin County

Enrollment: 4, 150

Foster Youth: N/A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10%

Grade span: K‐12

English Learners: 5%

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The Equity Report shows the performance levels for all students on the state indicators. It also shows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that 
received a performance level for each indicator and how many of those student groups are in the two lowest performance levels (Red/Orange).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may vary due to the number of grade levels included within each indicator.

長期缺勤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停學率 (K‐12) N/A 9 2

英語學習者進步情況 (K‐12) N/A 1 0

畢業率 (9‐12) N/A 6 4

大學/就業
2017年秋季可用。選擇11年級評估結果。

不適用 不適用

英語語言藝術 (3‐8) N/A 8 0

數學 (3‐8) N/A 8 1

州指標 所有學生表現 學生群體總數 紅色/橘色學生群體

基本指標 (教師、教學資料、設施) 達標

實施學業標準 未達標

家長參與度

本地氛圍調查 達標

本地指標 評級

兩年或以上未達標

A narrave text box will be provided as an oponal feature for local educaonal agencies to describe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state and local 
indicators. This opon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Dashboard Coordinator Portal to be completed by LEAs. The oponal narrave will be displayed as 
text summary paragraph at the boom each report to provide addional context and informaon.

An asterisk (*) shows that the student group has less than 11 students and is not reported for privacy reasons. The performance level (color) is not 
included when there are less than 30 students in any year used to calculate status and change. An N/A means that data i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

Oponal Narrave Summary

公平度報告      狀態/變化報告 詳細報告 學生群體報告

公平度報告
顯示：

• 所有學生在州指標的表現

• 每項州指標的學生群體總數

• 紅色/橘色表現水準的學生群體數

• 本地衡量標準的表現 (僅學區水準)
可按指標挑選資訊

長期缺勤

停學率 (K‐12) N/A 低
2.2%

提高
+0.3%

英語學習者進步情況 (K‐12) N/A 很高
90.2%

提高
+2.7%

畢業率 (9‐12) N/A 高
93.1%

降低
‐1.5%

大學/就業
2017年秋季可用。選擇11年級評估結果。

英語語言藝術 (3‐8) N/A 很高
低於3級49分 

保持
+6.2 分

數學 (3‐8) N/A 高
低於3級31分 

提高
+6.5 分

州指標 所有學生表現 狀態 變化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

公平度报告 状态/变化报告  详细报告          学生群体报告

N/A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10%

Grade span: K‐12

English Learners: 5%

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Copyright 2017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on

Quesons?  Send them to lcff@cde.ca.gov.

狀態/變化報告
顯示各項州指標：

• 所有學生表現

• 狀態 (現有表現) 
• 變化 (與以往表現的差異)

詳細報告
顯示州指標在一定期間的表現資訊

顯示本地收集的本地指標表現資訊

劃分為三類：

• 學業表現

• 學校條件和氛圍

• 學業參與度

學生群體報告
顯示所有學生和每個學生群體的州指標表現

可按表現水準選擇學生群體

• 藍色/綠色 (即達到標準)
• 黃色

• 紅色/橘色

更多資訊見於：www.caschooldash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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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 Yout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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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span: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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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The Equity Report shows the performance levels for all students on the state indicators. It also shows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that 
received a performance level for each indicator and how many of those student groups are in the two lowest performance levels (Red/Orange).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may vary due to the number of grade levels included within each indicator.

長期缺勤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停學率 (K‐12) N/A 9 2

英語學習者進步情況 (K‐12) N/A 1 0

畢業率 (9‐12) N/A 6 4

大學/就業
2017年秋季可用。選擇11年級評估結果。

不適用 不適用

英語語言藝術 (3‐8) N/A 8 0

數學 (3‐8) N/A 8 1

州指標 所有學生表現 學生群體總數 紅色/橘色學生群體

基本指標 (教師、教學資料、設施) 達標

實施學業標準 未達標

家長參與度

本地氛圍調查 達標

本地指標 評級

兩年或以上未達標

https://www.caschooldashboar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