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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amento Cit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SCUSD) 

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 
（10.29.20更新版） 

 

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內容與學區的“一起復課”計劃中信息保持一致。

這些計劃可完整查看在學區“一起復課” 頁面上 Return Together page。

迄今為止，已發布的組件包括 “恢復健康計劃” Return to Health plan 和 

“恢復學習計劃草案” Draft Return to Learn Plan。 

 

《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紀念了 2020-21學年正進行計劃的過程，並

描述學區如何開展以下工作：  

 應對學習差距  

 利益相關者進行有意義的參與  

 保持透明度  

 應對不重複學生，有獨特需要的學生要和無家可歸學生的需求  

 對學生提供必要設備和遠程學習的連接性  

 提供資源和支持來應對學生和員工的心理健康和社會情感幸福  

 繼續為學生提供校餐  

 

2020-21 學年的學區計劃概述了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為學生，家庭和教職

員工實施的行動和服務。該計劃內容包括與沙加緬度市教師協會（SCTA）

討論過一些與勞工有關談判中的內容。在談判仍在進行期間，這些要素

在學區網站上標題為學區與 SCTA 提案之間的差異頁面中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strict’s and SCTA’s Proposals進行了概述。雖然該計劃的

某些內容可能需要進一步審議，但 SCUSD 出於學生的 大利益實施了

《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 

其他資源：  
SCUSD Learning Continuity and Attendance Plan pag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DE) Learning Continuity and Attendance Plan 

resource page 

 

 

核心價值 

我們認識到我們系統

在設計上是不平等，

因此我們會謹慎工作

以面對和打斷仍存在

的不平等現象來平整

競爭環境，並為每人

提供學習，成長，和

達到強大發展機會。 
 

 

 

公平，學習得和 

社會正義 

的指導原則  

所有學生高中畢業時

都有平等機會從最廣

泛的選擇中獲得最多

數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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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e Bill 98 text 

Sacramento County Office of Education (SCOE): School Year Planning: A Guid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OVID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Health: COVID‐19 Industry Guidance: Schools and School‐

based Programs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CDE Stronger Together: A Guidebook for the 

Safe Reopening of California’s Public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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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uly 2020 

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模板(2020–21) 

有關完成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的說明，請訪問 https://www.cde.ca.gov/re/lc/documents/lrngcntntyatndncpln-instructions.docx. 

當地教育機構 (LEA) 名稱 聯繫人姓名和職務 電子郵件和電話 

Sacramento Cit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Jorge A. Aguilar, Superintendent 學督 
superintendent@scusd.edu  

916.643.7400 

一般信息 

[描述COVID-19大流行對當地教育機構 LEA及其社區的影響。] 

前所未有的 COVID-19 大流行疾病，影響了沙加缅度市聯合學區整個社區，並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學生，家庭和教職工的生活。2020 年 3 月學校

的意外關閉影響了我們學生的身體，情感社交和教育景觀。學生，及其家人和教職員工都受到更高程度壓力和創傷的影響。 

學校關閉影響了許多學生和家庭，挑戰他們獲得基本服務的能力。大流行廣泛影響經濟，包括失業率增加，加劇了現有挑戰，例如糧食不安全

和失去學習技術/聯繫的機會。家庭和學生也受到影響要保持身體隔離，損失了慣常親自提供有目標的支持和服務，其中包括對英語學習者，寄

養青年，無家可歸青年，和殘障學生的許多服務。由於教室和學校社區要保持身體和社會隔離，COVID-19大流行病還導致越來越多的隔離和脫

節。課程安排，傳統教學方法以及對學生學習的評估也受到了干擾。 

由於學校停課，學生，家庭和教職員工也不得不承擔新角色。家長，監護人和照料者（已經是學生教育的重要合作夥伴）在遠程學習期間承擔

起與家中學生一起擔任共同教育者的責任。對於那些能夠在家工作的家長，監護人和照料者而言，這是挑戰，而對於那些沒有能力在家工作的

家長，監護人和照料者而言，這也是挑戰。許多不能在家工作的家長，監護人和照顧者在照顧孩子，維持就業和收入的競爭需求之間必須取得

平衡。年長學生還必須對年輕的兄弟姐妹和/或親戚承擔更大責任。這包括支持那些較年輕學生進行遠程學習，從而減少他們自己學習時間。員

工也面臨巨大挑戰。許多 SCUSD 的工作人員還是學齡兒童的家長，監護人或看護人，他們本身平衡了職業和個人責任。SCUSD 學生，家庭和

員工必須承擔新角色，而競爭需求的平衡又給本來就充滿挑戰的環境增加了更多壓力和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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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除了帶來影響和傷害外，SCUSD 許多社區成員繼續遭受到系統性種族主義和暴力的傷害。在數百年的壓迫之後， 近發生針對黑人

和有色人的種族主義暴力行為，包括殺死George Floyd。就像COVID-19對我們社區產生了不同影響一樣，無數種族主義行為和隨後的動亂也給

我們學生，家庭和員工帶來更多創傷。SCUSD承認有責任認識到我們在這種創傷中的角色，除了承認，有必要進行勇敢對話，直接面對，打斷

和應對學校系統中存在的製度種族主義。這要求我們成年人提高自己的能力-深入研究和理解我們自身固有的偏見以及權力和特權地位，建立

我們的文化能力，並將社會正義，種族主義，以及社交和情感的教導與學習全部納入課程內。 

 

SCUSD 是加州第 13 大的學區，為大約 42,000 名學生在 75 所學校中提供服務。SCUSD 邊界涵蓋了沙加缅度市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區，我們

地區在種族，族裔，文化，經濟地位，語言方面，和在人口統計學上都各不相同。SCUSD 2019-20學年學生人數 40.6%為西班牙/拉丁美洲裔，

17.5%白人，17.2%亞裔，13.4%非裔，7.3%多種族，2.1%夏威夷裔/太平洋島民，1.4%菲律賓裔和 0.5%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土著人。超過

70%學生被確定為社會經濟弱勢的群體，包括那些有資格享受免費/減餐的學生(70.5%)，被認定為寄養青年(0.5%)和/或被確定為無家可歸青年

(0.6%)。學生人數還包括 17.9%英語學習者和 14.4%殘疾學生。許多 SCUSD學生說英語以外的其他主要語言，代表了 50多種不同語言，其中

西班牙語，苗族話，廣東話，越南話和俄語是 常見的語言。 

 

COVID-19 大流行對 SCUSD 系統中已出現不公平結果的學生和家庭造成的影響尤其大。這些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寄養青年，無家可歸青年，

殘障學生和有色人種學生，尤其是非裔學生，拉丁裔和土著青年學生。這種不成比例的影響導致學術，長期缺勤和其他不平等現象的加劇，而

這段時間對我們集體社區造成的壓力已經是歷史性的了。 

 

近年來，SCUSD 學區根據加州學校儀表板上特定學生團體的表現，被州政府確定為差異化援助 Differentiated Assistance。在過去三年中反復

出現的三組學生包括殘疾學生，寄養青年和無家可歸青年，其中非裔學生，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學生，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島民學生

以及英語學習者，也表現出明顯的成績差距。 重要要注意，這些學生群體之間存在高度的交叉性。在 2020-21 年間，學區將與加州教育合作

卓越組織California Collaborative for Education Excellence (CCEE)進行系統教學審查流程 Systemic Instructional Review (SIR)。這與“差異化

援助”流程保持一致，是州政府一種更密集的支持形式，基於 SCUSD 有三個以上的學生團體在四年中有三年符合差異化援助資格標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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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大城市學校理事會改善特殊教育服務的報告Council of Great City Schools report on Improving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s (Spring 2017) 

（2017年春季）之類的報告，重申需要改善弱勢學生群體（在這種情況下是殘疾學生）的學習成績。 

 

由社區大學平權評估實驗室 CCEAL 贊助，由大沙加緬度多縣國家有色人種發展協會 NAACP 委託撰寫的 2018 年名題為《停課首府》的報告中 

‘The Capitol of Suspensions, SCUSD被證明是對黑人男生停課 高的加州學區，其停課總數和未重複停課率數量是超過了其他學區而這些學區

的累計入學率明顯是更高。在COVID之前，此數據和加州學校儀錶盤結果是 SCUSD系統的重要背景。這些現有系統狀況，COVID-19大流行以

及系統種族主義和暴力行為在國家，州和地方各級造成的累積創傷的總體影響，每天都在影響學生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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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SD核心價值指出：我們認識到我們系統在設計上是不平等的，我們會努力應對和打斷現有的不平等現象，以平衡競爭環境，並為每人提供

學習，成長和發展壯大的機會。  

 

由於學區計劃在實質和虛擬空間中“共同復課” ‘Return Together’ -的當務之急以應對學生在春季和夏季經歷的學習損失。這對於遭受大流行影響

的學生群體尤其重要。 SCUSD以此種看法，建立了以下遠景聲明： 

 

 “Sac City Unified將打破當前系統的不平等現狀以滿足我們所有學生，尤其是我們 脆弱學生的學術，社會和情感需求。這種打破局面必須導致

更高的學習標準和責任感。我們 “一起復課計劃” 將遵守所有縣級公共衛生條例，通過親自教導安全服務盡可能多的學生。因為我們認識到這種

流行病不斷發展的性質，所以我們所有學習模式都將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並減輕學習的損失，從而確保所有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在高中畢業後，

從 廣泛大學選擇中獲得 多數量的選項。” 

 

學區向公眾和教育委員會介紹計劃時，工作人員指出在 COVID-19 之前，我們需要在教學連貫一致性方面進行重大改進。隨著遠程學習帶來的

其他挑戰，教學計劃中對連貫一致性的需求甚至更大。作為“重返學習計劃” Return to Learn 一部分，SCUSD 概述了家長/監護人，學生和社區

對於遠程學習實施應達到的十項具體期望是： 

1.為每個學生提供一致，直接，實時的指導。 

提供學生每日直接的實時指導，並可以選擇在一天其他時間來參加預先錄製的指導。 

2. 可以接觸到教師以及教師的額外支持 

教師除了直接進行實時指導外，在必要時可以向學生提供幫助。 

3.學習和授課中的對稱性和凝聚力 

Google課堂作為學習管理系統，可在教學和學習中實現對稱性和凝聚力。 

4.協作 

各個年級和部門的老師，校長和同事之間做有意義結構化的協作，根據數據和學生需求改善學生的學習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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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業培訓和對教育工作者的支持 

針對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培訓，提供高質量指導所需的策略以及學區學習管理系統Google教室，以確保學生獲得基于基本標準的學習機會。 

6.對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的適當支持 

通過使用 IEP流程定制教育機會並在必要時提供支持，確保所有學校教育模式中都包括殘疾學生。 

7.有針對性的支持學生和干預 

為需要額外的教學和/或社交和情感關注的小學生群體提供支持和指導。 

 

8.溝通與反饋 

教師定期與學生和家長就學習目標和學生進度進行溝通，包括每週與家長/監護人進行溝通，並根據學區分級政策保持學生與學校之間聯繫，報

告學生進度。 

9.評估和問責制 

在學習期間和整個學年的評估，評估學生在當下和一段時間內的進步情況，以應對學校關閉前後的學習損失。 

10.對英語學習者的支持 

指定和綜合的英語語言教學，包括評估語言水平的進步以及針對查訪課程的有針對性的支持。 
 

 

向學生和家庭提供這些期望是 SCUSD 致力的工作，這樣利益相關者能夠使學區負責提供一致高質量的教學和其他服務，以滿足學生和家庭的

學術，社會和情感需求。大流行病期間遠程學習的實施以及堅固靈活教學模式的設計提供了一個獨特機會來做不同事情。正如利益相關者敦促

並反映在學區的遠景聲明中一樣，這是破壞現狀的時候。個人和集體對這一大流行病挑戰的反應不僅是生存的機會，而且是在新領域打下堅實

基礎的機會，這將使學生在 2020-21年及以後的日子裡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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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為爭取利益相關者反饋所做努力的描述。] 

 

CUSD學區的利益相關者參與 2020-21遠程學習和 6 月學校重新開放計劃，計劃持續在整個開發過程中進行。工作包括聽證會，調查，董事會

主持的市政廳活動，徵求公眾對草案提出意見，以及與利益相關者團體會議。建議的其他來源包括區域市政廳董事會成員的摘要和聽課，學生

領袖收集的反饋，及對董事會陳舊項目的公眾評論。學區工作人員使用這些建議信息來告知正在進行的計劃，並在整個文檔中得到反映。  

 

2019-20學年結束時，學區工作人員啟動了利益相關者參與過程來進行遠程學習和學校重新開放。隨著春季學期結束，學區對家庭進行了一項

調查以獲取他們對遠程學習的反饋。這項調查以英文，西班牙文，中文，苗族文和越南文提供，並以Google表格進行。5,293名家長/照顧者

對調查做出回應。還對學生進行了相應調查，以尋求他們對遠程學習經驗的反饋。共有 2362名 4至 12年級學生對此調查做出了回應。這約佔

4-12年級 28,229名學生的 8%。可以在學區“一起復課”學校場所Return Together site“研究和數據收集”頁面上Research and Data Collection 

page找到詳細結果。兩種調查均以多種語言提供。  

 

在 6月 後一周和 7月初，由總監領導的執行領導團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團體舉行了一系列聽證會。舉行這些會議是為了徵詢有關學區重新開放

計劃草案以及有關 2020-21學年遠程學習初步想法反饋。每次會議都簡要概述了學區重新開放學校願景，用於規劃指導原則以及遠程學習框架

草案。利益相關者團體進一步參與，以徵詢初步《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草案》。各小組具體會議包括：  

 

•學生：7.14.20聆聽會議，8.12.20和 8.19.20的學生諮詢委員會會議  

•非裔諮詢委員會（AAAB）：7.1.20聆聽會議和 8.5.20的會議  

•社區諮詢委員會（CAC）：6.30.20聆聽會議，8.4.20臨時會議和 9.2.20特別會議  

•學區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DELAC）：7.2.20聆聽會議，8.3.20領導會議，8.12.20的會議  

•LCAP家長諮詢委員會（PAC）：6.24.20聽課，8.3.20和 8.24.20的會議  

•家長聯合會（SCUSD家長聯合以恢復我們學校）：7.9.20聆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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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了解學生和家庭的需求，以及使他們感到安全返當回到現場指導標準，學區在 8月初發布了“學習選擇表”。儘管此表格不要求家庭做出

正式決定就特定的教學模式，但確實要求家庭分享意見：  

 

•他們當前的設備/互聯網狀態  

•一旦州和縣官員確定可以安全返回，他們首選的學習模式（全日遠程學習，混合，全面授）  

•重返學校之前需要的標準  

•他們在遠程學習中的優先事項  

 

 

在 7.27.20至 8.10.20的調查時段內，學區收到了 22,952份重複的家長/監護人回复，佔 56％回复率。調查以多種語言提供。 

 

在 8.11.20，教育委員會舉行了“虛擬市政廳”會議，討論遠程學習和學區的“重返校園”計劃。除了學習外，確定主題還包括健康與安全，社會和

情感學習以及州和縣準則。小組成員包括董事會成員，學生，SCUSD 工作人員，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官員以及公共辯護律師代表。活動期間

提前收到了 100 多條問題，並提交更多問題。近 1000 個社區成員參加了 Zoom 網絡研討會的活動，或在學區直播中觀看了該活動。在 Zoom

環境中以西班牙語，苗族語，廣東話，越南語和美國手語 ASL提供了同聲傳譯。沙加緬度縣的公共衛生官Olivia Kasirye博士,連同立法和社區

事務公共辯護人總監 Liz Guillen進行了簡短的演講。Guillen女士的演講包括對第 98號參議院法案的審查，以及《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中特

定要求的摘要。此後，學生和董事會成員提出了幾個 常見的利益相關者問題，員工對此做出了回應。 

 

為了使所有團體利益相關者都能提供意見，我們分享了《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草案以徵求意見。草稿已發佈在學區網站上，並附帶了

Google表格以提交評論。草案的可用性和發表評論的機會，通過學區多種電子通訊渠道來進行宣傳，這些通訊渠道已發送給員工，學生，家庭

和社區成員。硬拷貝通知已在學區餐飲服務接送站點分發，每個餐袋裡都放有傳單。除草稿和評論表的鏈接和快速響應 QR 代碼外，這些通知

還告知利益相關者，可以在下個星期一和星期二的飯菜分發期間使用多種語言的計劃草稿。除英語外，草案，徵求意見通知書和評論表，還以

西班牙語，苗族語，中文和越南語提供。評論表為利益相關者提供了對每個計劃部分發表評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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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參與工作包括：  

•董事會成員舉行的區域市政廳/聽證會摘要，並在董事會會議期間在評論中報告  

•學生會成員和學生諮詢委員會成員向同伴徵詢學生意見的摘要  

•該計劃草案已提供給學區談判小組負責人，以徵詢他們意見。  

•在七月和八月的董事會會議上對學校重新開放的公眾意見 

 

 9.3.20公開聽證會提供了一個額外機會，可以吸引廣泛利益相關者參與。計劃草案已預先發佈在學區的網站上，以供公眾審查和評論，並提交

給董事會會議進行討論，並公開徵求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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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選項的說明為遠程參加公開會議和公開聽證會。] 

 

利益相關者可以選擇遠程參加多個公開會議和學區的公開聽證會。隨著時間推移，這發展在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從 8.20.20 會議開始，董事會

會議包括成員實時提供公共評論的機會，還加上自學校停課以來使用的方法-在會議之前通過電子郵件提交評論。會議之前，工作人員會朗讀

並在學區網站上 district website發佈公眾意見供公眾查看。在 8.11.20以 Zoom網絡舉行了市政廳活動研討會。這包括讓與會者有機會用“問答” 

功能實時提交問題。  
 

通過 Zoom 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團舉行會議，並在許多情況下向公眾開放。會議的公眾參與者能夠聽取演講和討論，並在確定時間內參加或發表

公眾意見。例如 Zoom “會議室” 中包含了 LCAP PAC會議的公眾參與者，他們可以觀察所有討論並可以通過分組討論室功能來觀察小組討論。

在會議結束時保留時間以進行正式的公眾評論，並且聊天功能在整個開放期間供公眾做出貢獻。聊天評論將保存並包含在發布會議的記錄中。

在第二個示例中，DELAC會議使與會者能夠進行聊天，為演示者提出問題並參與更大的討論。DELAC會議還以多種語言進行同聲傳譯。  

 

 [特定利益相關者團體提供的反饋摘要。] 

 

總體而言，利益相關者所提供的反饋包括有價值的見解，建議和問題。這些內容對春季學校關閉期間的經驗，學區重返遠程學習和親自指導的

重點，以及對已存在問題提出應對建議。這些問題在大流行之前已存在，大流行可能加劇了這些問題，除非在基礎上加以解決，否則這些問題

將一直存在。下面列出是大多數或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中出現的關鍵思想。重要是要注意，其中許多項目與學區對遠程學習十項期望之間存在

密切的關聯： 
 

•我們目前狀況是一個機會可以做點不同的事並打破現狀–為所有學生更好地服務。 

•一種尺寸並不適合所有人 - 培訓，指導和溝通都需要達到學生，家庭和員工的個人和團體需求。 

•今年春天的遠程學習效果不佳，秋天需要更好的學習。關鍵方面包括現場指導，查訪錄製課程，詢問老師和員工以及定期傳達清晰期望。 

•我們需要在規劃和實施過程中關注 弱勢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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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和照顧者需要更多支持才能有效合作，在家中對學生進行教育。其中包括明確指導，說明他們將從遠程學習中獲得期望，進行

有關學區規劃和他們自的學生的學習雙向對話機會，以及培訓，資源以及使用技術和支持在家學習的支持。 

•對員工的培訓和問責制都是至關重要。我們需要減少計劃實施的變化量以及學生和家庭的教學經驗。需要對遠程學習提供特定培訓。  

•建立人際關係，社交情感學習（SEL）和精神健康以及身體健康和安全是當務之急。  

•為學生和家庭提供支持，以應對影響他們使用遠程學習的能力和連接問題。  

•即使當恢復某種形式面對面教學時，學生也應可以選擇在一年的剩餘時間內繼續進行遠程學習。  

 

 

除上述關鍵思想之外，以下是各個利益相關者團體的反饋重點。在學區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頁面上 Learning Continuity and Attendance Plan page

可找到利益相關者意見的更詳細列表，包括 LCAP家長諮詢委員會 PAC和學區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DELAC向總監提交的評論。利益相關者

團體提供的關鍵意見已與學區工作人員共享，以支持他們秋季的計劃，本計劃修訂以及長期持續改進過程。  

 

在學年末對家長/看護人和學生進行遠程學習調查得出的結果與上述總體主題基本吻合。 

 對於家長/照顧者，大多數受訪者表示擔心學生的社交，情感健康，對春季遠程學習的經歷只有些/略有一點滿意或根本不滿意，以及更多的

指導和資源, 讓家長/家庭能夠支持學生學習是秋季的首要任務。  

 自三月份停課以來，大多數受訪的家長/家庭還表示幾乎沒有日常的指導，與學校的聯繫也只有一點到完全沒有聯繫。 

 同樣，大多數學生接受三月份停課後的調查表示，他們與現場或錄製課程互動的頻率較低，每天花費不到 2個小時學習或完成功課，並且

與他們班級或學校的聯繫和歸屬感只有一點至較低程度。 

 

來自與學生諮詢委員會 SAC舉行的兩次會議的學生意見，7月的一次聽課，以及學生委員會成員和 SAC成員獨立收集的反饋包括： 

 所有學校都需要更多諮詢服務，在心理健康，學術和大學規劃方面。學生強調了這事實，即這種需要早於大流行，但現在更加迫切。  

 學生需要更多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包括真實提問，建設性反饋和公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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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需要特定方法來定期安全地向教職員工提供反饋。這應該用於確定需要改進的地方並突出 佳實踐。  

 教學的一致性至關重要。這包括在線平台，獲得支持和明確的期望。  

 在遠程學習期間，學生需要靈活性。預先接收作業和截止日期以進行自我調整，並可以訪問錄製課程，這為需要靈活性的學生提供了重要

的支持。  

 需要應對學習損失，尤其是對於課程順序如世界語言和數學的課程。  

 需要為學生提供分層支持，並應定期進行心理健康和社交情感檢查以評估需求。 

 

 

 

 

 

 

 

 

 

社區諮詢委員會 CAC為有特殊需要個人及其家人提供支持，並在 6月的聆聽會議，8月臨時會議和 9月特別學術會議問答環節, 與首席學術官

Christine Baeta進行了交流。主要思想包括：  

 學生各不相同，需要以各種方式繼續學習。在遠程學習期間，多層支持需要改進而不是停止。  

 我們需要應對孤島-殘疾學生通常被視為 “特殊教育的學生” 。我們態度必須是與每個人和每個孩子一起工作的態度，而不是將殘疾學生視為 

“其他人問題” 的態度。 

 如果學區首先專注於修復特殊教育，那麼其他所有內容都將落實到位。  

 學生首先是通識教育學生。特殊教育是一種服務，而不是 “學生可以去的地方” 。專業發展需要像培養技術技能一樣打開人們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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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為大學生解決過渡計劃。  

 需要實施通用學習設計，以便我們看到結果。  

 需要更清楚地說明學生在遠程學習期間將獲得的服務和支持的類型。  

 必須消除服務差距。需要在遠程學習環境中有效地提供教學助手，語音，職業治療和其他服務。 

 

LCAP家長諮詢委員會通過 6月的聆聽會議和 8月的兩次會議提供了意見。主要思想包括： 

 在可能情況下，某種形式親自指導很重要–能夠見到某人並與他們交談很重要。  

 探索在教學過程中增加成人支持的選項，以允許較小的分組，包括與課後人員合作。  

 所有弱勢學生應有類似的環繞服務和支持。這應該包括個人學習計劃和指定的聯絡人，並定期與他們及其家人核對。  

 必須對實施評估負責。 

 需要為學生過渡成績跨度（包括入學指導）提供具體溝通和支持。  

 教學同步是個深刻的問題，特別是對於有多個學生的家庭。 

 我們應為每個人開展學區活動，例如閱讀書籍和其他常見活動。 

 

學區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DELAC通過 7月的聆聽會議和 8月兩次會議（其中有領導和一次委員會全體會議）提供了意見。主要思想包括：  

 計劃應明確說明,作為學區我們可以 “確保” 什麼與打算/正做什麼，並應提供有關我們為英語學習者提供的服務和支持的更多詳細信息。  

 英語學習者需要其他支持和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個性化的學生成功計劃，適當材料，設備和連接性以參與，參與學習母語的資源，成組的

額外學習時間和時間表/資源分配計劃優先考慮 需要的學生，並確保提供指定和集成的 ELD。  

 溝通是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利益相關者的參與以及從學區與家庭的溝通，學校必須以家庭語言和回應能力。交流應包括帶有實時字幕的視

頻，具有語言首選項的自動電話系統，以及對家庭和員工進行使用口譯和筆譯服務使用的培訓。需要更多的資金用於學區內的口譯/筆譯服

務，並在需要時使用外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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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額外人員以支持英語學習者和家庭。這包括其他 ELD培訓專家，增加雙語人員數量，並將學生支持中心擴展到所有學校場所。  

 需要對指定和綜合 ELD員工進行培訓，以達到英語學習者在遠程學習，重新分類雙重指定的學生，反偏見和反種族主義，以及輔導員對應

非學術問題和轉介能力方面的需求，給學生適當的支持。  

 DELAC需要學區額外的支持，包括與場地和技術協調以及會議口譯的支持。 

 確認並支持家庭語言的發展，確保模式完整，支持雙語/雙語雙語語言的習得計劃途徑，並改善世界語言課程規程，因此，不會安排/錯置能

說母語，傳統語言和雙語/多種語言的發言者在某些世界語言的課程或級別中。 

 

非裔美國人諮詢委員會 AAAB提供了意見通過 7月的聆聽會議和 8月的會議。主要思想包括： 

 我們需要擴大“弱勢群體”的定義，包括有色人種學生，尤其是非洲裔學生。我們需要專門監控，與非裔學生進行聯繫並提供支持。 

 我們應明確討論世界，國家和沙加緬度學區關於種族不平等和創傷的情況。  

 考慮與其他實體建立夥伴關係，以擾亂系統性的不平等，應對學習損失，減輕 COVID的影響並提供在線學習。  

 除學校外，家庭健康和安全還需要成為重點。  

 關係很關鍵–需要修補破碎關係。溝通需要清晰，簡潔和能夠建立關係。我們需要與回來的人交談，並了解在這方面要加倍努力。  

 我們需要支持那些選擇留在家裡的人。 

 在關閉期間，探索使用設施的選項，以獲得某種形式的支持。考慮建立小型學習中心或步入式學習中心作為學習空間。 

 

7月與家長聯合會的聆聽會議產生了以下關鍵思想： 

 家長聲音是缺失的環節-家長角色發生了根本和實質的變化-我們該怎麼做才能使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大於學校的樣子–我們希望所有人的學校看起來如何？  

 現在是時候說我們可以做些不同的事情-讓學區和我們自己負責。 

 停止像對待聽眾那樣對待學生。  

 老師之間差異很大-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經驗。 

 需要有個教育環節讓家長了解應該期望什麼，高質量遠程學習教育是什麼樣子，我們可以抱怨哪裡。 （可以見到什麼是無形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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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管理的學習選項表為該學區的規劃過程提供了寶貴的數據。該數據的重點包括： 

 如果州和縣衛生官員認為重返學校安全，則大約 68％的父母/監護人更喜歡混合學習或面對面學習。 

 大約 47％的父母/監護人表示，現場指導是遠程學習中 重要的部分。  

 大約 80％的父母/監護人說他們的學生有一台可用於遠程學習的計算機。  

 大約 82％的父母/監護人指定他們可以訪問互聯網服務。 

 

利益相關者在 2020年 8月 12日虛擬市政廳事件中提出的關鍵問題反映出與利益相關者在委員會，調查和聽證會上表達類似的興趣和關切。可以觀看市政

廳的網絡研討會錄像webinar recording of the Town Hall。提出一些關鍵問題包括： 

 學區進行親自指導能力，包括使用室外空間以及為控制COVID的傳播而採取的措施並儘快重開學校。  

 程學習期間的現場指導。將會發生多少，它會是什麼樣子，以及錯過課程的學生的選擇。  

 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對遠程學習的期望。  

 在遠程學習環境中提供以創傷為中心，以康復為中心的社會和情感學習（SEL）能力。  

 資源適用於設備無法正常工作或需要互聯網熱點/連通性的家庭。 

 在遠程學習中為支持學區 弱勢學生而採取的措施。 

 為有個人化教育計劃（IEP）學生的家長/家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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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8月中旬發布的草案的評論提供了補充意見。被確定為教師的受訪者提出的關鍵思想包括：  

 需要在學區規劃過程中為員工提供更多的發言權。 

 關注錄製課程，包括對學生的隱私影響。  

 緊迫且需要有意義的專業發展。這應該包括對遠程學習參與和技術使用的支持。這不應該超出提供鏈接/軟件/其他資源的範圍。  

 擔心同步教學分鐘的總數以及可能出現太多屏幕時間的問題。  

 

被確定為家長，監護人或照料者的受訪者提出的主要想法包括：  

 學區應該承認並支持在職家長，他們在遠程學習期間面臨平衡工作和支持學生的挑戰。  

 受訪者在面對面學習方面存分歧，有些人希望盡快回到面對面學習中，而另一些人則因為感覺太危險而不想今年再回來。 

 學區應探索戶外教育的選擇。  

 擔心同步學習期間，預期總屏幕的時間，特別是對於年幼學生。  

 擔心缺乏有意義的社交互動，以及離校對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 

 

 

教師和家長/監護人/照料者被訪者輸入了反復出現的主題，該主題指出草案的篇幅，希望草案更加簡潔。其他機密領證的工作人員指出對殘障

學生提供額外指導的重要性，通過面對面學習或家訪的選擇。社區成員主要意見要求學區對英語學習者提供特定支持的更多詳細信息。指出的

具體領域包括，對英語學習者可能沒有足夠互聯網連接的支持，提供指定英語語言開發 ELD以及提供雙語輔導員。  

 

幾位董事會成員在會議上評論中，分享了他們在學區舉行區域市政廳/聽證會的摘要。分享關鍵的意見包括： 

 遠程學習需要在秋天有所改善。必須提供現場指導和預先錄製的課程。  

 家長已經成為共同教育者。我們需要盡快為他們提供清晰的學校上課時間表，培訓使用技術，在非同步學習時間獲得熱線/幫助熱線，兒童

保育和課後照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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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探索豐富活動和戶外學習的選擇。  

 家長和學生需要靈活性-他們正在工作，除了支持學生學習外，還承擔其他責任。  

 需要滿足殘疾學生的需求。  

 我們需要應對社會情感需求，心理健康和創傷。  

 

還收到了公眾對（重新）開學項目的意見。這些評論可以在以下學區教育委員會會議頁面上找到：  

 開學 新動態（8.20.20）：演講和公眾意見 Presentation 和 Public Comments 

 開學準備更新（7.16.20）：演講和公眾意見 Presentation 和 Public Comments 

 

2020年 9月 3日舉行的公開聽證會演講 public hearing presentation包括公眾意見 public comments和董事會討論提交的意見。與學習連續性

和出勤計劃有關意見作為一般公眾意見 general public comments的一部分也已提交。公眾和宣傳團體成員提供的主要意見包括：  

 支持學區計劃現有要素，並強調保持這些要素以確保學生獲得平等機會的重要性。重點內容包括獲得記錄，實時指導，學習損失的評估和

跟進，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以及老師和學校的定期通訊（特別是每週寄回的通訊）。  

 希望獲得清晰，每日同步教學 少分鐘。  

 需要確保訪問設備和連接。  

 迫切需要為有獨特需求的學生提供具體支持。  

 詳述說明的重要性,使用地方控制資金公式（LCFF）補充資金和集中贈款資金以增加或改善對不重複學生的服務。  

 需要評估和跟踪每個學生的進度。  

 需要支持家庭提供學習空間，包括允許家庭借用書桌以便在家使用。  

 關於殘疾學生有關問題的更多細節和透明度，包括：IEP附錄，IEP服務交付，評估和文檔記錄，課餘時間以外的技術支持，以及學習中心

的考慮。  

 有關在錄製任何課程期間保護學生隱私的擔憂。 

董事會成員的評論和討論中提出的一些關鍵意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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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年幼學生，尤其是幼兒園學生，在異步和同步教學時間之間取得平衡。據指出，許多異步時間給年幼學生的家長/監護人帶來了困難。 

 需要描述在遠程學習環境中如何處理紀律。強調在遠程學習環境中防止對黑人和有色人種棕色學生過度影響的重要性，這與我們在停課前

學區關注重點保持一致。  

 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尤其作為家長/監護人是優先事項。我們需要確保我們對整個學區的內容和質量具有相似的查訪權限。  

 社會情感學習和情感支持與學術支持是同等重要。  

 強調獲取錄製指令的重要性。有人指出，這是消除障礙的一種方法。學生諮詢委員會成員在報告中也提供了該計劃相關的意見。這包括在

不可能舉行 Zoom會議時,提供課程的重要性，在老師上班時間裡需要詢問老師，確定日程的安排能讓學生有足夠時間到學區膳食分配站點

去獲取食物（尤其是如果學生需要去學校領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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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特定利益相關者的意見所影響的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各方面的描述。.] 

 

利益相關者的具體建議影響了學區的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多個組成部分。這些措施包括對該計劃要素的直接影響以及利益相關者意見 “上游” 

影響對學區 “一起復課” 各種計劃之緊密相關。 

 

家長/照顧者和學生春季調查的主要收穫包括：需要提供(a)每日實時同步指導，(b)加強與員工和同學的聯繫以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以及(c)更多

家長的資源，以支持他們學生在遠程學習過程中（包括使用技術）。所有家長/社區組在他們聽課和/或會議期間都重申了這一意見。這些意見

影響了學區的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在以下方面： 

 

 為所有學生研制每天實時指導，實時指導是有明確期望。這包括每天同步和異步指導時間 少分鐘的總數。學區還期望把記錄下來的課程

作為計劃的一部分，這樣學生可以選擇稍後參加記錄下來的指導。這被視為重要的支持，對可能有不同學習需求的學生以重新觀看教學而

受益，這也是對可能無法參加特定時間課程的學生的支持。（請參閱第 24-25頁） 

     

 研制社會情感學習(SEL)的課程側重於通用主題，這些主題是支持社交和情感福祉的聯繫，歸屬感和其他方面。這些課程支持學校範圍內的

實踐和實施，以及支持社會情感學習融入學術指導的日常結合。學區還優先考慮擴大參與的定義，涵蓋行為和認知參與之外的情感參與。

教師和學校將使用定期調查來監測情感的參與。（請參閱第 47-48和 52-53頁） 

 

 為了支持家長和照顧人幫自己學生學習，遠程學習計劃還包括老師與學生和家庭每週溝通的具體期望。每週溝通將包括一周學習的意圖，

同步授課視屏的時間表，要教授的內容，衡量學生成功的標準，對相關任務的描述，以及相關日期和截止日期。溝通旨在向家長提供他們

支持學生實現目標所需的一些關鍵信息和工具。預計在教學時間以外，學生和家人也可以聯系老師。這包括保持開放溝通的渠道，並確定

可獲得支持的時間。（請參閱第 24-25頁） 

 

春季聽課中出現的總體主題對於通知“一起復課計劃”和這“學習連續性與出勤計劃”的製定也具有影響力。具體主題及其影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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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需要對遠程學習應有明確的期望： 

   在COVID之前和在COVID期間，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貫穿線一直是減少跨越教室和學校學習體驗的實施和質量差異的需求。與此相關的是，家

長/監護人明確需要對學生應該發生的事情有具體了解。這些意見影響了學區向所有家長傳達關於遠程學習的期望明確清單的開展。該列表在本

文檔的“一般信息” 部分中提供了詳細信息。（請參閱第 3-4頁） 

 

 

在計劃和實施過程中，我們需要關注 弱勢的學生 

   利益相關者聆聽會上另一條反饋是需要製定以公平為重點的計劃，特別是在學校關閉期間和關閉之後對 脆弱且有學習損失風險的學生。這

種優先考慮深刻影響了學區的規劃，並在整個過程中顯而易見。學區“一起復課願景” 聲明中第一行寫道：“沙加緬度市聯合學區將打破系統裡不

平等現狀以滿足我們所有學生，尤其是我們 弱勢學生，在學術，社會和情感的需求。”  “一起復課計劃” 指導原則是根據大城市學校理事會制

定，該委會原則是應對 COVID-19 停課後未完成學習，特別是指出停課後遠程學習對英語學習者，殘疾學生，有學習或注意力問題的學生，處

於經濟劣勢學生，寄養小孩以及無家可歸青年所產生不成比例影響。為了準確評估學習狀態並監控進步，學區對英文 ELA 和數學 Math 制定了

一個跨年級通用的評估日曆。為了向學生提供有針對性支持，老師每週計劃進行的活動包括同步小組和個人指導。為了提高對每個學生每天的

教學，和滿足每個學生需求的差異，學區將專業培訓重點放在通用學習設計UDL上。（請參閱第 2-3、29、31和 44-45頁） 

 

對員工的培訓和問責制都至關重要 

家長/監護人一貫表示在實施學區計劃中增加問責制是優先事項。在先前本地控制和問責計劃 LCAP參與和其他反饋過程中也表達了此優先級。

這項學習連續性和出勤計劃受到了這一投入的影響，特別是在十個既定期望（ “學習和教導中對稱性和凝聚力” 表示需要減少實施中的變化）和

職業發展計劃中。該計劃的部分描述了支持遠程學習的專業發展，概述了對校長持續參加虛擬教師合作會議和虛擬教室課程的期望，就像他們

親自走在學校現場一樣。（請參閱第 3、3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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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監護人需要培訓和資源來利用技術並支持學生在家學習  

為了回應家長/監護人的一致反饋在這些領域需要更多支持和能力建設，學區開發實施資源來滿足這一需求。我們舉辦了虛擬研討會包括“Zoom

指家長南”和“ Google 課堂家長指南”，並提供了錄製版本。我們已開發了一個獨立網站（“返校數字活頁夾”）並設有“家長遠程學習工具包” 

‘Parent Distance Learning Toolkit’ ，其中包括與利益相關者優先事項相一致的主題資源。 （請參閱第 33頁）  

 

對該計劃和/或學區計劃的各個方面產生其他影響的示例包括：  

 包括AAAB，LCAP PAC和DELAC在內多個小組就以下方面提供了意見：（a）需要探索在校園內提供某些服務或資源的機會，以及（b）

參與課後工作人員/擴展學習計劃和其他社區組織活動遠程學習的支持。如該計劃 “角色和職責” 部分所述，學區將擴大聘用人員以多種方式

來支持同步和異步教學，並正在探索試點計劃，將學生帶回校園。 （請參閱第 37頁） 

 學生指出，整個星期需要靈活和自定進度能力。他們指出，在春季遠程學習環境中一種提供支持做法就是提前通知作業，並允許按照自己

進度完成作業。學區計劃包括每週一次學校與家庭交流，概述任務，學習意圖，同步學習時間表以及其他重要細節。旨在支持家長/監護人

和學生。 （請參閱第 24頁）  

 學生重申了實時教學一致性，實時課程後可以訪問錄製課程以及在課餘時間詢問老師的能力。學區計劃包括日常現場指導，使用課程錄音

使學生能夠在遲些時間重看節目，並期望學生和家庭經常有工作人員協作。（請參閱第 24-25頁）  

 多個團體指出對系統種族主義和暴力提高認識的重要性，特別是呼籲對學生，家庭和工作人員造成的創傷影響，以及更清晰地討論世界，

國家和沙加緬度關於種族不平等狀況的重要性和創傷。AAAB 特別指出了後者的需求，他還指出將 “弱勢學生” 定義擴展到包括有色學生，

特別是非洲裔學生的重要性。由於這項建議，有關係統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情況已添加到該計劃第一部分。更切實地，學區進一步發展了對

反種族主義教育的支持包括以獨立網站形式向教育工作者提供全套資源。該資源和其他資源在 “心理健康與社會及情感福祉” 部分中進行了

討論。（請參閱第 2、47-51頁） 

 CAC 強調所有社區成員必首先將殘疾學生視為學生，而不是根據殘疾狀況來定義他們。CAC 還指出如果首先解決特殊教育問題，那麼學區

存在許多其他問題也將得到解決。有獨特需求的學生的支持部分已強調了這些觀點。此外，此計劃中對通用學習設計 UDL 的討論指出，為

有獨特需求的學生設計教學，將改善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請參閱第 39-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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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AP PAC注意到沒有任何欺凌預防解釋，並且鑑於前 COVID的網絡欺凌流行，在遠程學習環境中強調這一點的重要性。現在，“心理健康

和社會情感幸福”部分包括對欺凌預防的簡短討論。（請參閱第 52頁） 

 草案已發布的意見包括“一般信息”部分的建議，應明確承認COVID對在職父母的影響。這已經被納入，並指出對能在家工作和不能在家工作

的家長的影響。（請參閱第 1頁）  

 來自學區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 DELAC 的具體建議，建議自動電話系統應包括前五種語言的首選項，並且如果選擇了除英語之外其他語言

且無人響應，將由至學區口譯員或第三方代理商呼叫。學區已更新其主線電話消息作為回應，以西班牙語，中文，越南語，苗族語和俄語

的問候語。以英語以外其他語言尋求幫助的呼叫者將被轉移到學區口譯員，與現場人員聯繫或留言（取決於工作時間）。  

 在 9.3.20公開聽證會上，董事會的意見和公眾意見促使“精神健康與社會及情感福祉”部分納入有關紀律實踐的信息。（請參閱第 49-50頁） 

 來自多個利益相關者團體和法律人員的意見，涉及計劃內容，需要進行談判，從而導致封面語言的修改。  

 來自包括DELAC在內多個利益相關者團體的意見表明，需要對 LGBTQ +學生的支持進行具體描述。描述特定專業學習和提供支持的信息已

添加到“心理健康以及社會和情感福祉” 部分。（請參閱第 48-49頁）  

 倡導團體在公眾聽證項目上公眾評論中提供了意見，要求在計劃中有關殘障學生多個領域提供更多詳細信息。對具有特殊需求學生的支持

已得到擴展，包括 IEP附錄，IEP服務的其他說明，以及對殘障學生的其他支持。（請參閱第 39-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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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連續性 

親自教學的機會 

[描述: 當有可能, LEA將採取行動以提供課堂指導，特別是在 2019–2020學年因停課而遭受重大學習損失或面臨更大學習風險學校將要再關閉的

學生。]  

 

盡可能提供安全現場指導，這是許多利益相關者關注的優先事項，而學區承認這是應對學習失誤的重要手段。對於那些因停課而受到不成比例

影響的學生群體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2020年 7月 15日根據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局的建議，學區宣布 2020-21學年將開始全日遠程學習。

州長Newsom在 2020年 7月 17日向學校提供州指南 state guidance provided to schools by Governor Newsom on July 17, 2020對這一決定

進行了確認。該指南詳細說明了允許重新開放學校的條件，學生重返學校時必須遵循要求, 以及在某種情況下，學校或學區可能必須返回全日

遠程距離學習的模式。 

 

儘管當前健康狀況不允許再次進行面對面指導，但學區仍在繼續計劃混合學習模式，因此它將準備在安全情況下帶回學生。本部分中的信息是

學區當前提供親自指導計劃，與網站上提供“恢復健康”計劃Return to Health的內容保持一致。重要是要注意，這是基於當前公共衛生背景，並

將繼續響應州和縣的指導以及學區自己對社區條件和需求的監控。  

 

教學方式： 
 

當學區認為可以提供安全親自授課時，將為學生和家庭提供授課方式的選項。為了滿足健康，安全和學習的需求，學區將提供 100％遠程學習

模型和混合學習模型（部分面對面和部分遠程學習）。參與混合學習模型的學生將在學校現場接受部分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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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面對面教學恢復後，學區為教學模式進一步轉移做準備。根據公共衛生條件或學生需求，有可能完全恢復遠程學習。學區正考慮的一種

策略是繼續面對面和遠程學習中使用 Google 課堂。這樣一來，在家中的學生就可以與實質教室中學生同步參與教學，包括與虛擬小組中的

同伴協作。如果一或多個隊列，學校或整個地區需要返回全日遠程學習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將保持教學的連續性。  

 教室中課程可以遠程查看，從而使參加遠程學習的學生能夠與親自參加的學生一起參加。這些課程也將被記錄下來，為所介紹概念和作業

提供直接指導和解釋的記錄。這將使無法同步參與的學生稍後觀看。這也為需要或可能從重新觀看教學中受益的學生提供支持。  

 在所有學生都參與遠程學習模式一周中，老師將提供關鍵支持，以維持學習社區並滿足已確定學生的需求。這些支持將包括為學生和家庭

提供辦公時間，為學生提供小組和個人支持，與共同老師合作準備課程以及與同事進行專業學習。 

 

 

 

隊列群組: 
 

群組化是通過限制組之間的交叉接觸來防止COVID-19傳播的策略。隊列中的個體將盡可能限制與其他隊列的身體接近。同類群組有助於減少

暴露於疫情或傳播疫情機會，中斷傳播鏈，減少共享表面的接觸，促進有效追踪接觸過病例患者，並在發生陽性病例情況下允許單個群組進行

針對性的測試，檢疫隔離和/或隔離。 
 

 為了與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部門有效追踪接觸過病患而進行協調工作，學區將盡可能將學生聚集在一起，或將他們留在指定小組中。如果

由於特定課程註冊，而無法做到這一點，將遵循學區，州和縣所有的準則，以 大程度確保學生和教職工的健康與安全。  

 將在每所學校制定到達/離開計劃和午餐計劃，以 大程度減少瓶頸和同類人群的交融。  

 通行時間將被 小化。在可能情況下，教師將轉移教室而不是學生。基於現場安全計劃將包括過去的安全措施。  

 參加親自授課的學生在指定日期和時間裡在學校現場，在這些時間之間將進行消毒。  

 在小學階段仍處於 100％遠程學習模式的學生，將與正提供 100％虛擬教學的老師（不是在實體學校教學）配對。  

 課堂活動將在可能情況下，為學生群體之間提供虛擬同伴協作幫助 - 使用 Zoom分組討論室將面對面和參與遠程學習的學生分組。  



SCUSD    10.29.20 

 

 隊列規模將保持必要身體距離，使教室內學生之間間距至少保持 6英尺。目前對學區實體空間和教室的分析表明，大多數學校場所都可以

隨時帶回約 50％學生親自上課。  

 

中學的日程安排  

 中學將繼續安排學生參加六門課程。這將保持與現有計劃模型，人員分配以及與考試計劃的一致性的連續性。  

 可以過渡到修改後的進度表，並將根據需要進行考慮。這將導致期間 1、3和 5和期間 2、4和 6交替舉行 

 

人員配置 

 在面對面指導中，教員可以根據選擇指導的模式來部署以滿足學生的需求。一些老師可能被指定為遠程學習老師。這些老師可能會安排有

100％遠程學習的學生參加，儘管有些參加 100％遠程學習的學生也可能會安排在與面對面小組的教室裡合作。  

 學區調查員工以評估配置需求。在人力資源支持下，將與那些顯示有需要的員工聯繫，安排與風險管理人員的互動流程。  

 

其他學生服務和支持  

 將為每個站點制定服務時間表。在上學日將確定提供哪些相關服務，以及哪些學生和什麼相關服務是適合繼續虛擬的服務。 

 學區大多數相關服務的提供商都可以在虛擬環境中提供服務；許多簽約提供商在線提供服務已有好幾年了。但是，某些相關服務是更容易

親自獲得，包括理療，適應性體育教育，行為支持和諮詢，定向和流動性等。確定更現場提供服務將安排在鑑於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安全

需求，學生會在適當和實際情況下安排在現場。  

 在可能情況下，可能會考慮有其他需求的學生進行面對面額外指導。這將包括殘疾學生，英語學習新生，無家可歸青年和寄養學生。 

 

學生身體脆弱或需要有很多的行為支持或身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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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們醫學上脆弱的學生，特殊教育部門將與健康服務部門和學生的醫生緊密合作，以確定學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重返實體學校。醫生

將確定需要向學生提供哪些其他容納性，以遷就學生的需要或減輕學生可能遭受的傷害。如果醫師確定學生由於其健康狀況而無法上學，

則安排一次個人教育計劃 IEP 會議，以確定家庭個人指導或虛擬指導是否適合該學生。可以為行為或身體需要重大支持的學生提供容納性；

但是，如果學生需要的支持程度與當前縣衛生建議相抵觸，IEP 團隊將開會確定提供虛擬服務是否更適合滿足學生的需求，同時制定了其他

準則。 

學區製定計劃為減輕學生，教職員工和其他社區成員在校園內的傳播風險，包括但不限於一系列身體距離規程，與設施相關措施和消毒程序。

關鍵措施包括：  

 身體疏遠：每個人都必須進行身體距離，始終保持與他人至少六英尺的距離。這包括在教室內佈置的書桌。  

 面罩：所有 SCUSD 員工，學生，家長/監護人和訪客，都必須戴布面罩，除非醫生不建議這樣做或不適合個人成長水平。教師可以使用帶

有蓋布的面罩使學生看到自己的臉，並避免語音教學的潛在障礙。出於醫療原因而無法佩戴面罩的人也可以使用帶有布巾的面罩。  

 通風和氣流：站點將每年更換 2-3次所有供暖通風和空調HVAC單元過濾器，而目前做法卻是每年更換一次。在整個 24小時周期內，包括

開門和關門時，站點將連續運行HVAC風扇。如有可能，門窗將保持打開狀態以增加氣流。  

 入口和出口：鼓勵家長/監護人在接送學生時留在車內，並考慮錯開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用視覺提示，障礙物和標牌來引導交通流，在

任何線路上保持距離，並 大程度地減少家庭之間互動。可以識別出的入口和出口點，在交通繁忙時限制近距離接觸。  

 指定的“護理室”：場所將有指定的區域，可以隔離，評估患病人員，並等待將其帶回家。  

 教室：將塑造並加強良好的衛生習慣。材料/物資共享將受到限制，使學生緊密團結的活動將得到修改。  

 公共區域：標牌，圓錐體，立柱和其他視覺提示將用於引導交通流，鼓勵採取適當距離作法，並幫助維持人群。 

 休息和遊戲空間：限制大批學生混合使用的策略將包括休息隊列，錯開的操場使用以及限制多個教室互動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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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PE）班級和田徑運動：僅限於不涉及與其他學生或設備進行身體接觸的活動，除非州/地方公共衛生官員另有建議。 

 

將遵循適當的消毒程序，全天對高接觸區域進行定期消毒。經常觸摸的表面包括但不限於大門把手，電燈開關，水槽把手，浴室表面，桌子，

書桌和椅子。工作人員將採取庫存控制措施，訂購足夠的用品，包括面罩（可鼓勵個人使用自己的布面罩）面罩，洗手液，消毒材料，手套，

溫度計和洗手台（如果洗手池不足）。已經開發了集中式訂購和庫存系統，以確保有效補充現場用品，並消除每個現場分別訂購用品的需要。

學校將被要求維持關鍵用品的 低補貨門檻，並僅使用經學區批准的產品。  

 

被動檢疫 
 

向教職工和學生鼓勵，並提供指導以自我篩查家庭症狀。如果一個人生病或表現出 COVID-19 症狀，假如發燒則必須待在家裡，直到沒有發燒

至少 24小時為止，直到症狀有所改善，並且自症狀首次出現日算起已經過了至少 10天。如果某人在過去 14天內與確認感染 COVID-19的人保

持密切聯繫，或者在過去 14天內曾出國旅行，則他們必須在隔離區呆 14天。  

 

主動檢疫 
 

主動篩查將要求進入現場的所有學生和教職人員進行溫度檢查和徵兆/症狀複查。任何學生或教職員工若有 COVID-19症狀，或根據CDC指南

要求隔離的學生或教職員工，均不得進入學校，並被建議返回家中。主動篩查將包括體溫檢查，尋找任何明顯的疾病跡象並詢問個人是否符合

任何預篩查標準。 

 

工作人員將與沙加緬度多縣公共衛生 SCPH合作，以收集和跟踪與疾病有關的所有信息，支持接觸病患的追踪，並根據需要協調教室，學校或

學區的反應。 SCUSD將與 SCPH緊密合作，根據州指南和不斷變化條件，確定哪種 COVID-19測試規程和策略合適。  

 

隨著州和縣公共衛生指南的發展，可能會允許開展特定活動，學區將評估每種活動的可行性。如果實施，將遵守所有州和縣的公共衛生指南。

可能允許的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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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訓練  

 基本工人的育兒服務 

 給殘疾學生，英語學習者和高中同等測試的 1:1測試和評估  

 緊急衛生支持（精神衛生諮詢）  

 在校園工作的老師和學校職員  

 教材分配 

 

 

此外如果條件允許，可將 TK-6 親自教學的豁免提交給縣。這些要求在郡縣公共衛生審查之前，與利益相關者進行具體諮詢並發佈區公共衛生

計劃。學區將根據州和縣的公共衛生指導和諮詢意見，繼續評估上述所有方案的可行性。  

 

學區將繼續與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就計劃進行溝通，徵求他們的意見對 能滿足其需求的教學方法。SCUSD 認識到每個學生和家庭都有不同的

復課偏好，並用不同標準使他們有足夠的安全感來復課。為了評估學生和家庭個人偏好/需求，分別在 7月下旬和 8月初進行了 2020-21學年學

習選擇調查。該計劃的“利益相關者參與” 部分提供了此調查的詳細信息。十月份進行了一次家庭調查有關復課的選擇，以收集更多數據。  

 

學習中心  
 

學區與社區組織和沙加緬度市合作，將建立學習中心在整個學區一部分學校場所。這些中心為一小群學生提供遠程學習幫助和其他活動。每個

學習中心將對 40 名學生開放，優先考慮基本工人的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養育青年和無家可歸的學生。參與學習中心的學生每天在學校

校園見面，並將繼續見面直到學校恢復面對面教學為止。教職員工將協助學生保持遠程學習的參與度，支持學術作業，並提供社會情感支持。

所有參加活動的學生將獲得營養服務提供的早餐和午餐。將由學區的衛生服務和風險管理團隊對員工進行培訓，並且需要進行主動體溫篩查，



SCUSD    10.29.20 

 

面部遮蓋，手部衛生和身體距離。在開放學習中心之前，對學校場所進行了 COVID-19 的準備情況評估。採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準備教室

以適應日益增加的身體距離，更換空氣過濾器，禁用共用飲水器，安裝方向性指示牌以及健康和安全標誌。該程序是根據加州公共衛生部發布

的與安全和緩解措施有關規程中概述的準則來進行操作。  

 

學校關閉的條件  
 

如果在學校社區有確認了 COVID-19 病例，建議根據病例數目，教師/學生/職員 COVID-19 呈陽性的百分比，以及與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官員的

協商，建議個別學校停課。如果滿足以下任一情況，則個別學校停課可能是適當的：（1）多個學校中有多個案例，或（2）在 14 天之內至少

學校中教師/學生/職員病例總數達 5％，具體取決於學校的規模和實際佈局。與縣公共衛生官員協商，如果學區 25％或更多的學校因 COVID-19

而在 14天內關閉，則將考慮全區關閉。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局可能還會出於其他原因，包括公共衛生調查結果或其他當地流行病學數據中，確

定學校和/或全學區範圍內的關閉是必要的。 

 

  

 

 
 

 

面授教學相關的行動[可以根據需要添加其他行和動作]  

描述  總資金 捐助 

個人防護裝備（PPE）  

面罩（口罩，和在適當情況下使用面罩）確保進入校園的學生，教職員工和家庭以及在社區工作的員工，在校園

內盡量減少呼吸道飛沫的傳播。應增加酒提供精含量超過 60％的肥皂和洗手液。  

 

$293,610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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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總資金 捐助 

檢疫材料  

額外的體溫計可檢驗學生的體溫並減輕 COVID潛在的傳播。  

 

$11,866 不 

消毒材料  

額外材料以支持高接觸表面進行常規有效的消毒，例如噴霧瓶，消毒劑，紙巾，手套，護目鏡和口罩。  

 

$414,623 不 

視覺線索和材料，以 大限度地擴大社會距離：  

視覺提示將有助於引導交通流量， 大程度減少家庭之間的互動，並確定特定的出入點。視覺效果還將加強面部

遮蓋和洗手程序。包括標牌，海報，地板貼花和立柱，以引導交通流。  

 

$229,798 不 

便攜式高效（HE）空氣淨化裝置：  

將便攜式空氣淨化器放置在學區內的教室，工作區和公共場所，以減輕 COVID-19傳播。這些單位還減輕了野火

煙霧。  

 

$6,167,700 不 

洗手站  

額外洗手站，用於洗手池不足的地方。便攜式水槽將改善洗手機會，以幫助減輕 COVID-19的傳播。每個洗手站

的費用包括租金和為期 6個月每週 4次的服務。  

 

$415,164 不 

水化站  

在大流行期間，目前的飲水機將保持關閉狀態以減少 COVID-19傳播。非接觸式水化站安裝將為學生和教職員工

在校園內提供安全的飲用水。在較小學校站點和學區設施中將包含 1個站點，在較大學校站點和 Serna中心中將

包含 2個站點。 

 

$1,200,000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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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學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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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連續性 

 [描述：關於 LEA如何在學年裡提供教學連續性確保學生無論任何授課方式都能獲得質量基本相近的完整課程，包括 LEA的課程計劃和教學資

源，確保對學生的教學連續性，如果有必要進行過渡在親自授課和遠程學習之間。] 

SCUSD根據六項指導原則設計了“重返學習”計劃： 

1.致力於年級內容和嚴格的教學。  

2.專注於教學的深度，而不是步調。 

3.優先安排內容和學習。 

4.保持每個學習者的包容性。  

5.確定並解決通過指導學習方面的差距。監控學生在年級適當評估中的進度，並根據學生的成績調整支持。  

6.關注危機時期學生們分享的共性，而不僅僅是他們之間的差異。  

 

這些內容改編自大城市學校理事會CGCS在COVID-19學校關閉後（2020年 6月）的報告中 Addressing Unfinished Learning After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June 2020) report提出要應對和支持未完成學習的六項總體原則而的。 

 

課程範圍和順序  

為了使學生能夠獲得遠程和面對面學習的完整課程，已經對每個 K-6年級和中學年級的內容領域開發了英語語言藝術 ELA和數學的綜合範圍和

順序文檔。與多語言能力領導層共同開發，可以查詢相應的英語語言開發（ELD）標準以及 Benchmark Advanced / Adelante活動和 ELD指導

資源。範圍和順序文檔為教師，管理員和其他教學人員提供了連貫一致的指南，包括：  

 概述關鍵的年級學習成果  

 教學內容和實踐注意事項  

 有系統和明確地教授基本技能，並有足夠實踐時間  

 形成性評估，根據學生進度的監控來指導教學的修改  

 示例如何將社會情感學習（SEL）整合到學術的指導中 

 優先標準組，與課程資源，學區共同評估以及必備技能和知識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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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和順序文件旨在指導教師確定關鍵的標準。這些標準可用於重點備課計畫，並確定可以 有效地支持學生掌握知識的資源。這是學區旨在

大程度地減少學校內部和內部計劃實施差異的工作之一。除了確定先決條件技能和知識外，範圍和順序文檔還確定將來年級應教授的技能。

這支持教師對學生進行多級評估。與 COVID-19之前情況一樣，有些學生的技能遠遠超過其年級水平，必須有工具來評估他們的學習需求，並向

他們提供具有挑戰性的指導。  

 

 

家庭學校溝通  
 

學區對遠程教學的主要期望之一是，每週課程/課程期望都使用標準學區模板 standard district templates在每星期一（或學校一周的第一天）傳

達給學生和家庭。這些模板包括用於同步教學的預定 Zoom 時間，學習意圖，要教授的內容，如何確定學生成功及所有帶有相關主題和截止日

期的作業。此次交流旨在幫助家長/監護人加深對學生學習過程的了解並更有效開展教育合作。這一直是一種需要，現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遠

程學習環境下，家長/監護人和家庭成員在學生日常教育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優先事項的標準  
 

要認識到所有學習標準都是重要的，並且通過設計被包含在狀態框架中。在選擇標準優先類別時，SCUSD 將重點放在教學深度而不是進度上。

重點內容優先級排序將使教師能夠耐心和深入指導，更有效地應對學習差距。他們將能夠更有效重新吸引具有先驗知識的學生，並允許未完成

學習結束。課程和指導人員將繼續在標準組中闡明具體的教學重點。該指南將使教師專注於每個年級的關鍵內容，應該投入時間和精力，主要

應該教那些領域的知識和深度理解。 

 

同步和異步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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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遠程學習包括同步和異步學習組合。SCUSD承認遠程學習具有挑戰性，並且沒有為學生，老師以及家長/監護人設想整天坐在屏幕前。

學區計劃的遠程學習模型非常靈活，包括休息時間，在同步和異步學習之間以及整個班級和小組支持之間保持平衡。  

 

日常，現場指導和互動是春季遠程學習實施中需要改進的關鍵領域。在這段時間裡，異步學習是主要模型。SCUSD 社區強烈希望看到他們的

老師盡可能為學生提供完整課堂的體驗，包括同學間互動。參議院法案 98 Senate Bill 98確認了提供每日實時教學的要求。在遠程學習期間，

SCUSD 將為每個學生提供每日實時一致教學，並可以選擇以後參加錄製教學。稍後查看記錄教學的選項對於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至關重要，

學習者中有些人需要再次觀看指導。除了全班同步課程外，還同步提供英語語言開發（ELD）和其他差異化支持。在 “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部分中將進一步討論這些教學組件。 

 

除了每天為每位學生提供實時的現場指導外，學區計劃的主要期望，還在於該時間以外老師的可能性來協助學生。這一方面是至關重要，無論

採用何種教學方式學生都可以完全查訪課程。無論是遠距離還是面對面，學生和家庭成員都需要始終如一可靠的途徑獲得老師的支持。這包括

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並提供確定可獲得支持的時間。  

 

 

 
 

教學時間  

學生將根據自己年級水平獲得至少的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應包括預定的同步和異步教學，但不包括教師做計劃，辦公時間，所需的專業培訓或

其他教職，部門和年級會議。各個年級提供的教學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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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學（TK-6）和中學（7-12）年級跨度時間表的示例。其中包括小學開始時間上午 8:00 和 9:00 的時間和活動，及週一（縮短日程）和

周二至週五的初中/高中時間表。這些示例已提供給學校站點管理員，以用作 9.5. 20 上的模板。請注意，這些只是樣品時間表。有關各個學校

的時間表，請訪問學區的 “上課表” 和 “遠程學習時間表” 頁面 Academic Calendars and Distance Learning Schedules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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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年級學生將繼續六節課的安排。這時間表使學生受益，保持全年課程相關支持服務的連續性，更好地適應高級進修（AP）和國際文憑

（IB）考試，適應當前人員配置模型，並允許學生更輕鬆地過渡面對面/遠程學習/混合模型以及進出 SCUSD之間的學習。 

7-12年級週二至週五時間表的樣板       7-12年級星期一時間表的樣板 

 
  *僅適用於 0或 7節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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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在線學習管理系統 LMS 

學區的教學的一項關鍵工作是提高對稱性和凝聚力，使用 Google 課堂作為指定學習管理系統 LMS。結合使用一致範圍和順序文檔，教職員工

和學校能夠通過遠程學習以及跨入或退出親自學習的方式，保持教學的連續性。使用 LMS將保持課程分配和資源的連續性，從而使教師和學生

都能夠保持動力在任何實體上過渡的過程中。  

 

為了支持家長作為共同教育者角色，學區開發了“返校數字活頁夾”，為家庭準備開始遠程學習提供大量資源。活頁夾可在學區網站“從這裡開始” 

部分中找到。資源包括：  

 對家庭/學生全面遠程學習支持的文檔Distance Learning Supports for Families/Students，包括自學式學習。  

 遠程學習教程：鏈接到視頻教程，可下載的指南以及關鍵問題的答案。 

 錄製網絡研討會Recorded webinars，包括《Zoom家長指南》和《 Google課堂家長指南》。  

 第一天提示：重要日期和時間以及登錄說明。 

 

將分發物理教科書副本給所有小學生，並應要求提供給中學生。當前所有中學課程都有數字版本，可以在線訪問。春季沒有歸還大量教科書，

學區正在努力將其歸還，對其進行消毒和分發。將根據需要購買其他教科書，確保所有學生都擁有適當的指導教材。學生和家庭可以在任何學

校現場放下先前的教材。  

 

在向董事會提出遠程學習計劃時，工作人員注意到在 COVID-19之前存在巨大差距，實施“重返學習”計劃代表了在危機時進行改進的獨特機會。

使教與學與優先標準類別保持一致，有效地使用學區評估，始終實施通用學習設計 UDL教學實踐以及該計劃中其他已確定的行動，不僅是為了

解決 COVID的影響。這些是學區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遠程，混合，或面授）以及從長遠來看，都可以提高學生成績的關鍵舉措。SCUSD遠程

學習計劃將在來年保持教學的連續性，並成為學區整體持續改進之旅的墊腳石。  

 
 

注意：本文使用術語“同步學習”和“異步學習”。以下是 SCUSD對這些術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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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學習：實時發生的任何類型學習，其中一組學生通過實時指導和互動同時從事學習。  

 像一個真實教室  

 學習者可以提出問題並同時收到反饋  

 允許學生之間的合作  

 教師可以提供即時反饋，評估並根據需要進行調整  

 通過Google課堂或視頻進行電腦互動，可以進行同步學習 

 

異步學習：異步學習是獨立發生的，沒有實時交互。  

 直接適應實時學習和指導  

 稍後會提供反饋和提出問題的機會  

 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吸收內容 •提供機會讓學生提出關於學習的問題和思考  

 允許更大的調度靈活性  

 異步學習可以通過課堂學習，視頻學習，小組學習或在老師其他的支持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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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設備和連接 

 [描述關於 LEA如何確保所有學生能夠使用設備和連接以支持遠程學習。] 

隨著 SCUSD 在完整遠程學習背景下開始 2020-21 學年，為大部分學年將繼續進行遠程學習做好準備，確保所有學生都必須使用設備和連接。

學校關閉之初就發現技術空白加深了學區對 COVID-19 之前存在不平等現象的理解，即使學生和教職員工完全回到面對面的模式後，仍將繼續

引起關注。SCUSD在春季為所有學生提供設備和連接性的努力大大減少了已發現的差距。但是，仍然存在大量需要解決領域，特別是在確保所

有學生都有足夠網路以進行遠程學習方面。出勤和參與辦公室以及支持寄養青年和無家可歸青年的工作人員正在努力，旨在為低收入學生，寄

養青年和無家可歸的青年提供便利的設備和連通性，這反映了學區為這些和其他學生團體彌合這些社區的設備和連通性差距所做的努力。 

  

在春季學校關閉期間 SCUSD為每個家庭開始分配一台電腦，並且隨著發貨的到來，將分發範圍擴大到了每個有需要的學生。在計劃秋季時，

學區已準備了足夠設備來滿足所有需要的人。這包括為即將到來的幼兒園學生，學區其他年級新生以及任何有需要繼續學習的學生做準備。  

 

與城市/地區代理機構和企業實體合作夥伴關係也將持續到秋天。 Sac City Kids Connect計劃通過與沙加緬度市和 Comcast的 Internet Essentials

計劃合作，為符合條件的家庭提供了數月的免費互聯網。與沙加緬度區域交通合作推出的 “超級熱點” 試點計劃通過配備了免費互聯網/ Wi-Fi的

城市公交車提供與戰略區的連接。學區將繼續在與家庭的聯繫中推廣這兩個機會，並探索其他夥伴關係如何擴大連通性。  
 

SCUSD 將繼續評估獲取技術和支持的需求。7 月下旬向父母發送了一份學習選擇表，其中包含一些問題以評估技術/互聯網的需求。該信息將

被添加到 Infinite Campus信息系統中，使站點可以聯繫需要幫助的學生和家庭。站點管理員/指定人在上學前就開始與家庭聯繫，需要互聯網或

尚未回應調查且尚未獲得學區電腦的家庭為目標。網站擁有並將分發 Comcast 的 Internet Essentials 程序的訪問代碼。該計劃已延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站點將通過開車穿過/徒步過程為需要的學生提供學區電腦，並在發布任何代碼，設備或其他狀況變化後繼續在 Infinite Campus 中

更新數據。。數據記錄將使學區能夠繼續監控學生和家庭的整體和個人需求。  

 



SCUSD    10.29.20 

 

出勤和參與辦公室的直接外展工作正在進行中，其中包括對技術需求的具體評估及學生和家庭與服務之間的聯繫。需要時，辦公室代表會直接

向個人分發學區電腦和/或 Comcast Internet Essentials代碼。技術支持是對“無法聯繫” 學生進行家訪的常見結果。根據具體情況，為需要互聯網

接入且不符合 Sac City Kids Connect計劃資格的家庭提供熱點。出勤和參與辦公室將繼續充當樞紐，在所有連通性問題上為家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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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參與與進步 

 [描述 LEA將如何通過實時聯繫和同步教學分鐘來評估學生的進步，並描述 LEA將如何衡量學生的參與度和時間價值。] 

SCUSD將評估學生的進步，通過實施通用基準評估以及在教學過程中使用一致的形成性評估來。  

學區的共同評估  

學區已開設通用評估組合 common assessment portfolio，以建立評估學生學習需求的連貫一致性，進而確定並提供適當的指導或干預措施，以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學區強調，這些評估應該是低風險，目的是為教學和學習提供信息，並監督學生在年級水平上的學習進度。評估結果不

應與學生的學習能力相混淆。學區已經制定了用於共同評估的輔助材料，包括監考使用的時間表和指南，以指導工作人員的實施。這些材料與

“教學連續性” 部分中討論的教學範圍和順序文檔中確定的優先級標準類別保持一致。  

 

評估組合中的關鍵是在年初和整個特定檢查點進行定期數學和英語語言（ELA）評估。這些“診斷篩選器” 使教師可以根據已確定的學習標準對

學生的個人進步進行更詳細的分析。結果可以為課程設計，單元設計提供信息， 重要的是，可以為學生確定具體支持的需求。當學生在特定

技能或一組技能中表現出重大差距時，可以提供有針對性支持。這可以包括在直播或同步會議記錄中區分教學內容，以及通過小組或個人機會

提供分層干預支持。  

 

以下示例概述了三年級的關鍵評估：  

 9月：口語閱讀記錄，ELA基準評估高級中期評估 4（從上一年級開始） 數學綜合評估（從上一年級開始）  

 10月至 12月：數學期中評估 1，學校環境調查 1  

 12月至 1月：ELA基準提前中期評估 2  

 1月至 3月：口頭閱讀記錄，數學中期評估 2  

 3月至 4月：ELA基準提前中期評估 3，學校環境調查 2  

 5月至 6月：口語閱讀記錄，ELA基準提前中期評估 4（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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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可以使用其他診斷評估以進行持續使用。這些工具包括評估學生在語音和高頻率單詞（HFW）識別方面的進展的工具。  
 

形成性評估  

在同步授課時間和實時聯繫過程中，一致有效形成性的評估做法將使工作人員能夠 好地利用這些時間來滿足集體和個人學生的需求。在日常

教學中使用這些做法可為教師實時評估學生對特定概念或技能的理解。反過來，此信息使教師可以確定在繼續進行課程和/或單元之前是否需要

進行額外練習或重新教學。它還可以識別學生的特定需求並支持差異化教學。在製定實施診斷評估，形成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的政策和程序

時，將使用加州教育部的診斷和形成性評估指南Guidance on Diagnostic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作為評估的框架。  

 

評分  

在 20-21 學年中學區已修訂了中學評分尺度，使字母評分的相對“跨度”相等，現在“ F”代表 50-59％，而不是 0-59％。因此，學生在任何作業中

獲得 低成績是 50％。做出此更改是為了響應利益相關者團體的倡導和研究，這些研究表明“零”分數對學生成績產生了有害影響。對行政法規

5121進行了更改。 

 

家庭學校溝通  

SCUSD 還重視與學生和家長的合作，以進行進度監控。定期的家庭學校關於學生進步的交流將為家長/監護人提供重要信息，並將支持更開放

的交流渠道。通過更開放的溝通渠道，學生和家長/監護人將能夠更有效地向員工提供重要的反饋和信息。該信息可以包括阻止全面參與當前障

礙的詳細信息。它還可以包括識別存在困難並且可能需要教師跟進的特定內容/概念。 

 

學生的參與  

學生的參與將根據學生出勤和學習參與度的多種指標來確定。措施將包括但不限於：  

 參與在線活動的證據：Zoom，iReady，Google Classroom，Clever或其他在線活動  

 完成常規作業  

 SCUSD員工與學生或家長/監護人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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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所管理員確定的其他參與  

 

在中學階段，教師將每個學生每天每節課的出勤/參與情況全記錄在學生信息系統（無限校園）中。無限校園的出勤記錄並非遠程學習所獨有，

當學生親自上課，記錄仍繼續。對於遠程教學，教師還將每個學生每周在每個學習日完成同步或異步的參與記錄成文檔。這包括參與驗證以及

學生作業和進度的記錄。  

使用同步教學某些部分來提供有針對性的小組教學和個別教學，儘管同步與異步相結合的方式為所有學生提供了 低學習時間的門檻，但同步

上下文中每週收到的教學總量，會因學生而異來施教。  

工作的時間價值  

教師將負責分配各自班級/課程中給出作業的時間值。鑑於教師正根據個人和集體學生的需求持續評估來例行修改教學和作業，使時間值分配更

加精確。分配的時間值將記錄在每週都要完成的每週參與記錄表中。基於加州教育局 CDE 設立的模板和滿足參議院法案 98 的要求，該表格要

求教員指定同步和異步活動的時間值。  

 

遠程學習的專業培訓 

 [描述說明： 將向工作人員提供專業發展培訓和資源，以支持遠程學習計劃，包括技術支持。] 

 

SCUSD 將提供專業培訓機會和資源，以支持員工實施此計劃中描述的遠程學習計劃。這些將包括但不限於實施通用學習設計 UDL，Google 課

堂和學區通用評估的機會和資源。學區還向第一批學校提供了專業培訓，以實施多層支持系統（MTSS）。  

 

春季學校關閉後，在開始遠程學習之前，為教師提供了完成三個階段的專業培訓機會。其中第一個是關於通用學習設計 UDL 的三個模塊系列

three modules on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第二階段 second phase使工作人員熟悉了用於提供遠程教學的學習工具，包括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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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並包括一個專門為殘障學生提供支持和輔助功能的模塊。第三階段 third phase為教師提供了年級的具體指導，包括基本標準，課程材料

以及對殘疾學生和英語學習者的指導。第三階段部分內容已擴展為計劃中提及的數學和英語語言藝術Math 和 English Language Arts的擴展範

圍和順序文檔。這三個階段的職業發展是作為自願機會提供，對於那些沒有參加春季活動的工作人員仍然可以使用。學區承認，自願專業學習

的老師不足以確保每個學生都能獲得具備滿足所有學生需求的必要能力。SCUSD的專業學習遠景是，全體員工共同參與專業學習，使他們能夠

有效地將學習應用到服務中，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並不斷改進他們在學生服務方面的實踐。 

 

在春季工作的基礎上，學校領導和教師的專業學習目標，是支持有效地提供遠程學習：  

1.所有學校負責人/老師都將從事專業學習，重點是了解州標準及如何使用通用設計學習框架 UDL 對親身，虛擬和混合學習環境做計劃和交付課

程。為了實現有保證和可行的課程，領導者和教師將堅持數學和 ELA的新範圍和順序。  

2.所有學校負責人/老師將使用數據來告知和指導（親自，虛擬或混合）指導，以支持有效的MTSS框架。  

3.所有學校領導/老師將通過有意融入文化相關內容和社會情感支持，有效地使所有學生參與學習。  

4.所有學校領導/老師將有效地讓父母和家人成為學生學習的合作夥伴。  

5.所有領導/學校都將加深對改進科學的學習，以參與計劃-實施-學習-行動 PDSA週期，旨在提高該站點的《學生成就的學校計劃》SPSA中概

述的學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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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師和領導者的專業發展  

將要求所有教師和領導者參加的特定專業學習活動包括：  

 上述是用於通用學習設計 UDL的三個自定進度模塊。教師將完成這些模塊和相應的處理指南，並在 2020年 8月下旬之前將處理指南提交

給其校長或主管。完成三（3）個模塊時間約為每個模塊一（1）小時，總計三（3）個小時。 

 學區提供使用Google課堂有關自定進度的在線專業學習課程。教師將在 2020年 8月底之前完成此在線專業培訓並證明已完成。自定進度

培訓預期時間 多為六（6）小時，但可能會有所不同，具體取決於對Google課堂的了解。該模塊也於 2020年春季提供，自願完成。 

 全年進行持續的專業學習，以支持在《學生成就計劃》SPSA中實現學校目標，並使用改進科學來改善所有學生的成績。  

 

總體而言，學區在遠程學習環境中提供教學的專業學習將集中於通用學習設計UDL的使用，以整合以下內容：  

 滿足所有學生，很明確是殘疾學生，英語學習者和資優學生的需求  

 使用必要的技術工具，例如Google課堂 •綜合和指定的英語語言開發（ELD）  

 文化響應性教學和反種族主義教學  

 社會情感學習（SEL）和恢復性實踐  

 使用數據來驅動指令（短期，中期和長期週期）  

 評估，反饋和評分實踐  

 使用優先級標準和學區的範圍和順序文件  

 支持和參與家庭作為子女教育的伙伴  

 

額外的專業發展  

為了進一步支持遠程學習計劃，將在以下其他領域為員工提供訪問和/或參與正在進行的專業學習機會：  

1.監考學區共同評估並使用結果數據來驅動教學，包括使用 Illuminate系統來監考/建立評估  

2.監控學生的投入，參與度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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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針對考勤人員的新出勤和參與流程的放大培訓  

b。向所有員工提供的出勤和參與工具包-包括使用方法指南和視頻教程  

C。管理員專業學習新的出勤和參與期望  

3. 彙編和使用各年級和內容領域的教師示範課庫，供教師使用  

4. 為教師提供遠程學習手冊 The Distance Learning Playbook的電子副本，該資源可為教師自我保健，建立學習社區關係，有效利用工具以及單元和

課程設計提供指導。  
 

替代教師的基本學習將包括使用教學技術（Google課堂，Zoom）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教學的策略。 

 
 

現有專業學習機會也將支持遠程學習計劃，包括教師合作時間和校長反饋。學區希望校長能夠像面對面環境中一樣，在虛擬協作會議和“遊走”

虛擬教室中持續加入教師的行列。在這些訪問/觀察之後以及在這些訪問/觀察期間，校長可以充當思想合作夥伴，就教師行為提供及時而具體

的反饋。定期的主要觀察/訪問不僅將支持個別教師的持續改進，還將提供有價值數據，這些信息可為設計更具針對性的專業培訓提供信息，就

像教師使用形成性評估和學區的共同評估來指導課程和單元設計一樣。  

 

多層支持系統（MTSS）隊列群組的發起: 

支持遠程學習計劃和親自授課另一項專業學習是為期三年的隊列模型，用於設置和維護多層支持系統（MTSS）。從 2020-21 年度開始，將對

學校進行連續三個培訓。該部署將包括廣泛的培訓和指導以設置 MTSS。每個隊列第一年的關鍵培訓活動將持續五天。為期五天的培訓使學校

領導者俱有解決問題，改變代理人，教練和協助者以及合作者的能力。培訓還包括培養學校領導者，以進行持續改進並在自己社區中培養未來

的領導者。  

 

MTSS 的成功實施使所有學生受益，尤其是為過去一直缺乏充分發揮潛力所需的資源和支持的學生群體，提供更好學習成果。在大流行之前，

這是至關重要的，而且由於大流行對特定學生群體的影響不成比例，因此在學校停課期間甚至更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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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支持家長，監護人和照料者作為學生的共同教育者，學區開發並提供了能力建設虛擬學習機會，提供額外資源“家長遠程學習工具

包”Parent Distance Learning Kit和“虛擬志願者規程”。這些工作由家庭和社區賦權 FACE部門開發，旨在幫助家庭為學年開始做準備。在開學

前幾週內，舉行了多次“Zoom家長指南”和“ Google課堂家長指南”網絡研討會。在“教學連續性”部分中討論的“返校數字活頁夾” ‘Back to School 

Digital Binder’中包含許多其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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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角色和職責 

 [描述由於COVID-19而受影響的員工的新角色和職責。] 

 

COVID-19以及由此導致過渡到遠程學習的模式已極大地影響了整個學區員工的角色和職責。在某些情況下，仍將定義（或完善）新的角色和職

責，並且隨著學區準備重新開放現場以供親自指導而繼續發展。以下是員工角色和職責的一些關鍵變化。  

 

出勤與參與  

在遠程學習和混合模型中，教師負責使用多種手段來監控出勤和參與情況。當面授課時，學生的出勤情況完全取決於他們在指定日期/課程中的

在場或不在場。在遠程學習中，老師將監視學生的作業提交情況，學習管理系統(Google 教室)中出席情況，現場出席，同步指導以及在現場確

定的其他聯繫方式。他們還將負責維持每週記錄，記錄學生每天的同步和/或異步參與情況。  

 

出勤人員將繼續其所有核心職能，儘管這些職能中具體職責將根據遠程學習環境進行調整。他們將跟進未記錄出勤/參與情況的老師後續活動，

為遠程學習特有任何新的出勤編碼/條目提供支持，並進行外展/干預，將學生和家庭與資源聯繫起來。出勤人員主要職責就缺勤與家人聯繫。

如果缺席與疾病有關，則出勤人員將按照沙加緬度縣衛生局指示支持接觸者追踪規程。這將包括將詳細出勤數據輸入到學生信息系統中。 

 

特殊教育  

所有支持殘疾學生的人員將繼續履行其廣泛職責，並進行修改以反映距離的環境。修改包括： 

 計劃專家將支持教師建立和完成虛擬 IEP會議，包括如何讓家長成為有意義參與者，如何在虛擬或電話環境中進行 IEP的“書面要求”。  

 社工將與當前的現場團隊合作，為學生安排諮詢和輔導會議，與家長/監護人在遠程學習環境中某些情況下安排適當的支持。這些會議將以

虛擬方式或通過電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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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干預專家能夠為一些場地提供行為策略諮詢，行為策略可以在虛擬學習模型中實施。在 COVID 期間考慮到需要對現場和家庭進行諮詢

的更高需求，工作人員可以靈活地分配到各個現場工作，對已確定的需求提供針對性支持。這與以前每位行為干預專家獲分配到特定學校

的模式不同。  

 資源專家將支持一系列與遠程學習有關的行動。五個職位中的兩個，將主要支持評估過程，監控學生的學習進度並與助教進行協調。其他

三個職位將主要支持學校實施包容性實踐。他們將為老師團隊和新老師提供直接支持，包括指導。具體支持將包括設置特殊日教室，為 IEP

提供教師新的支持以及在整個站點範圍內實施多層支持系統（MTSS）。 

 助教：分配給教室的助手和分配給個別學生的助手，將在遠程學習期間為學生提供幫助，並幫助教師管理教學。這包括簽約助手以及學區

工作人員。根據學生的 IEP，指導助手將在虛擬分組討論室中提供支持，並在有針對性同步指導期間提供支持。 

 

 

健康與安全規程  
 

本節中概述的角色和職責來自 SCUSD 的“重返健康計劃”。該計劃是根據沙加緬度縣教育局 SCOE，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加州學校護士組織，

加州衛生部，加州教育部（CDE）和疾病控制中心（CDE）的建議制定。適用於所有員工的廣泛職責包括： 

 立即隔離任何有疾病症狀的人，以防止可能的疾病傳播。  

 收集和跟踪與疾病有關的信息。  

 遵守所有《健康保險攜帶和責任法案》（HIPAA），以保持對傳染病的必要保密性。  

 如果有任何學生，教職員工或家庭成員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或與之接觸的信息，請立即聯繫學生支持和健康服務人員。  

 積極示範和支持所有必需的公共衛生措施。 

 

下面概述了因COVID而產生的特定於不同員工組的健康和安全責任： 

 學生支持和衛生服務人員：諮詢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以核實所有信息。向學校場所提供有關清潔和消毒的指南。進行協調對任何已確診或

暴露於學區級 COVID的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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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指定人員聯絡人負責應對 COVID-19的問題。確保工作人員為學生提供適當的遠程學習機會，並準確跟踪出勤率/參與度。加強留

在家中的要求。  

 辦公室人員：盡可能鼓勵電子通訊。加強留在家中的要求。與學校護士合作，遵守降低傳染性學生進入校園風險的規程。  

 操作/保管人員：保持個人防護設備的庫存以確保准備就緒，並根據需要訂購其他用品。每天對所有高接觸區域進行例行消毒。如果需要大

規模消毒/清潔，請聯繫運營部門。  

 餐飲服務人員：通過送餐實行單向通道。確保工作區有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和清潔/消毒材料。增加封閉區域的通風。  

 老師：加強和遵守與學生有關的所有健康預防措施，包括身體距離， 大佔用，定期洗手，單獨供應和消毒程序。將任何明顯生病的學生

或報告自己感覺不適的學生送到辦公室。  

 學校護士：遵循沙加緬度縣公共衛生指南以支持接觸病患的追踪。根據接觸病患的追踪，為員工提供衛生部門要求的任何新程序培訓。 

 校車司機/運輸人員：確保有足夠空間在校車車站以及學校上落車區進行身體距離。為了進行主動篩查，駕駛員或助手必須在登上巴士之前

篩查每個乘客的症狀。標記或阻塞必須空著的座椅，以確保身體距離。確保通風良好並打開/部分打開窗戶。要每天及在運送時候任何個人

出現 COVID-19症狀之後，請徹底清潔和消毒公共汽車。 

 支持人員：在可行時提供電話支持，而不是親自提供。鼓勵在成人和兒童承受壓力時促進積極應對的活動和策略  

 

 

 

 

 

員工對遠程學習的其他期望  

教師  
 

 持續與家庭互動，包括在遠程學習情況下可能有所不同的事件，例如以虛擬方式舉行的“返校之夜”。  

 邀請學校管理員和培訓專家加入Google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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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他年級或部門的教師和管理人員合作，以開發和管理常規共同的形成性評估。  

 在無限校園中記錄與家長的所有交流。  

 

培訓專家  
 

 向遠程教學的老師/管理員提供專業的學習/輔導。  

 可全天支持教師和學校管理員使用遠程學習工具。  

 安排辦公時間供教師/管理員使用。  

 

學校現場管理員  
 

 確保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都可以使用材料，培訓和工具來有效地參與遠程學習。  

 發布上課時間，以支持老師，學生和家庭。  

 虛擬監控教學，為教師提供反饋和支持，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支持教師，計劃專家和其他教學人員實施學區的計劃。  

 與教師虛擬地開展協作時間，並促進定期的虛擬員工會議。  

 為教師設置並運行Google課堂-使用此共享信息。邀請教學助理總監（IAS）和培訓專家到訪教室。  

 確保支持人員，共同老師和超專業人士都可以在Google課堂中擔任共同老師的角色。  

 對於中學：組織辦公時間/同步學習，以便按學科領域的不同時間為學生/家庭提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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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員  

輔導員將在過去幾年建立的結構上，支持遠程學習和面對面學習環境中一系列的學生需求。輔導員將加強與大學合作夥伴的合作，以便所有學

生通過提交大學申請和免費申請聯邦學生援助（FAFSA）時獲得一對一或小組支持。輔導員將利用Google課堂簡化與學生的交流。為了使自

己更適合學生和家庭，輔導員將傳達在一年中提供服務的描述。他們將發布虛擬和/或面對面的辦公時間，以確保家長/監護人和學生都知道他

們的空閒時間。  

 

擴大學習  

擴大學習計劃將在同步和異步遠程學習期間為學生提供支持。每個學校站點的具體實施將取決於本地確定的需求。提供的支持示例包括但不限

於上門拜訪，打電話，將家庭和學生與資源聯繫起來，提供社交情感幫助，在線強化課程，小組指導，輔導班，家庭作業支持以及學分追回和

高中選修課。員工還將支持學區實施學習中心。這些中心，按“親自教學服務”部分中的描述，將在上學期間為學生提供服務，為他們提供遠程

學習和其他活動的支持。將由現場負責人制定每個學習中心的具體計劃，並優先考慮基本工人的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養育青年和無家可

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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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持 

 [描述：LEA在遠程學習期間提供其他支持，以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在整個連續安置日程中，服務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寄養

小孩和無家可歸的學生。]  

 

在提出“重返學習”計劃時，SCUSD強調指出，應對 COVID-19的影響所需的額外支持，必須從公平角度來考慮。SCUSD的 “重返學習計劃” 中的

第四項指導原則是 “保持每個學習者的包容性” ，這反映了學區的承諾，致力於確保所有學生公平獲得優勝和年級水平的內容和嚴格的教學。重

要是要重申，針對殘疾學生，英語學習者和其他有獨特需求的學生而設計的有效教學策略，將使所有學生受益。此外，重要是我們所有學生都

應首先被視為學生，而不是僅僅基於他們的殘疾，流利程度或其他身份來定義。  

 

英語學習者  

在遠程和面對面學習期間，英語學習者將獲得綜合和指定的英語語言發展（ELD）指導。對於指定的 ELD，英語學習者將根據加州 ELD 標準，

接受針對其熟練程度的常規指導。指定的 ELD指導將達到或超過以下數量： 

 幼兒園：每週 40分鐘（對於新來者，每週 80分鐘） 

 1-6年級：每週 60分鐘（對於新來者，每週 120分鐘） 

 7-12年級：指定班級或每週 60分鐘（針對新移民的指定班級）  

 

ELD 教學已嵌入 ELA/ELD 核心課程中，學生在核心課程中會接受教學。提供這些簡短，頻繁的課程，以核心課程語言為英語學習者提供支持。

每個年級的具體課程及其 ELD組件詳細說明如下。  

 

SCUSD 近為 K-6 年級採用了基準高級（BMA）課程。該課程在每個迷你課程中都包含集成的 ELD 支持。此支持分為三個級別（輕度支持，

中度支持和實質性支持）。每個支持級別都與迷你課程任務連接，並使用交互式註釋將英語學習者置於復雜年級水平的文本。每個單元還提供

其他建議的語言目標以幫助提高英語學習者的掌握水平。此外，單獨精裝的 ELD 書籍也支持課程，以鷹架方式編寫使英語學習者更容易閱讀。

出版商和沙加緬度縣教育辦公室（SCOE）提供了專業發展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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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11 年級，SCUSD 使用 MyPerspectives 課程。單元計劃中內置了集成指定的 ELD 課程。此外 MyPerspectives 還提供了一個稱為 ELD 

Companion 的組件（在單獨平台上）專門應對 ELD 標準。對於在加州英語水平評估（ELPAC）中達到 2 級或更高水平的英語學習者，此組件是

理想選擇。提供了針對MyPerspectives的多次教師培訓，該培訓仍然可以在發布商網站上找到。在 12 年級，學區採用的課程是加州州立大學系

統（CSUS）資料庫讀寫課程（ERWC）。 新模塊（在過去兩年中已在學區進行了試點）故意將重點放在集成和指定 ELD 上。這些模塊將在

2021年全面實施。ERWC培訓由CSUS和SCOE協調，沙縣每年至少提供兩次。SCUSD的工作人員還合作開展了一次年度會議，重點是ERWC

模塊。  

 

 

 

中學（初中和高中）學生考了ELPAC獲得 1或 2級分數並住在美國不到三年，或正就讀個別化教育計劃（IEP）的英語學習者，都可以使用國

家地理/參與課程。該課程包括三個計劃，其中包括（1）在美國內（對剛在美國上學的7至 12年級的新移民）（2）在內（7至8年級）和（3）

邊緣（7至 12年級）。這些課程可以在不同的課堂上實施，以滿足英語學習者的需求，也可以作為主流課程的補充。 
 

ELD標准在其他學術領域中得到強調和支持。在教師版中提供了不同想法關於 ELA指導，以支持教授課程和學生理解。課程和教學部門有提供

課程建模和其他專業培訓，以支持 ELD標準的實施。  

 

為了支持重新分類英語學習者，工作人員在監考可選擇性的加州匯總英語語言能力評估（ELPAC）。對於已確定秋季有資格重新分類的學生，

ELA/ELD 培訓專家將在分階段監考中會支持測試協調員。首先在高中階段開始，然後發展到初中和小學階段（3-6 年級）。2020 年春季在沒有

州評估分數情況下，工作人員已經確定了按年級劃分學術標準的選項，以用於重新分類過程。這些包括基準高級臨時評估，i-Ready 評估和

PSAT分數。 

  

學區所重視是學生家庭語言的肯定和發展，並將繼續一系列計劃和跨學校來支持。SCUSD中幾個基本站點有提供雙重浸入程序。這些學校中有

些學校採用 50/50 模式，在整個計劃中英語和目標語言的使用達到均衡。其他學校採用 90/10 模式，其中目標語言數量每年隨著英語的增加而

減少，直到小學裡高年級的語言達到 50/50的平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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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學生  
 

為了將殘疾學生完全包括在內並確保在所有教學模式中都能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將發生以下情況：  

 個別化教育計劃（IEP）附錄：為學生準備的 IEP 附錄概述了遠程學習期間要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將一直有效，直到學校以面對面的模式

恢復教學。根據新立法，學區 IEP將向前推進，如果要進行全部面對面學習，則既要實施 IEP計劃其中一項計劃，又要應對未來學校要關閉

超過十個工作日而要實施該計劃概述的另一計劃。所有領證人員均已接受 98 號參議院法案要求的培訓，其中包括已明確說明學生在當前遠

程學習將獲得需求的服務以應對 COVID 大流行時。此外，他們還接受了緊急計劃要求的培訓，在緊急情況下學校無法正常營運，要關閉超

過 10 工作天而制定的培訓。工作人員了解，必須在下次預定的 IEP 會議或 IEP 附錄中包含此內容。所有附錄/修正的 IEP 必須包含學生所需

的適應和修改，以便在遠程學習期間可以訪問其指導。預計大多數有 IEP學生的 IEP計劃將需要修改，由於COVID大流行影響而轉換成遠程

學習，描述學習期間要提供的服務。唯一不需要補遺的是，如果可以用相同的頻率和持續時間來提供實施 IEP 上所有 IEP 的服務，只有在交

付方式發生變化情況下，僅是更改了授課方式的位置，例如面對面授課轉變成虛擬的遠程學習空間。 

 

 修改 IEP目標：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IEP目標可以在遠程學習中解決。但是，確定目標是否可以在遠程學習模型中適當解決是 IEP團隊

的決定。學生 IEP中的目標是基於學生的個人需求，而不是要提供的指導模型。 
  

 外部供應商：對於每個非公立學校和非公立機構的簽約合作夥伴，正在製定新的總合同，並在 2020-21學年簽署。這些主合同將涉及遠程

學習。  
 

 在 不受限環境（LRE）中確保免費和適當的公共教育（FAPE）：IEP聲明概述了在實質學校關閉（超過十天）情況下的教育計劃，在以下

情況下提供指導的服務：學校時間表或服務提供波動的模式。IEP修訂將用於建議，由於預期服務交付更改而對實施 IEP進行任何的更改。

這也將適用於隔離或自我隔離的情況或期間。在學年期間表明需要的學生將獲得一台計算機，以幫助他們獲得指導。根據需要，將向工作

人員提供額外的諮詢或其他輔助工具，以積極參與遠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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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和服務：預計學生將接受有針對性的小組指導，以獲取繼續取得進步所需的支持。除 IEP 當前商定的內容外，任何顯示需要其他支持的

學生都將通過 IEP 程序解決。如果確定適當且有保證，將在學生的 IEP 中添加其他服務。行為干預專家將繼續與員工和家長協商的遠程學習

來遠程支持站點，並在需要時通過 Zoom 網絡研討會和 Google 教室提供直接的支持。SB98 要求學區提供證據，證明已按規程提供了所有

商定的服務。學區工作人員已接受了這一要求的培訓，預計他們將定期跟踪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商定的服務交付情況。  
 

 現場指導：計劃為殘疾學生提供小組密集式現場指導，使學生能夠以小型，專門的模式返回現場指導。 初目標人群將是為中度/重度殘疾

學生安排在我們特殊日制課程中的學生。這組學生的目標是要降低程度讓他們更容易參與遠程學習的模式，並需要更深入的面對面服務。

在實施時該計劃將影響我們整個學區約 31 個學校站點，並服務所有分段細分。該計劃將限制學生參加隊列的人數，與教師和指導助手一起

工作，並且可以維持在加州公共衛生部發布的安全和緩解措施中概述的水平。  

 

無家可歸的青年  

對無家可歸青年的遠程學習支持將包括：  

 與庇護所和無家可歸者機構進行協調與溝通，以吸引學生並提高對 SCUSD無家可歸者服務的認識。  

 與家長/學生聯繫以評估需求，包括使用設備和連接性。根據需要提供技術支持。  

 與學校/教師和家長/學生進行溝通，以找到“失踪”的學生或從未參加遠程學習的學生，並確定特殊的需求或服務。  

 必要時與家長/學生和學校進行協調，可選地交付作業材料和學校用品。  

 為家長/學生提供社區資源信息，例如收容所，住房，食物，衣物，衛生，COVID資源等。在教育，衛生或教育方面，將家長/學生推薦給適

當的社區機構和/或學區部門/服務。確定福利的需求。  

 與縣無家可歸聯絡員進行協調，在學生轉移時提供連續的教育服務。  

 

 

寄養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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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寄養青年的遠程學習支持將包括：  

 案例管理以支持所有合格的寄養青年。  

 通過電話，Zoom和電子郵件與學生和寄養父母每週或每兩週簽到一次。  

 在需要時監控出勤/參與，和與教師和管理人員的溝通。  

 根據需要轉介到學區和社區機構以獲得更多支持/資源。  

 為符合條件的寄養青年提供在線輔導服務。  

 與學生聽証和安置部門以及特殊教育辦公室合作，以便進入學區的任何新青年及時安置在適當的學校中。  

 

資優教育（GATE）  

Google 教室和一般在線環境允許有才華的和高級的學習者，區分內容，過程和作品。虛擬教學可實現靈活的分組，緊湊課程的安排和目標豐富

的作業。  

 在 2020-21學年期間，將繼續對 1-6年級的學生進行篩選，以確定他們是否可能需要資優教育服務。  

 已經確定的學生將根據學校所在地的GATE服務計劃繼續接受資優教育服務。  

 學區工作人員正使用美國全國天才兒童協會關於天才學生虛擬教學的資源，作為在遠程學習中支持天才學習者的策略和資源指南。此外，

參加高級分班（AP）課程的學生將自動註冊參加 AP 考試，而無需學生或家庭任何費用。將根據大學理事會在其 AP 課堂學習門戶中提供的

資源來教授高級分班課程。  

 

通用學習設計（UDL）  

一項針對性工作旨在使有獨特需求的學生可以更輕鬆地訪問年級的內容，是使用通用學習設計（UDL）在計劃所有課程時的做法。如上所述，

使具有獨特需求的學生更容易獲得內容的策略改善了對所有學生的教學。SCUSD教師和領導者繼續使用 UDL進行專業培訓以支持這項工作。

作為一個框架，SCUSD正在使用 CAST通用學習設計指南。該框架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以下方面的指導：  

 為學生提供多種參與內容的方式（參與度）  

 為學生提供多種訪問內容的方法（表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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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生提供多種方法來證明他們的學習（行動和表達） 
  

總體而言，UDL框架指導著靈活和支持所有學生的課程開發，同時專門解決了殘疾學生，英語學習者和其他有獨特需求的學生的需求。 

 

 

與遠程學習計劃有關的操作[可以根據需要添加其他行動和操作] 

描述 資金總額 捐贈 

設備和連接  

為所有需要設備的學生提供計算機，這些設備需要在家中參加遠程學習，根據需要提供Wi-Fi熱點，以及通過與

Sac City Kids Connect和 Comcast合作來提供連接的支持。Sac City Kids Connect為符合條件的家庭提供低成本的

連接。合同為 5000個帳戶提供 6個月的服務。此行動還包括發給學生使用的耳機。 
  

$5,728,184 不 

殘疾學生的額外技術  

殘疾學生的輔助技術，可以在家中參加遠程學習指導。包括用於計算機的耳機。  
 

$7,047 不 

幼兒教育的支持  

學前班工作人員的教學用品和計算機。 
  

$120,577 不 

對寄育青年的服務  

通過案例管理模型為寄育青年提供遠程支持。支持包括與學生和家長定期簽到，監控出勤/參與程度以及根據已

辨識到的需要來推薦服務。 
 

$504,349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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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資金總額 捐贈 

多語種讀寫能力部門  

領導實施的指定/集成的英語語言開發（ELD）課程，新移民計劃和語言沉浸計劃。在遠程學習模型中，支持站點

人員在虛擬環境中有效交付指定和集成的 ELD，包括使用定向教學。與課程和教學小組合作實施 ELD標準和

ELA/ELD框架。  
 

$1,363,445 有 

輔導員，總計劃主任和恢復學分 

輔導員將為學生提供學術，大學和其他支持，包括推薦適當的服務。輔導員將提供虛擬小組和一對一的大學申請

支持。輔導員還將滿足學生學術需求並滿足健康指導方針的隊列中，在中學階段學生安排中發揮關鍵作用。這項

工作將由總計劃主任領導，他還將領導努力平衡學校/課程之間的入學率。這將是遠程學習以及過渡到混合和完

全面對面模式中有效調度的關鍵方面；尤其是因為可能需要重新部署員工以解決健康問題和基於入學的需求。 
  

$7,280,609 有 

培訓專家和課程協調員  

領導學區的遠程學習計劃，包括使用年級範圍和順序計劃，管理和使用學區的通用評估，以及實施在專業學習中

獲得的技能和策略。促進有效交付基於研究的，符合標準的教學實踐。擴大專業發展力度，以滿足遠程學習環境

的需求，包括但不限於整合社交情感學習實踐，使用學習管理系統（Google課堂）以及實施有針對性的小組，和

一對一教學。  
 

$4,996,850 有 

協作時間  

老師每周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與同事進行協作研究提高學生成績的方法。在遠程學習和/或混合模式中，合作將集

中於評估和解決學習損失，並響應學生已確定的需求，特別是那些 容易受到 COVID巨大影響的學生。  
 

$5,558,673 有 

特殊教育教學助手和心理學家  

繼續為這兩種職位類型提供適當的人員配備，並適應提供服務和支持遠程學習環境。  
 

$19,623,365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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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資金總額 捐贈 

無家可歸的服務  

維持現有的人員配備和對無家可歸青年的支持。擴大努力以提供對設備和連接的使用，尤其是在生活狀況之間的

任何過渡期間。 
 

$161,872 不 

招生中心  

保持現有人員的配備和支持，使學生有效地過渡到學校系統和校園之間。集中服務，包括免疫診所，家庭服務，

夏季營養計劃，轉型期家庭的服務和翻譯員。  
 

$247,873 有 

擴展學習計劃  

在同步和異步學習期間為學生提供支持。與夥伴合作，在每個學校站點上開發計劃以提供支持，包括上門拜訪，

外展，資源推薦，在線充實學習，小組指導，輔導，家庭作業幫助以及高中的學分恢復/選修課程。在小學試點

的面對面學習中心，並有可能擴展到其他擴展的學習基礎站點。 
  

$10,438,240 有 

遠程學習專業發展培訓  

再增加兩（2）天的專業學習時間，以幫助教師做好實施遠程學習的準備。  
 

$2,600,000 不 

遠程學習專業發展培訓  

為員工提供遠程學習手冊資源的電子副本。  
 

$33,600 不 

遠程教學材料  

提供學生充分參與教學所需的教學材料。包括物理教科書，工作簿，數字教科書許可證，學校用品和課程軟件。

  

$697,554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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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的損失 

 [描述 LEA如何解決 2019–2020和 2020–21學年期間 COVID-19造成學生的學習損失，包括 LEA如何評估學生以衡量學習狀況，特別是在英語藝

術領域，英語語言發展和數學方面。] 

 

SCUSD將在 2020-21學年期間通過定期監考基準評估來衡量學習情況。正如該計劃前面部分所討論那樣，為英語語言藝術ELA和數學開發的範

圍和順序文件包括有關學區共同評估監考的具體指南 district common assessments。這包括在 2020年 10月 2日之前監考上一年的年終基準評

估，以評估每個學生在上一年級水平上的內容和技能的學習狀態。這些基準將與教師在現場教學和異步活動中進行的日常形成性評估一起，用

作評估學習損失的一種關鍵手段。在這一年中，為英語語言藝術 ELA 和數學的定期基準評估將使教師和學校能夠繼續監控學生的學習狀態，包

括學生彌補任何學習損失的比率。ELA 和數學中的分類評估結果可以衡量英語學習者的學習狀態。這可包括按 ELPAC 級別分類以更有針對性的

方式查看學習狀態。  

 

為學校提供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來監考初始基準評估，以便有效建立安全的學習環境並重新吸引學生入學。重要是要重申，對學生學習狀態的

評估將從開學第一天開始，並每天繼續進行。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收集的形成性數據對於了解發生了哪些學習損失並確定每個學生個人學習

的需求至關重要。  

應付學生學習損失的策略 

 [描述 LEA將根據需要來採取行動和策略，以解決學生的學習失誤和加快學習進度，包括這些策略對英語學習者的學習方式有何不同；低收入家

庭的學生;寄養青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和經歷無家可歸的學生。] 

 

解決學習障礙和加快學生學習速度的主要手段，將是通過同步教學時間交付的分層教學。每個教學層的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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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層：所有學生都將接受與標準一致的教學集中在優先標準項目群。英語學習者還將獲得以英語語言發展標準為重點的指定 ELD 課程，並以

學術內容標準為基礎，獲得以 ELD 標準為重點的綜合 ELD 課程。這將使教學重點集中在對各個年級/內容領域 關鍵的關鍵技能和概念上，並

將使英語學習者發展關鍵的語言技能。  

第 2 層：主要通過對特定學生需求的同步小組指導提供支持。教師將持續評估學習損失和每個學生的學習需求。這將使他們能夠安排小組會議

或單個會議以提供更多支持。  

第 3層：需要更深入支持的學生將通過個別的課程一對一地獲得指導。  

 

小組會議和個人會議將採用“及時”方式，而不是“以防萬一”方式。這使小組和個人會議的工作重點都放在學生能成功掌握內容所需要的關鍵先決

技能上，而不是對大量信息進行廣泛的評論。例如，一或多個學生將不同分母的分數相加時遇到困難，可能首先需要知道是如何用相同的分母

相加和/或找到 低的公分母。老師確定了差距後，可以與有相同學習需求的其他學生安排一個小組會議或一個單獨會議。這些課程將使老師能

夠對學生提供更多的個人化關注，並支持他們掌握必備技能，以便他們可以完全參與整個班級正在上的課程。小組指導的另一個示例可以是集

成的或指定的 ELD。例如，教師可以按照英語學習者的 ELPAC等級對他們進行分組，專門對該組英語學習者提供指定英語語言開發課程。 

 

工作人員在實施同步教學的小組和個人節課，將使他們能夠為所有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持，這些節課對蒙受學習損失的學生尤其重要，這些

學生包括英語學習者，低收入學生，寄養青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和無家可歸的青年。員工定期監視學生的進度，確定特定學習（和其他）

的需求，確保為學生提供推薦和接受適當的支持。對於那些表現出學習能力喪失的學生，尤其是那些在停課期間 有可能遭受過去和持續學習

能力喪失的學生，這些支持將包括針對性的小組和個人同步指導。對於殘疾學生，這可能需要與其他人員（例如教學助手或其他人員）合作。

對於寄養青年和無家可歸青年，這可能需要與無家可歸青年服務或寄養青年服務的工作人員進行協作，為學生和家庭提供協調服務，包括提供

其他輔導。擴大學習人員還可能會參與其中，以支持任何和所有指定的學生團體，因為他們在上課期間在提供課程的地點進行協作以支持同步

和異步教學。 
  

在夏季幾個月中（高中的 6月至 7月，初中 K-8年級的 7月至 8月）SCUSD實施了旨在消除學習損失，給學生額外時間和機會以達到年級水平

並彌補學分而變得合格畢業的計劃和/或 a-g必修課程達到完成情況。在高中階段， 優先考慮的是只欠 20 個學分就可以高中畢業的 12 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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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需要學分恢復的無家可歸和寄養青年學生。該計劃是以全程遠程學習模型實施的，並納入了與學區 2020-21 學年全程遠程學習計劃相

似或相同的期望和要素。這些包括：  

 使用Google課堂作為學習管理系統（LMS） 

 每週時間表中安排了 2小時的老師協作 

 每日現場指導 - 每天至少 3個小時 - 為小組和/或單個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結構化支持  

 為 IEP的學生和英語學習者提供特殊的支持 

 利用 ELA和Math的範圍和順序，專注於優先標準 

 評估前和評估後的內容  

 使用通用學習設計（UDL）計劃和交付課程  

 每週與家長溝通，包括學習目標，教學內容，成功標準和作業細節  

 專業學習以支持上述過程和策略，有效地管理遠距離背景下的教室和與學生關係  
 

與沙加緬度州立大學（CSUS）的合作將為 SCUSD學生提供大學生輔導。此外，還將根據案件管理支持流程中確定的需求，向符合條件的寄

養青年提供在線輔導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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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學生學習損失有效地實施策略 

 [描述：所提供有效性的服務或支持是如何解決學習損失。] 

為解決學習損失而提供有效性服務和支持將通過對學生進度的持續評估來衡量。這將包括在 2020-21學年的 3-4點對數學和ELA進行的中期/基

準評估。根據對學生（個人和整體）的評估結果，教師和學校地點將能夠評估小組和個人所提供支持的影響。如果實踐顯示成功的證明，則可

以將其複制和擴展，對更廣泛學生產生積極的影響。在缺乏成功證據的情況下，員工可進行持續的改進工作，以調整其解決學習損失方法。

ELA和數學的期中評估結果可以按學生組分類，包括針對英語學習者的 ELPAC等級。通過這種方式，教師可以根據他們的 ELPAC水平評估他們

針對英語學習者的 ELA和數學的特定標準的教學效果，並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他們的教學。  
 

解決學生學習障礙的措施[可以根據需要添加其他行動] 

描述 總資金  捐贈 

暑期的學習計劃 

包括由五所綜合高中學校每所實施恢復高中學分的計劃，並允許來自小型高中學校的學生參加。優先提供給還欠

20 個學分就畢業的 12 年級的學生，需要追回學分的寄養和無家可歸青年，以及需要追回學分的 9-11 年級學生。

還包括與沙加緬度市合作為五所小學/ K-8學校提供K-8暑期課程。該計劃解決了入學學生的學習損失，同時也為

秋季計劃實施許多計劃要素提供了試驗機會，目的是解決所有學生的學習損失。 

 

$522,418 不 

數據儀表板和軟件工具  

維持 Illuminate和 Tableau數據系統，以支持學區通用評估系統和學校關閉儀表板的實施。Illuminate是學區的主要

評估界面，可用於管理，分析和顯示結果。該工具將有助於衡量學生的學習損失，並在員工努力提高成績時監測

學生的進步。 
 

$294,644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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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總資金  捐贈 

大學生導師的打指紋費用 

資金用於支付沙加緬度州立大學 CSUS大學生導師的指紋識別費，這些學生將被分配為 SCUSD學生的導師。與

CSUS大學的合作將導致 40-50名教師的部署，這些教師將全面支持遠程學習並提供有針對性的支持。 
 

$4,050 不 

心理健康與社會情感的安康 

 [描述 LEA將如何在學年期間監測和支持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心理健康以及社會和情感健康，包括將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的專業發展和資源，以

解決他們的創傷和其他影響。學校社區的 COVID-19。] 

社會情感學習（SEL）  

為了有效支持學生和教職員工在社交和情感上的安康，開發了集中於通用主題的社交情感學習課程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SEL) lessons

（SEL），以補充現有 SEL 工作並補充學術課程。主題包括協作，信心，感激，毅力，觀點吸收等等。每個主題都包括針對小學和中學年級的

微型課程以及與家庭聯繫的資源。支持全年通用實踐的資源包括實施全學校正念實踐的指南，每週社區活動的指南，每月的教師抽樣時間表，

以及根據學區三項簽名實踐進行的 SEL 日常整合指南。這三種標誌性做法包括（a）在每個班級開辦歡迎/包容性活動，（b）在整個班級採用

吸引人的策略或動腦筋，以及（c）在每個班級以樂觀的態度結束演講。  

 

社會情感學習團擴展了 SEL 課程材料中的工作，開發了兩個獨立網站，提供了額外支持，資源和指導。第一個是《遠程學習社會情感學習》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for Distance Learning and Beyond向學生，家庭成員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特定資源，包括將 SEL用作種族正義和反種族主義的

手段。第二個是“反種族主義課堂” The Anti-Racist Classroom,，為教師和其他教學人員提供指導和資源，以進行學習，反思，聯繫和參以消除我們

學校系統中的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被定義為 “一個積極持續的變革過程，以消除個人，制度和系統種族主義。” (Canadian Race Relations 

Foundation (CRRF))  （加拿大種族關係基金會（CRRF））也為 SCUSD社區提供了一系列針對創傷，種族和社會正義的支持。其中包括對學生的

教育者倡導支持，社區合作和集體效能的指導，自我保健資源以及支持青年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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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進學區的公平和獲取指導原則，必須支持以下方面的個人知識/理解： 

 種族主義如何影響有色人種和土著人民的生活經驗。  

 種族主義是系統性，在整個歷史上一直是社會許多基本方面一部分，並且可以體現為個人的態度和行為，以及機構內部的正式（和“潛行”）

政策和做法。  

 

SCUSD致力於通過在創傷知情實踐，對文化敏感的教學，內在偏見和反種族主義教學法方面的專業學習來發展和發展員工的專業知識。  

 

監測學生的心理健康以及社交和情感健康  

對學生心理健康以及社會和情感健康的監控將包括：  

 通過定期調查以及員工投入和參與的持續評估，收集學生的情感參與數據。這些調查將幫助工作人員評估學生對整個學校的參與和熱情，

以及他們與校園其他人的情感聯繫。 

 將於 10月和 4月進行學校環境調查（以前每年僅進行一次），以通知MTSS支持和學校改善  

 

由員工監控以用作情感投入指標的指標包括：  

 與支持人員/小組的互動程度  

 參加學習活動  

 參加課外活動  

 

與春季學校關閉期間進行的“SEL簽到調查”一樣，工作人員將使用收集到的數據來指導針對學生/家庭的有針對性的外展活動，並可能轉介針對心理健康和/

或社交和情感健康干預措施的分層支持。已經開發了流程圖，以指導學校站點進行轉介過程。  

 

社會情感學習與學術的融合  

Math和 ELA的範圍和順序文檔在指導中還包括社會情感學術整合的特定策略。以下包括 3年級 ELA範圍和順序中的示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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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加入語言例程（例如合唱閱讀和文字遊戲）來提高歸屬感，因此學生將自己視為學習社區的一部分。 

 讓學生通過行動和反思的周期來監控自己的技能和流利程度。  

 整個課程中的錨定文字應正確反映和揭示多元文化世界並引起學習者的共鳴。  

 鼓勵學生在口頭表達自己的思想，感覺，想法和論據時，運用自己的情感和同理心技巧。 

 設計有關主題的協作式，小組討論或合作夥伴討論，以供學生處理和擴展他們的學習。 

 指導和材料可以響應學生的現有知識，並將學生與世界共享的知識聯繫起來。  

 為學生創造空間和機會，讓他們識別並探索自己的興趣和迷戀。 

 

專業學習  

為增強和擴大員工實施 SEL做法的能力而設計的專業學習機會包括：  

 返回社區專業學習模塊：包含學區的三種簽名做法，自我護理提醒，在開學第一天重點關注共享協議/規範以及建立關係。內容擴展了學區

現有的 SEL工作，並結合了遠程學習手冊中的新內容。  

 一個模塊，旨在通過每月的 SEL主題建立系統範圍的一致性。  

 專注於自我保健的模塊：為變革而呼吸和 PureEdge正念。  

 與“為孩子轉身”合作，專業學習專注於了解創傷的實踐。  

 

與“為兒童轉身”伙伴關係將為員工提供專業學習機會，幫助他們解決當前公共衛生危機的綜合創傷以及系統性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持續影響。  
 

此外，學生支持和健康服務 SSHS 部門定期提供有關主題的培訓，例如預防自殺，LGBTQ +支持（安全區培訓）以及為服務無證件學生而發展

知識和意識的培訓(UndocuAlly)。為了在遠程學習期間為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提供支持，Connect Center LGBTQ +支持服務團將提供以下服務： 

  

 虛擬安全區培訓將完成，並且記錄將上傳到網站上。  

 虛擬的“不容錯過的”專業會議和“勇敢做你”青年會議將於 2020年秋季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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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BTQ + Google課堂將提供在線安全區培訓，LGBTQ +遠程學習指南以及其他 LGBTQ +教育媒體資源。  

 LGBTQ + Connect Bitmoji教室將為學生，家庭和工作人員，虛擬約會室和健康保險導航提供直接推薦選項。 

 員工將與所有性別與性行為聯盟GSA顧問聯繫，安排一個小組討論“如何通過遠程學習支持 LGBTQ +”學生及如何實施和創建虛擬GSA。  

 

家長，照料者和教育者支持學生的策略和技巧，為學生標識為 LGBTQ +的具體指導，將包含在該學區的“支持返回– COVID-19 期間的心理健康

與幸福指導”計劃中。策略和技巧包括創建安全性和可見性，規范代詞的使用，提供社會和情感支持，解決 LGBTQ +欺凌和偏見，建立信任，確

定需要支持的學生以及為學生創建私人和安全的空間。  

 

紀律做法  

促進學生社交和情感健康的重要因素是使用一致，及時和適當的行為干預措施，而不是懲罰性紀律措施。考慮到 SCUSD 針對特定學生群體的

學科紀律不均衡，這一點尤其重要。如該計劃開始時所討論的，這種不成比例導致 SCUSD 被確定為加州黑人男性的 高停課學區。殘障學生

在歷史上也經歷過並且繼續經歷不成比例的紀律。在遠程學習期間，至關重要是，學區對行為問題的反應反映了減少不成比例，強調糾正措施

與排他性做法的緊迫性，並體現了所有學生都應得到支持的信念。在提供給所有管理員的協議中，提出了以下要點：  

 老師和行政人員應在不搬教室情況下與學生和家長一起解決小問題。  

 從遠程學習中正式停學是不受歡迎的選擇，只能作為不得已的手段。  

 將學生放在候診室或封鎖他們的視頻和/或使其靜音作為紀律措施是排他性紀律的形式，應（1）謹慎使用，（2）遵循正常的協議和文檔。 

 

在學年開始前幾天，這三項實時強制性培訓之一是針對社會情感學習的，其中包括在遠程學習中及以後進行支持性行為的恢復方法。這為員工

提供了有關在課堂上對具有挑戰性行為時應採取哪些成人行動的具體指導。其中包括明確的指導，包括在響應之前暫停，反思自己情緒狀態，

反思迄今為止已採取的措施，對創傷敏感並認真地做出響應。還提供了使用情感陳述指導。例如，如果某學生未經許可拒絕離開 Zoom 會話，

則老師可能會說：“當您離開教室而沒有通知我時，我會擔心您的安全。如果您必須離開，您可以通過哪些方式悄悄地讓我知道？”指導培訓的

關鍵思想包括：  

 “恢復性”是指改變我們自己的態度，必要時深呼吸。這意味著要相信學生，尤其是當他們行為不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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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行為與行動者分開-在尊重您面前人性的同時，解決行為。  

 情感陳述來自於人際關係而非責備場合，並且是對特定行為的回應時，才是 有效的。 

 情感陳述 好與學生私下分享，而不是在同學面前大聲疾呼。  

 錯誤是成長的機會–提醒學生，他們的錯誤是可以的–我們將共同學習和成長。 

 

 

心理健康支持和應對創傷  

學區已經為教育工作者們制定了指導和資源，以告知他們對學生心理健康的監控，並解決創傷和 COVID-19的其他影響。該指導原則首先要承

認：“在危機發生之前，之中和之後，精神健康，應對能力和復原能力突然成為我們地區和世界集體意識的 前沿。”由於學校關閉，孩子們失

去了學習的動力。由有愛心的老師，護士，輔助人員，顧問和其他人員提供的安全網。 該指南強調了教育工作者在幫助減輕創傷事件和壓力的

負面影響方面的作用。通過優先考慮學生的安全並管理壓力，教育工作者可以支持學生的幸福感和長期學習成功。教育工作者監測/支持心理健

康並解決創傷的主要職責包括：  

 

 創建安全的環境和條件：經常可用，富有同情心，並在視覺上或聽覺上與學生建立聯繫。  

 提供結構：創建每週的儀式和例行程序，以幫助學生進行自我調節。  

 為學生和照顧者提供社會和情感支持：成為支持系統並促進聯繫。  

 優先考慮健康和福祉：促進健康的睡眠，飲食和運動習慣，並考慮學生的全部工作量。  

 確定需要額外支持的兒童和家庭：根據評估的需求將家庭和學生與資源聯繫起來，並履行所有規定的記者職責。  

 

學區指導還包括危機應對程序（包括自殺風險評估和虐待兒童報告程序）以及一系列危機專線的聯繫信息/鏈接。SCUSD所有員工將在 2020-21

學年期間參加自殺預防培訓。該培訓將使員工參與探索情緒困擾與創傷之間的聯繫。這包括識別和理解創傷的方法，如何使學生充滿同情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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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以及在需要時如何尋求幫助-尤其是在存在諸如自殺意念之類的安全問題時。培訓的目的是及早發現創傷和痛苦的跡象，並在學生陷

入情緒困擾直至自殺的念頭之前進行干預。  

 

廣泛工作人員參與了對心理健康及社會和情感幸福的監測和支持。這些包括但不限於輔導員，社會工作者以及學生支持專家和協調員。輔導員

參與滿足學生的社會和情感需求，並經過培訓，可根據需要轉介學生尋求其他支持。這包括對縣級資源及學區支持（例如連接中心）的推薦。

連接中心是集中支持，用於提供整個學區的心理健康和其他服務。目前，學區學生支持專家和社會工作者在為服務提供資金的學校地點工作。

擴展服務是當務之急，員工正在探索各種選擇方案，以增加學校心理健康和社會情感福祉支持。這包括探索Medi-cal 帳單，這是為支持擴展提

供部分資金的另一種方式。 

 

下表概述了對精神健康促進，意識和支持的分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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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層支持由 Connect Center，集中式學生支持中心和 27 間學校基於站點的學生支持中心實現。連接中心工作人員包括協調員，兩名學校

社會工作者，一名學生和家庭專家，兩名青年和家庭倡導者以及社區合作夥伴。在學校，典型的學生支持中心設有協調員，學校社會工作者，

實習生和各種當地社區合作夥伴。這些工作人員通過在學校文化和學習範圍內製定行為，心理健康和社會服務框架，以整合為學生和家庭提供

的所有服務。  
 

防止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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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SD認識到在學校停課期間欺凌仍然是個非常相關的問題。在學校關閉之前，網絡欺凌已經成為重點關注的領域，並在遠程學習期間仍然如

此。在學校關閉期間，防止欺凌專家繼續向學校提供欺凌/網絡欺凌資源。這將包括對網站管理員的在線欺凌培訓，他們再可以向老師提供信

息。還向所有管理員和教師提供了資源，以幫助防止在線欺凌。其中包括在線課程 Be Internet Awesome的課程計劃和課堂活動。 

學生和家庭的參與和外展服務 

 [描述學生的參與和外展活動，包括對沒有遠程學習的學生分層再參與策略的程序，以及 LEA將如何向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提供外展服務，包括

英語以外的語言，當學生不符合義務教育的要求，或者如果 LEA認為學生沒有參加教學，並且有學習失誤的風險。] 

 
 

出勤和參與學校是取得學業成功的前提。它指出，‘與朋友合有愛心的成年人做有意義的聯繫，參與課堂上主題和活動，是我們學生在任何環境

中要學習和發展所需要的核心。無論今年秋天返回學校是什麼樣子，我們都相信這是正確的。我們 SCUSD不僅希望學生在場或“登錄”，還希望

他們參與其中：互動，思考和聯繫。’ 

 

學區的出勤和參與計劃，有考慮到聯邦，州和縣公共衛生與教育辦公室所有的建議和指南，以及《參議院法案 98》中概述的要求。使用 SCUSD

的《恢復健康的計畫》框架，我們學區制定了一項計劃來監控學生的出勤情況參與，並在需要時為學生，家庭和學校場所提供支持。 

 

COVID-19大流行疫病對有效監控出勤率和參與度提出了許多挑戰。在春季學校關閉期間，學區從教師，行政人員和其他工作人員身上學習，並

識辨了新的 佳實踐方法。一個重大變化令學區擴展對學生參與度和監控方法的定義。在春季，參與度僅限於諸如登錄軟件平台，參加虛擬會

議或發送電子郵件之類的動作。展望未來，學生的參與度將被定義為三個部分： 

 

行為的參與（身體動作） 

學生用身體動作來跟學習材料互動，例如出面參加，寫作，閱讀，學習或觀看 

認知參與（認知處理） 

反映出學生對學習活動的思考或參與，並專注於任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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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參與（動機和情緒反應） 

反映學生對整個學校的參與和熱情，以及他們與校園其他人的情感聯繫。 

 

監督參與 
 

參與的三個組成部分將通過定期參與調查，完成每週出場票，使用各種在線工具的頻率，參與在線討論，完成作業的百分比，登錄天數，以及

參與擴展學習的方式來進行監控和評估，課外活動。學區致力採取多種措施來確定學生是否達到 大參與學習，社交和情感進步所需的水平。

這也被視為集體責任。在春季，參與主要被視為學生責任。展望未來，學區的老師，行政人員和員工在確定所有學生參與方面負有共同責任。 

 

 

 

每個利益相關者群體對出席/參與的核心期望是： 

學生和家庭：每天與他們老師一起上課/參與，並向學校報告任何上課日的缺勤情況。 

老師：無論教學模式如何，在每個預定上課時間，記錄每個學習日的出勤/參與情況。 

出勤人員：監控出勤/參與度，與老師和家人合作，並在必要時提供分層干預。 

管理員：確定對出勤/參與進行必要的記錄，與老師和家人合作，並在必要時在 SCUSD出勤和參與辦公室的支持下，提供分層干預。 

 

外展 
 

在春季學校關閉期間，出勤和參與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與家庭和社區參與部合作，努力與每個未參加或未參與的學生和家庭取得聯繫。這種聯繫

包括將學生和家庭與資源（營養服務，技術等）聯繫起來，並支持重新參與學習過程。隨著學年的開始，這些努力將“無法聯繫”的學生人數從

接近 2,000人減少到少到 70人。與學校脫斷連接或未上課的學生在第一天出現的可能性較小，在秋季更可能缺席或未上課。遭受創傷的學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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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長期缺課。大流行是造成更多創傷的原因。沒有歸屬感和聯繫感的學生更可能缺席或未參與。停課導致社會孤立，反過來又加劇了缺乏聯

繫和歸屬感。員工的外展工作將持續到整個夏天（並將持續進行），目的是重建並保持與每個學生的重要聯繫。暑期工作包括對 368 戶家庭進

行家訪，使 818名學生受益。  

 

隨著學校的重新開放，開學的第一天，我們通過雙向文本以母語發送了學校通訊，並將紙質版郵寄到了所有地址，但沒有記錄經過驗證的電話

號碼。SCUSD還與 Everyday Labs合作，以改善學校與家庭之間的溝通並減少長期曠課。 
 

 

分層互動  
 

在多層支持系統（MTSS）框架內，組織了針對未接觸過學生再接觸的分層策略：  

第 1層：學生定期上學（> 80％）  

 積極的關係，積極的學校氛圍，學校與家庭之間清晰，一致的溝通 

 

第 2層：適度參加/參與的學生（60-80％） 

 打電話回家，提供信息明信片，進行技術培訓  

 根據需要提供用於遠程學習的設備  

 轉介到學生支持中心或連接中心  

 

 

第 3層：學生只參加 40-60％的課程 

 轉介到學生支持中心或連接中心  

 與學生和家人一起制定的行動計劃  

 學校出勤審查小組（SART）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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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層：無法接觸的學生：沒有聯繫或參與度或出勤率<40％  

 家訪  

 推薦給 ACCESS或外部機構  

 

為了支持上述策略的實施，站點級別的出勤和參與團隊將每週進行數據審查，學生級別的案例管理以及基於數據的站點級別計劃，以解決已發

現的問題。該學區優先考慮使用出勤數據作為評估學生需求（包括潛在的心理和社會情感健康需求）的來源。數據識別得到早期識別和干預系

統（EIIS）的支持，該工具可生成實時的學生數據，以指導有針對性的干預和日常實踐。這些數據可幫助站點識別出勤率，行為或課程表現有

可能落在後面的學生。 

 

如果學生每天都不能虛擬或親自參加/參與活動，學校可能需要執行短期獨立學習合同和/或將學生轉介至首都城市獨立學習計劃。簽訂短期獨

立研究合同的學生必須獨立工作，而無需同步學習時間。  

 

其他資源和外展工作  

對於在學區就讀的家庭，存在多種支持。這些措施包括每天 24 小時提供在線註冊 online registration，在註冊中心大廳開放時間（自助服務）

以及現場申請放入學校郵箱的服務。放入學校郵箱是通過非接觸，受監控過程進行的，所有公共衛生措施均由員工和訪客實施。入學指導中心

（MOC）正在監視學區主要語言的所有語言電話線。家長可以留下電話留言，MOC支持人員將回電。  

 

家長教師家庭訪問 PTHV計劃是學區與學生和家庭建立關係並使其參與的另一項努力。該計劃通過專注於優勢/資產，討論希望和夢想，傾聽和

了解家庭以及尊重合作教育者的角色，支持家庭成為學生教育中的平等夥伴。在遠程學習期間，PTHV計劃已過渡到與PTHV模型的原理和價值

緊密一致的 “橋樑探訪” ，但可以通過虛擬方式或通過電話進行。它們旨在創建可彌合因身體距離而造成連接差距的關係，並且僅在 COVID-19

健康問題阻止親臨探訪時使用。已經對 300多名員工進行了橋樑訪問的培訓，培訓將在全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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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營養 
 [描述 LEA如何為所有學生提供營養充足的膳食，包括有資格獲得免費或低價膳食的學生，在所有學生都接受親自指導和遠程學習情況下。] 

 

 

在遠程學習期間，將繼續在 44 個學校現場分發膳食。週一，週三和周五提供早餐，午餐，晚餐和小吃，並為所有 5 天的遠程學習提供食物。

營養服務將繼續實施在春季學校關閉期間制定的關鍵程序，並在整個夏季月份使用這些程序，以確保安全有效的送餐服務。這些措施包括使用

直通車或步行式路邊領取程序，確保員工和社區成員有 6 到 10 英尺的社交距離，所有員工都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PPE），完全沒有標誌

分發點以加強社會疏遠做法，並根據州和縣衛生命令為社區和工作人員使用口罩。  

 

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於 2020年 8月 31日發布的新指南，營養服務能夠為所有 18歲及以下的兒童提供免費餐點，無需文書工作，也無需

進行入學驗證。兒童不需入讀 SCUSD學校也不必在場領取免費餐。美國農業部將這些靈活性延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或直到資金允許為止。

營養服務局將繼續與地方，州和聯邦政府官員合作，在 2020 年至 2021 年學年的剩餘時間裡繼續保持這種靈活性。全國各地的學區和倡導團體

都在全國范圍內提供支持，以在聯邦農業部的層面上解決這一問題，但在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尚未批准其他靈活性。 

 

當 SCUSD 轉向混合學習計劃時，營養服務部門將為親自參加的學生提供早餐，午餐，晚餐和小吃，並遵守所有與社會保持距離的要求。學生

將在小學的食堂和中學校園中的多個地點（包括更長的響鈴時間和多個進餐時間）（包括戶外）領取飯菜。所有學生都將在教室或戶外用餐。

膳食也將提供給從事遠程學習的學生。營養服務部正努力確定額外的人員需求，以及在混合學習計劃期間為面對面和遠程學習者提供餐飲服務

的分配方法。  

 

在計劃讓學生和教職員工返回校園時，營養服務局製定了計劃，以在 COVID範圍內 大限度地提高安全性。一種措施是對所有學生和員工實施

無現金支付。這將包括在線，支票或電話預付款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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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服務部正在與社區合作夥伴合作，包括沙加緬度食品銀行和家庭服務，食品中心以及“農民到家庭的食物盒計劃”，以在新的學年中為我們

的家庭和學生提供更多的食物資源和支持。 營養服務將繼續傳達有關膳食分配的信息以及美國農業部的新指導，因為這會影響膳食服務。 方

法包括使用多種語言的電話，部門網站，社交媒體，電子郵件，文本和學區的 eConnection。 

 

 

 

 

實施學習連續性計劃的其他措施 [可以根據需要添加其他行列和措施] 

部門 描述 總基金 捐款 

School Nutrition 

營養服務與用品  

在學校停課期間以及返校後以安全且符合公共衛生準則的方式提供餐點所需的其他用品和服務。

包括食物，其他廚房設備，衛生用品，個人防護設備，工資/福利和里程。 

  

$1,537,705 沒有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積極行為乾預與支持（PBIS）和社會情感學習（SEL）  

學區的 SEL 和 PBIS 團正在領導多項工作以維護學生，家庭和員工心理健康和社會情感幸福感。

這包括將 SEL 整合到教學中，並解決 COVID，學校停課以及我們國家，州和社區中系統性種族

主義和暴力的創傷性影響。正在提供專業學習以增加聯繫/歸屬感並解決創傷-兩者都在偏遠地區

進行。  

 

$901,276 有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護士和社會工作者  

護士和社會工作者將在學區教育社區有關 COVID，支持聯繫人追踪以及直接與學生和家庭進行

聯繫的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當前的公共衛生危機還帶來了許多其他經濟和社會影響。這些員工

$5,278,796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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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將維持現有的人員配備和支持，以提供重要的健康信息，轉診和支持，還將領導學區積極主

動地確定身心健康需求的努力，並為學生和家庭提供或使他們獲得適當的服務和資源。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連接中心  

連接中心是整個學區努力監測和解決心理健康需求的重要樞紐，尤其是因 COVID 大流行而遭受

或加劇精神創傷。現有人員配備和支持將繼續為學生和家庭提供集中的支持服務訪問點，包括但

不限於諮詢轉介，心理健康/行為諮詢，自殺風險應對和干預，出勤干預。由於站點和學區工作

人員能夠在遙遠的範圍內確定學生和家庭的需求，因此連接中心將滿足新出現的需求。 

  

$517,681 有 

Pupil and Family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學區家長資源中心  

家庭和社區參與工作人員已經並繼續與出勤和參與辦公室密切合作，進行家訪和其他外展活動，

與“無法接觸的”學生取得聯繫。他們還積極開發和實施一系列家長能力建設講習班，並提供大量

資源來支持遠程學習。  
 

$340,708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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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描述 總基金 捐款 

Pupil and Family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家長教師家訪（PTHV）計劃  

PTHV 員工儘早轉向遠程學習環境，在夏季為員工提供培訓證明他們可以在學校關閉期間實施。

繼續實施 “家庭訪問” 是學區努力的關鍵一環，旨在提高人們與學校的聯繫/歸屬感，促進家庭與

學校之間的交流以及建立員工與家庭之間的積極關係。  
 

$510,953 有 

多個區域 

入學指導中心（MOC）  

MOC 員工將在整個遠程學習環境中為多個部門的工作提供翻譯和口譯支持。迄今為止，這包括

與家庭通訊翻譯，學區 “一起復課”等計劃草案和該計劃早期草案，以及在遠程學習期間為學生和

家長/監護人提供支持的資源。MOC 員工還在會議期間提供同聲傳譯支持，並以其母語直接回复

家長/監護人。  
 

$767,501 有 

多個區域 
附加口譯服務  

與 Excel口譯服務的服務協議，可提供學區入學指導中心目前無法提供的翻譯服務。  
 

$21,000 有 

Pupil and Family 
Engagement 
and Outreach 

家庭溝通計劃  

通過服務協議提供額外出勤和參與支持，以建立與 Every Labs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通過改善

與家長的溝通來減少遠程學習的缺失。交流幫助家庭採取行動，以支持參加和參與遠程學習。 

 

$74,026 沒有 

多個區域 

員工遠程工作的技術資料和服務  

包括計算機和耳機，使工作人員能夠遠程支持學區計劃的實施。 還包括 Zoom K-12合同，用於

2020-21年遠程學習和遠程工作。  
 

$460,697 沒有 

多個區域 緩解 COVID-19和運營支持  $333,326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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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時間，臨時人員和替代人員形式增加員工時間以減輕 COVID-19對現場和學區設施的影響。 

此操作支持維護和設施，技術服務，衛生服務，註冊中心和學校場所的工作。還包括資產管理軟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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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寄養青年，英語學習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增加服務或改善服務 

增加或改善服務的比例 增加比例，根據寄養青年，英語學習者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人數比例而定 

23.12% $75,858,780 

必需說明 

 [對於提供給整個學校或整個學區或縣教育局 (COE) 的行動，解釋如下 (1) 首先考慮寄養青年，英語學習者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需求，以及 (2) 這

些行動如何有效地滿足這些學生的需求。] 
 

 

這些措施都有兩項行動（a）在全區範圍內實施和（b）增加或改善對不重複學生的服務。 這些措施包括： 

 

課程協調員和培訓專家 

課程和教學部門內的協調員和培訓專家，提供了一系列專業培訓，包括輔導，並幫助規劃學區的教學課程。他們 近的工作集中在多個領域，

這些領域專門滿足不重複學生的需求。在過去兩年中，通過 近採用語言藝術，著重於 ELA/ELD 框架的實施，在春季末後來的工作擴展到全區

範圍內推廣已推出計畫“通用學習設計（UDL）”的實踐。 UDL在支持所有學生的同時，其主要目的是使那些需要額外支持才能獲得教學內容，來

參與學習過程和表達思想的學生受益。這是項關鍵及協同的工作，整合和指定 ELD，對殘疾學生和有其他學習需求的學生提供差異化教學。隨

著 2020-21 學年遠程學習的繼續，學區傳達了對所有課程均採用 UDL 實踐設計的期望。這是一個重大轉變，而且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只有在

獲得大量訓練和支持情況下才能實現。課程協調員和培訓專家將是這項工作的主要領導者。 

 

輔導員，總進度表主任，和追回學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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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強大且可預測的學術諮詢服務，旨在為所有學生(尤其是不重複學生)提供指導，支持他們順利完成高中學習以及升讀大學和導航他們尋找

職業道路。特別是對於將成為家庭中第一個升上大學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是不重複學生)而言，持續獲得諮詢服務是成功的關鍵支持。並引入了

總進度表主任，這是應用學區平等視角的關鍵行動。為人員配備，課程安排，預註冊和減少不必要課程分層/跟踪建立清晰，有效系統，都是更

公平的學校的關鍵要素。從記錄來講，不太可能自我倡導或在家中倡導辯護的學生(通常可能包括不重複學生)將有更多機會參與升上大學的準

備課程和高級課程，以及參與滿足個人需求的其他課程。 

 
 
 

 

教師合作時間 

教師的協作時間主要是教職員用來進行審核數據，檢查學生作業和計劃指導，從而 能滿足學生的需求，那些學生在我們學校和學區繼續經歷

不平等的結果。這包括了英語學習者，寄養青年，無家可歸青年，殘障學生和其他學生團體。隨著遠程學習和學校停課的持續進行，這種協作

時間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這是教師通過同步和異步教學模式來提高個人和集體能力以遠程方法來應對不平等結果的資源。如本計劃中所述，

本年度的重點領域將包括通用學習設計 UDL，指定和集成的 ELD，多層支持系統，以及形成性評估學生需求，以便有針對性的小組，和一對一

同步教學可以 有效地使用。教師與同事協作時間可以建立並加深這些重點工作。所有這些重點領域都專門針對(1) 應對學習障礙和 (2) 加速學

生顯示 需要成長。 

 

註冊中心 

入學中心服務整個學區，它代表了學區基於權益工作的關鍵組成部分，旨在為 需要的人們社區提供服務。註冊中心集中了學區 弱勢的學生

和家庭的許多服務，包括無家可歸青年，寄養青年，低收入家庭學生，和英語學習者所需要且通常無法獲得的服務。其中包括免疫診所，家庭

服務，夏季營養計劃，為轉型期為家庭提供服務以及翻譯。這更有效註冊過程是核心功能，確定學生和家庭可以有效地進入學校。在學校關閉

期間，註冊中心支持整個學區工作，以混合模式計劃重新開放，確定在 COVID期間進入學區的學生得到適當安置，並與他們學校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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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行為干預與支持（PBIS）和社會情感學習（SEL） 

這些行動共同致力於為學生和教職員工提供建立和維持良好的學校氣氛和文化所需的培訓，技能和工具。他們還旨在發展每個人的社交和情感

能力，使其在大學，職業和生活中取得成功。雖然積極的學校文化和校風對所有學生都很重要，但對於那些沒有重複學生和其他群體，這些人

在歷史上一直經歷負面的學校校風和文化並繼續遭受不成比例的紀律和其他不健康的影響尤其重要。特別是寄養青年和無家可歸青年的紀律率

更高，出勤率更低。英語學習者和低收入學生也更有可能受到負面的學校文化和氣氛的影響。這些計劃在繼續以前工作的同時，將在遠程學習

期間調整其對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支持範圍。正如該計劃中討論的調查結果所示，遠程學習過程中的連通性極具挑戰性，許多人報告稱自己感覺

不到對自己班級或學校的歸屬感。PBIS 和 SEL 計劃將是溝通和教學 佳實踐的關鍵要素，將 SEL 納入日常教學並在教室和學校範圍內，建立

明確的支持，以建立積極的文化和氛圍。在 2019-20 學年（停課前），PBIS 重點學校的總行為推薦量比上年減少了 12%，總停學次數減少了

45%。在 2019-20 年度學校關閉之前，被確定為過度停課的重點學校的 23 所學校中，有 22 所停課率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這 23 所學校中，

有 21所非裔學生的停課率有所下降。 

 
 
 
 
 
 
 

護士和社會工作者 

在非大流行疫病時期，該行動是學區根據 脆弱人群（包括不重複學生）的需求向 SCUSD 社區提供資源的另一項努力。特別是對於那些可能

並不總是能夠定期獲得保健服務（包括諮詢和心理保健服務）的低收入家庭學生，寄養青年和無家可歸青年學生而言，此舉是至關重要支持。

提供預防保健服務並在發現需求後迅速做出反應，可以確保更多學生更有可能上學。出勤在學業成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行動被視為

學生在課堂內外成功的直接支持。在停課期間，此行動中的工作人員在應對大流行病期間所造成的創傷影響或因停學狀況而加劇創傷各方面，

發揮關鍵作用。如全文所述，COVID的影響和創傷不成比例地落在特定的學生群體中，包括不重複的學生。 

 

連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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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中心是學區支持服務另一個關鍵的“門戶”。連接中心是註冊中心的補充，它通過單點訪問來協調一系列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個人和家庭

諮詢轉介，心理健康/行為諮詢，自殺風險應對和干預，出勤干預，健康保險註冊/健康倡導以及 LGBTQ 安全區的培訓。在 COVID 之前，使用

連接中心來應對創傷問題（包括那些無家可歸或來自過渡經歷的學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當前情況下，這些服務更為重要。正如該計劃其

他部分所分享那樣，包括英語學習者，無家可歸青年，寄養青年和低收入家庭在內的學生群體，更有可能遭受大流行帶來的不成比例影響，包

括創傷。這項措施行動已經並將繼續是向所有人開放的服務，但旨在繼續向不重複的學生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學區家長資源中心 

學區家長資源中心實施了一系列參與機會，包括家長信息交流（PIE）會議和家長領導力途徑研討會。這些機會雖然向所有人開放，但其目的是

吸引那些在歷史上與學校聯繫較少的人和/或從進一步增強家長/監護人能力中受益 大的學生。該計劃為家長/監護人提供技能和鼓勵，使其在

學校社區中擔任領導角色，參加同伴教練並參加學區級領導機會。這旨在增加英語學習者，寄養青年，無家可歸青年，和低收入家庭學生的家

長在領導機構中的代表人數。家長資源中心提供的講習班和其他資源，為家長提供了一個安全而親切空間，使他們可以與同齡人和員工建立聯

繫，他們為提高學校和學區的成績投入了自己的聲音並積極參與其中。在學校關閉期間，家長資源中心團隊還與出勤和參與辦公室合作，讓“無

法到達”或沒有參與的學生和家庭參與進來。這項工作包括通過電話進行的外展活動，並在必要時直接進行家訪，以進行聯繫，評估需求並提供

支持。 
 

老師上門拜訪家長 

此行動包括家長教師家訪（PTHV）和學術家長教師團隊（APTT）的計劃。這兩個組件都在標題 1 學校上實現，這些網站上的所有學生/家庭都

可以參與。PTHV 計劃建立了與家庭的關係，並支持他們成為學生教育中的平等夥伴。APTT 計劃通過一系列會議擴展了這項工作，在此期間，

老師和家人進行了協作學習，並製定了支持學生成功的計劃。該計劃 終目的是加深積極關係，使因各種原因與學校聯繫較少的家長/照料者獲

得支持。該計劃的重點是第一類學校，其目標是 需要的資源。 截至 2020年 3月，PTHV計劃在 2019-20學年期間對 39所不同學校進行了 971

次家訪。其中 9個地點與家訪工作一起舉行了 APTT會議。 

 

 [描述如何增加或改善對寄養青年，英語學習者和低收入學生的百分比提供所需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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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中所述的行動和服務以前已經提供，並繼續為不重複學生提供增加或改進服務，包括： 

 寄養青年服務  

 多語種文化部  

 課程協調員和培訓專家  

 顧問，總進度表主任和恢復學分計劃  

 教師合作時間  

 招生中心  

 積極行為干預和支持（PBIS）和社會情感學習（SEL）  

 護士和社會工作者  

 學區連接中心  

 學區家長資源中心  

 家長老師上門拜訪  

 入學測試和指導中心  

 擴大學習計劃 

 

在該計劃中描述行動中，有些僅是或主要為不重複學生及其家人提供服務。其中包括寄養青年服務（為寄養青年服務），多語種讀寫能力部門

（為英語學習者服務），無家可歸服務（為無家可歸青年服務）和入學定向中心（為需要翻譯和口譯的英語學習者和家庭服務）。此外，該計

劃還包括一項通過外部提供商提供其他口譯服務的行動。該活動是對入學定向中心工作的補充，直接為英語學習者及其家人服務。 

  

該計劃中描述的行動可能可供更廣泛的受眾使用，但主要針對的是不重複的學生，以增加服務：  

 家長教師上門拜訪：該計劃僅基於 Title 1 指定的學校場所。雖然學校所有學生和家庭都有參加的資格，但該計劃主要旨在受低收入影響的

學生百分比 高的學校所在地和社區。  

 擴展學習計劃：該計劃重點是學生需求 高的站點，對於社會經濟處境不利的學生和英語學習者，該計劃入學率超過了學區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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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遠程學習的計算機和其他技術：實施此操作是為了確保所有學生都有專用的設備來訪問遠程學習。雖然所有學生都有資格使用設備，

但該操作主要對尚未擁有設備且無法自行獲得設備的學生。同樣，提供額外技術（包括根據需要的熱點）的主要方向是家庭和學生，他們

無法在沒有支持的情況下獲得這些技術。 
 

 
 
 
 
 

該計劃中描述由多種資源資助的行動，其組成部分特別著重於增加和改善為不重複的學生提供服務： 
  

•課程協調員和培訓專家：該團隊人員共同致力於英語語言發展（ELD）和英語語言藝術（ELA）。這些工作人員在為所有學校和學生提供服務

的同時，也明確表示有責任為英語學習者提供服務，這是他們職位的主要部分。整個課程協調員和培訓專家團還直接將工作定向到有明確需求

的站點，包括那些與重複的學生群體相關的需求。  

•學區家長資源中心：學區家長資源中心雖然對所有學校家長和監護人開放，但它的工作重點尤其放在那些從增加學校聯繫和能力建設以支持

學生在學習中受益 大的家庭。其中有四個學生組，它們構成了不重複學生類別。 

 

計劃中描述的代表服務增加措施，這些服務增加超出了將要提供的水平，而增加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使不重複學生受益，這些行動包括： 
  

•諮詢員：本地控制資助公式（LCFF）的基本資助提供了基本級別諮詢員。其餘部分由 LCFF 補充和集中贈款基金資助，其目的是為 需要幫助

的學生增加獲得諮詢機會。這包括所有不重複學生，他們很可能是家庭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並且根據他們的情況經常需要更高的諮詢服務。  

•護士和社會工作者：這些工作人員提供關鍵支持，這在 SCUSD 等低收入家庭比例較高的地區尤其重要。低收入社區的年輕人患慢性病的比率

高於平均水平，並且經常在獲得健康護理方面面臨挑戰。增加的護理和社會工作者服務雖然為所有人所用，但其主要目的是滿足遇到更大健康

挑戰並承受更大創傷的年輕人的需求。這包括在不重複學生範圍內的多個小組。 

 

本計劃中描述的旨在主要受益於不重複學習的學生的措施將在全區範圍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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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區連接中心和註冊中心：這兩個學區的服務部門協同工作，充當學生和家庭獲取各種資源的樞紐，包括心理健康的支持，免疫，過渡，

家庭諮詢，出勤干預以及自殺風險/應對和干預。儘管所有學生和家庭都可以使用，但這兩個部門與上述護士和社會工作者類似，這些資源

旨在滿足青年和家庭的需求，這些青年和家庭面臨著更高的健康挑戰率，並自己需要獲得服務。再次，這兩個部門主要是為了使沒有重複

學習的學生和其他弱勢青年受益。  

 教師合作時間：這是每週一次的時間，提供給經過認證的員工，以合作方式滿足未重複學生的需求。在這一年中，這段時間變得越來越重

要，因為工作人員的協作將需要解決學生學習方面的損失。鑑於學習損失對弱勢學生（包括不重複的學生）的預期不成比例的影響，工作

人員將需要共同計劃應對這些影響的教學。 

 

 

 

 

 

 

 

 

為增加或改善不重複學生而繼續提供其他行動和服務包括：  

 鏈接學習和職業技術教育（CTE）計劃  

 中學區圖書館員  

 幼兒教育：對州學前班計劃的貢獻  

 策略性減少班級規模和調整教師薪資表  

 體驗式學習  

 視覺和表演藝術的機會  

 中學領導的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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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學院（追回學分）  

 學校心理學家  

 國際文憑課程（IB）  

 高級學習（GATE，高級選修） 

 通過“學生成就學校計劃”（SPSA）來分配學校場地的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