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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家長教師協會會員身份很重要。單是您加入家長教師

協會這件事就能讓您的小孩看到學校很重要、而且您在意

爭取他們取得成功、關注他們的未來。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有許多益處，以下僅是幾個例子:

n 保持聯絡、建立關係 – 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可以讓您知

道學校裡正在發生哪些

事、或與您的小孩的老

師或校長建立關係

n 發現優質的資源 – 

家長教師協會給學生、

父母、家庭、學校及社

區提供各種獨特的項目

計劃及資料 

n 發表意見 – 在做關

於學校的重要決定時，

家長教師協會讓家長及

社區成員在會議桌上有

一席之地。

n 成為表率 – 單是通

過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您就能讓您的小孩及所

有的小孩看到您把教育有看得多重要。

n 享受額外的福利 – 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可享用獨家專有

的會員省錢福利，包括文具用品、租車、遊樂園打折，還有

更多更多

n 改變世界 – 通過合作，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們幫助通過

地方、州及全美的各種法案及政策，爲所有小孩改善教育、

身心健康及福祉。

誰都可以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 無論您是父母、學生、教育

工作者、企業領袖或是社區成員，都無所謂。爲孩子們做

些有益的事，請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每一個人都
是家長教師
協會大家庭
的一部分

家長教師協會認為

家庭是社會負責支

持及養育所有兒童

的基本社會單位，

且我們認識到所謂

家庭有很多定義方

式。所以，無論您

家裡有哪些成員或

您是如何定義家庭

的，您的家庭也是

擁有全美數百萬會

員的家長教師協會

多元化大家庭的一

部分！

爲孩子們做些有益
的事，請加入家長
教師協會！

东南非优惠贸易区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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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訴您，我熱愛的是什麼：家長教師協會

（PTA）。我之所以熱愛加州家長教師協會,是因為

它的使命是改善所有兒童及家庭的生活。

我們通過三種途徑來實現家長教師協會的使命:

1.家長教師協會是支持家庭、學校和社區的倡導

維權組織。 我們與我們的會員進行溝通，討論

並且告知他們對他們有影響的問題，與聯盟機構合

作，並針對提出的立法採取行動。

2.家長教師協會注重培育領導力。 我們培訓並

且養成在當地、每個學校、以及學區內的領導

者，使之成為學校社區的支持系統，並且參與小孩

的教育過程。

3.家長教師協會是一個會員制的組織。 我們歡迎

所有有興趣支持家長教師協會使命的人來加入

我們的行列，和我們一起疾呼：所有兒童及家庭都

重要。 

我們知道，而且研究結果也告訴我們，當家庭積極

參與小孩的生活時，我們的學生、學校及社區都受

益良多。   

這一期的「家長教師協會在加州」特刊裡有許多關

於爲您的小孩的教育提供支持的有價值的資訊。其

中包含的資訊爲家庭解釋評估測試是如何進行的、

以及為什麼這是確定學生是否掌握教學內容的寶貴

工具之一、評估學生知識所採用的教學內容標準、

以及加州學區的問責系統的變化。 

您掌握的資訊越多，您就越會參與支持小孩，而小

孩就越有可能在求學過程中取得成功。 

這份「家長教師協會在加州」特刊和家長教師協會

其他的免費刊物及網上資源是給您用於參與小孩的

學習過程的利器。說到底，家人是小孩最早的老

師，也將一直是他們的老師！我們作為其家人知道

的越多，我們的

小孩、學校及社

區就越成功。

所以，您現在您

就知道為什麼我

熱愛家長教師協

會了。我希望您

會使用這份指南

及我們在 capta.

org 網站上的其他

資源來確保您和

您的小孩這一學

年凡事順利，富

有收穫！您也可

以在臉書（Face-

book）上給我們

按“讚”、或者

在推特（Twitter）

或 Instagram上關

注我們。我們會

及時通知您關於

加州教育的最新

資訊，以及您需

要做些什麽來在

學校支持您的小

孩。還有，請抽

空加入家長教師

協會。單是您加

入家長教師協會您就發出了這樣的一個訊息：您的

小孩、學校和社區很重要！  

謝謝您做了爲小孩您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參與

他們的生活！

Justine Fischer, President

主席

积极地影响对所有儿童的生活

此特别版的东南

非优惠贸易区是

在加州充满了非

常有价值的信息

来支持您的孩子

的教育。 您将

找到有关家庭对

学生如何评价,为

什么他们是一种

宝贵的工具在确

定学生理解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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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 參與 ＝ 學生取得成功

從家長教師協會（PTA）成立開始，家庭參與就一直

是我們首要的工作優先，且這項優先持續至今。現

在，家長教師協會的領導層及義工在我們州的首府及

我們國家的首都努力在全加州實施及加強經證明行之

有效的家庭成員策略，並且為之籌集資金。 

五項關於家庭參與的實施

1.一個 鼓勵學習的家庭環境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比家

長的收入、教育水準或文化背景都更大。

2.學校需要在每名學生身上多花 $1,000 才能取得一

名積極參與的家長所帶來的同樣益處。

3.學區的家庭參與計劃爲學生帶來極大的益處，包

括爲上學做好更好的準備、成績和考試分數更

高、以及行為更健康。

4.家庭參與計劃使得學生更有可能從高中畢業以及

升大學。

5.州及聯邦法律都支持、加強並且要求家庭參與學

校社區。

瞭解情況、積極參與的家長會影響學生在就學及以後

的成功。無論是一起閱讀、看著小孩做功課、與老師

交談、加入家長教師協會、還是積極參與學校治理及

決策，您的參與對於您的小孩取得的成就極為重要。

的知情、参与家长为学生的学业成功

和超越。 您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你

的孩子的成就。

請下載完整的
指南，看如何
促進家長及教
育工作者之
間在本地進行
話、討論如何
建立更有力的
家庭及學校間
的合作關係、
以及如何衡量

進展： 

capta.org/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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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家庭參與是否成功的標準

您可以使用家長教師協會的「全國家庭及學校合作之

評估標準指南」來定義以及衡量貴校社區在家庭參與

方面的成效。這份指南乃是基於數十年的廣泛研究，

在傑出的教育領導者和實踐者的指導及支持下制定，

爲六項公認的家庭參與標準的每一項分別提供更具體

的目標。

• 第 1 項標準 

歡迎所有家庭參與學校社區 

• 第 2 項標準 

進行有成效的溝通 

• 第 3 項標準 

支持學生取得成功 

• 第 4 項標準 

爲每一個小孩發聲疾呼 

• 第 5 項標準 

分享權力 

• 第 6 項標準 

與社區協作。

用家長教師協會的「瞭解學

校」家長參與計劃來加強在

貴校的家庭參與

“ 學習從家裡開始、然後轉

至學校、然後又回到家裡 -- 這只是

一個循環。「瞭解學校」計劃教我

如何參與、瞭解學校系統，知道我小

孩的進展及他們在學什麽。”－－ 
Marivic Quiba, 家長

「瞭解學校」（School Smarts）是一個

建立在研究結果基礎上的獲獎計劃，幫

助家長們來幫助他們的小孩和學校。該

計劃的家長學院有七次課程，討論教

育、溝通及領導力。計劃強調藝術勞作

活動和討論，來建立家長及學校領導層

之間的包容性。如要把「瞭解學校」計

劃帶到貴校， 請與您的家長教師協會或

校長聯絡，或者寫信到  
schoolsmarts@cap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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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知道未來的工作是什麼，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未來

需要一支強勁的工作隊伍，而今天的學校必須幫助我們的

小孩準備好成為這支隊伍的一部份。

核心課程的教育內容標準意味著：

• 給您的小孩更深入、更丰富、更具相關性的教學

• 針對每個年級有明確定義的學習目標，且有逐年的過

渡

• 注重關鍵性的知識即技能，包括溝通、合作、批判性

思考、以及創造力。

核心課程的教育內容標準非常重要，理由是：

• 這些是針對我們學校如何確保所有學生取得成就而所

做的革新的一部分－－包括爲老師們提供更多專業培

訓的機會、更新的教學材料及科技、以及更有用的評

估測試。

• 這些爲所有學生提供動手操作的體驗，以及嘗試新做

法的機會。

• 他們幫助讓您的小孩、所有的小孩能泰然遊走於一個

快節奏、超鏈接、不斷變化的世界。

加州教育標準：未來屬於您的小孩

幫助您支持您的小孩獲得成
功的免費資源：

n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的「給家長的學生成功指南」－－ 有六種

語言的版本，包括教育標準的要點、在家裡支持學習的點

子以及您可以問您的小孩的老師的問題：  

www.capta.org/commoncore 

n Ed100.org －－ 有英文版及西班牙文版，用通俗易懂的

語言來探索加州的教育系統： 

 www.ed100.org

n 加州教育部－－ 閱讀教育內容的標準、搜檢各種資

源，包括給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幫助：  

www.cde.ca.gov/re/cc 及 www.cde.ca.gov/sp/s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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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對所有小孩都有影響

家長們知道：藝術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加州家長教師

協會（PTA）繼續提倡及爭取給所有小孩一個包括藝術在內

的完整的教育。 

作為家長教師協會的成員，我們可以帶頭朝向給所有小孩一

個包括藝術在內的優質教育之路邁進。請今天就加入我們協

會，看看您能怎樣成為一名提倡藝術教育的英雄：  

www.capta.org/sm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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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是我們瞭解及明白週遭世界的機理的關鍵。學生需要堅

實的科學及工程教育來對影響他們生活的科學和技術問題做

出知情的決定，並且準備好面對我們尚不能預測的未來。 

科學及工程教育能打開求職及賺錢的機會大門。現在，加

州有四分之一的新工作機會是在所謂的 STEM（即科學、技

術、工程、數學）領域，這包括許多薪酬最高的職業，而且 

STEM 技能在所有行業的工作中都越來越必要。有鑒於這些

趨勢，科學教育應該在所有學校成為一項優先目標。

新的科學教育標準充分利用好奇心 

加州採用了新的州科學教育標準，叫做「加州次代科學教育

標準」（CA-NGSS），以此確保學生學習最新的科學知識及

如何將之用於分析和解決問題。 

該標準讓所有學生（包括年級最低的那些）接觸科學，鼓勵

他們提問題，體驗動手研究和發現。這個方法更引人入勝、

並且符合我們所知道的學生的最佳學習方式。 

學生會學習如何像科學家和工程師那樣思考和做事情，對核

心的科學思想和觀念獲得更深刻的瞭解，同時建立批判性思

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分析數據、根據證據進行論證、進行

團隊合作。這些能力會幫助學習其他核心課程，並且對求

學、上大學和事業上的成功必不可少。 

向加州次代科學教育標準的過渡正在進行

加州科學教育標準上一次的更新是 1998 年時進行的。我們

的各所學校現在正準備花數年的時間來改造科學教育。州政

府部門的時間表允許學校逐步過渡到新的科學教育標準，並

於 2018-2017 學年時完全按「加州次代科學教育標準」進行

教學。這要求有專業培訓、設施及材料、教學規劃，等等。

這個過渡需要時間，而這就是為什麼家長需要現在就開始熟

悉新的教育標準。 我們需要耐心、規劃、堅持，以及廣大

社區的支持，這個改變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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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改善科學教學是至關重要的 

隨著學生會學習如何像科學家和工程師那樣

思考科學教學會包括更多......

•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調查、解決問題、參加談

論

• 學生討論開放式問題，著重於用以提出論點的證據

的證明力

• 學生閱讀多個資料來源，包括與科學有關的雜誌及

期刊文章，還有網上的資源，學生歸納總結資訊

• 學生撰寫能解釋及論證事物的日記、報告、海報及

多媒體報告

貴校可以做些什麽來讓大家瞭解情況？

n 舉辦招聘會

n 規劃家庭科學夜活動

您能做些什麼來瞭解更多資訊？

n 請詢問您的校長或學區總監爲過渡到「加州次代科學教

育標準」在進行哪些工作

n 在貴學區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LCAP）中要求支持

科學教育。

在 www.capta.org/stem  網站，您可以看到更多點子，包括您

可以和小孩一起做的 STEM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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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評估測試及分數：

關於學生成功的更
多資訊
加州名為「加州學生表現和進步評估」（簡稱“CAASPP”

）的新評估方式代表了本州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計劃中的下

一步。

在 2015 年春，加州的學校用新評估方式取代了舊的考試。

新評估方式旨在讓家長及老師瞭解學生對他們在當今世界獲

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及知識掌握程度如何。2016 年是 3-8 年

級以及 11 年級的學生第二年全面採用新評估方式。

新評估方式中的問題類型

• 選擇題： 包括傳統的多項選擇題以及非傳統的多項選擇

題，如：有多個部分的問題、以及有不止一個正確答案的

問題等。

• 建構反應題（constructed response）： 簡短的建構反應

題，由學生打字輸入 

• 完成任務題： 運用學生的知識和技能；使用一系列資訊

來源；由多部分構成的任務（包括寫作）；數學和英語語

言藝術中各有一題。

評估測試的特性

• 基於電腦： 可以在線上考試 

• 用電腦進行調整： 問題的難度根據學生的表現而改變。

同時基於答對幾題以及答對的題目的難易程度來計算分

數。

• 不限時間：學生需要多少時間完成考試的每一部分就可以

有多少時間

• 分段：不需要一次考完整套考試。由學校決定各年級的學

生何時考每部分的評估測試。學校需在根據其行事曆規定

的特定時間段內完成測試。

注：這些特性不適用於 2016 年給 5、8、10 年級學生的科學

評估測試。這些還是用紙和筆作答的舊版加州教育標準科學

考試。新的科學評估測試正在與新的科學教育標準一起開發

擬定。

在 2015 年春，加州的學校用新評估

方式取代了舊的考試。新評估方式

旨在讓家長及老師瞭解學生對他們

在當今世界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

及知識掌握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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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您小孩的成績報告單 
新的加州學生表現和進步評估（CAASPP）分數報告

使用四個成績等級：

• 未達到標準

• 幾乎達到標準

• 達到標準

• 超過標準。 

這些等級指明“朝向掌握爲在將來的學業中成功所

必需的知識及技能的程度”。對 11 年級學生來說，

這些等級衡量學生是否在高中畢業後會準備好順利

上大學或就職。

成績報告單的第一頁顯示：

• 分數在 2,000 到 3,000 分之間，代表您的小孩在英

語語言藝術及數學方面今年及去年評估中的整體

表現。分數用一個點、還有一條粗線表示。粗線

代表如果多次進行評估，小孩可能獲得的分數。

就像生長曲線表一樣，隨著您小孩的年齡和年級

的變化，其分數及應達指標也會不同。分數應該

一年比一年高，因此小孩越大，其學業成就等級

應該也越高。

• 英語語言藝術分四部分，說明您的小孩在評估中

在閱讀、寫作、傾聽及研究/及查詢方面的表現。

• 數學分三部分，說明您的小孩在評估中在概念及

程序方面、解決問題/建立模式/數據分析方面、以

及說明推理論證方面的表現。

成績報告單的第二頁包括:

• 加州總學監針對您小孩的評估測試及成績報告單寫的

信。

• 您小孩的分數範圍，在“未達到標準”、“幾乎達到

標準”、“達到標準”或“超出標準”。

• 根據您小孩所在年級而可能有的其他資訊，如給 5 年

級和 8 年級學生的科學加州標準測驗，以及給 11 年

級學生的早期評估方案（EAP）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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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考試是對學業的體檢，旨在讓老師們和學校獲得反

饋，並且將資訊用於改進教學和學習效果。由於這些測試

是在網上進行，老師、學校及學區能及時獲得資訊，因此

可將資訊用於調整教學和改善學習效果。

• 現在是發問的好時機。

• 這些分數會用於幫助您的小孩改善學習效果。

• 就像生長曲線表一樣，隨著您小孩的年齡和年級的變

化，其分數及應達指標也會不同。分數應該一年比一年

高，因此小孩越大，其學業成就等級應該也越高。下一

年的分數範圍及標準會比之前一年的要高，因此您小孩

的分數應該年年提高。

• 考試分數只是衡量您小孩學得如何的一種方式。請全年

一直保持和您的小孩、小孩的老師交談。

要問的問題

• 問您的小孩 -- “根據你的考試結果，你覺得你應該特別

注重哪些方面？你覺得你可以發揮的長處在哪裡？”

• 問貴校老師 --“這些考試結果會如何用於指導今年的教

學？我怎樣可以幫助小孩更成功？”

• 問貴校校長 --“考試結果會用於學校的決策參考嗎？您

從測試的整體結果瞭解到了些什麽？”

• 問貴學區的總監 --“學區的考試結果會用於指導職業發

展嗎？學區在進行哪些工作實施新的州教育標準？”

學業體檢： 反馈的改进

幫助您的小孩取得成功的免
費評估資源
• capta.org/assessments –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PTA）

提供許多適合給家庭的宣傳單及資源，有多種語言的

版本。

• testscoreguide.org/ca – 资源的家长和学生在理解分数

及其意义

• caaspp.cde.ca.gov/sb2016 – 即将推出! 查看2016年累

积评估的结果以及在州、县、区和学校两级

• cde.ca.gov – 加州教育部討論常問問題、評估測試結

果及新的教育標準 

• ed100.org – 有英文版及西班牙文版，這個在線系統

幫助家長瞭解評估測試及加州的教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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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新評估測試致力於配

合所有學生的需求。 

這些測試在電腦平臺中內建

了一系列資源，包括語言資

源、萬能工具及專用的支

持，可以讓加州多元化的學

生群體能使用該評估測試。

在其個別教育計劃（IEP）

或 504 計劃中有書面證明具

有特殊需求的學生在考試時

可以獲得使用額外的工具及

資源。

此外，給有身心障礙的學生還設計了額外的加州學生表現和

進步評估（CAASPP）：

n 加州替代評估（CAA）–加州替代評估是與爲有嚴重

認知障礙的學生設計的替代學業成績標準相符的數學及英

語語言藝術的評估測試。加州替代評估使用電腦科技，由

學生的老師在一對一的環境下進行，旨在配合每個學生在

管理層選擇的時間點的表現。 

n 加州科學替代成績評估（CAPA）– 這個考試是爲有

個別教育計劃（IEP）以及嚴重認知障礙的 5、8、及 10 

年級學生設計的。學生必須參加這項評估測試，直到出了

及進行接下來的與加州次代科學教育標準相符的替代評估

測試為止。欲進一步瞭解加州科學替代成績評估，請訪

問： cde.ca.gov/ta/tg/ca/caparentguide.asp

還有，請記住：如果您的小孩有個別教育計劃（IEP）或 504 

計劃，對該計劃的年度審閱會議是個好機會讓您來討論學校

認為哪些評估工具或支持適合您的小孩。欲瞭解更多關於評

估測試中提供的協助，請訪問 ：  
smarterbalanced.org/accessibility

給所有學生的共同目標

內建：

• 計算器（用於允許使用計算器的試題）

• 數碼記事本

• 英語詞彙表

• 可放大的段落

• 筆記功能

• 亮彩顯示

• 鍵盤瀏覽

• 做記號供以後檢查

• 數學工具

• 拼寫檢查

• 劃去選項

• 書寫工具

• 放大或縮小 

在考場：

• 休息

• 草稿紙

• 英語字典

• 詞庫字典

評估測試中對特殊需求生提供的協助：工具、資源、特殊照顧及支持

高中生會超愛這個消息！

新的學生評估測試給 11 年級學生帶來極大的好處：在評估

測試中獲得“超過標準”者無需在加州州立大學（CSU）以

及某些加州社區大學考分班考試，讓您的小孩入學后可以直

接上許多大學程度的課程。 

獲“達到標準”的學生最好在高中最後一年修恰當的課程，

使他們能直接進入大學程度的課程或就業訓練。 

在十一年級末瞭解您的小孩的成績讓您有機會讓小孩用高中

最後一年來增強其上大學或接受職業技術教育的技能。欲瞭

解更多： csusucc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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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inCa-Special Edition2016_TCH.indd   11 7/8/16   2:27 PM



12    PTA in California • Special Edition 2016

家長及家人在做功課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人可以

幫助小孩一起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及態度，而這些會使小孩

成為終身學習者。您的工作不是要幫他們做功課，而是提供

支持、鼓勵，問一些啓發性的問題幫助他們自己找到答案。 

老師為什麼要給回家功課？

老師用回家功課來實現以下目標： 

• 幫助學生瞭解和複習上課教的內容

• 檢查學生是否懂學的內容 

• 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尋找及使用關於某個主題的更多資訊 

• 教小孩學會負責及建立常規。

支持小孩做功課的方式

• 協調平衡其他需要花小孩時間的事情－－學校活動、體

育運動、家務－－留好做功課的時間。

• 瞭解您小孩的學習方式。有些學生如果有經常的休息學

習效果較好，有些喜歡熱鬧的環境、而有些則需要保持

絕對的安靜。請與您的小孩討論這些問題，或許可以試

試看，找到做功課最適合的時間和環境。

• 鼓勵您的小孩臨機應變、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如果

小孩忘記老師布置的是什麽功課了，你可以問類似這樣

的問題：“功課有沒有張貼在網上其他地方？” 、“你

可以打電話給班上的哪一位同學以拿到功課？” 、或“

你整個書包都翻遍了嗎？” 

• 建立一個健康飲食及睡眠的家庭生活常規。

• 參加回校夜、家長會、開放參觀日；閱讀學校發出的所

有通知。

我的小孩每天晚上應該花多少時間做功
課？

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一致同意：

• 幼稚園到 2 年級的小孩，上學的天每天做功課時間不要

超過 20 分鐘最有效果。 

• 年齡稍長、3 到 6 年級的小孩，可以每天做功課 30-60 分

鐘。 

• 初中及高中的小孩老師一天可能會給 2 小時的功課。 

• 但是，做功課的時間長短及策略因老師和學校而異。

關於功課您應該問的問題 

• 通常是在回校夜，您小孩的老師可以告訴您他或她預計

學生要花多少時間做功課。 

• 您小孩的老師可能會有一個網站或其他資源，在上面張

貼布置的功課內容。 

• 您小孩的學校可能會有網上評分系統，讓家長可以每天

查看小孩的成績、出席記錄、和做功課的狀態。這可使

你在任何問題變成大問題前及時瞭解和處理。 

• 如果您的小孩需要缺課，非常重要的是要知道功課要怎

麽辦。請確保您和您的小孩知道並且瞭解每一科的功課

政策。

的更多信息,请转至: 

www.capta.org/homework 
或搜索“功课”。 www.PTA.org

給家長的資訊及提示

回家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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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年，爲幫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更容易完成過渡，下面

是一些有用的訣竅：

1. 和您的小孩一起參觀校園。 指出洗手間、餐廳、辦

公室、活動場所等在哪裡。列印出附帶時間表的地

圖對較大的學生可能有幫

助。和您的小孩談論令人興

奮的新課程，還有他或她可

以參加的活動和節目。

2. 幫助您的小孩和學校

的同學們重新建立關

係。 問您小孩的學校是否有

學友計劃，或者在學校領導

層的學生是否能作為導師或

指導給予幫助。 

3. 審閱個別教育計劃

（IEP）目標。 確認這

些目標仍然適用，並且注意

年度審閱的日期。請記得，

您可以隨時要求審閱個別教

育計劃。還有，請務必討論

給您小孩提供評估時的特殊

照顧－－詳情請看第 11 頁。

4. 和老師建立聯繫。 寫

一段關於您小孩的簡

介（並附上照片），告訴老

師小孩喜歡什麼、不喜歡什

麽，有哪些社交/情感上的雷

區，受哪些因素激勵，溝通方式、相關的醫療資訊，以及

其他重要的資訊。您越是主動和坦誠，老師和學校的工作

人員就越能滿足孩子的需求。

5. 幫助規劃一個培訓活動，讓別人瞭解特殊需求兒

童。 如果您的小孩在常規班上課，請考慮幫助給該

班級規劃一個培訓活動，讓同學們瞭解特殊需求兒童。請

先確定您的小孩同意這個做法。爲其他小孩寫個故事，讓

他們瞭解是什麼方面讓您的小孩與眾不同，哪些事情對您

的小孩來說可能很困難。

6. 把文件資料整理好。 整理一份家庭日曆，列出學校

的活動、特殊教育會議、開會日期等。

7. 繼續學習。及時瞭解關

於特殊教育的新聞及立

法，好爲您的小孩及所有的

小孩爭取權益。

8. 建立通訊日誌。這會

幫助確保您和學校工作

人員之間沒有誤會。請務必

記下通訊的日期、時間、及

性質。

9. 有可能時，參加學校的活動。諸如回校夜、家長教

師會議之類的活動是和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學生和家

庭會面的好機會。

10. 無論是在教室還是家長教師協會（PTA）主辦的

活動，主動提出幫忙。

讓他們更容易完成過渡：  
給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的家長的 10 項秘訣

更多資訊
請訪問 capta.org/special-needs 網站查看這些問題的

回答並且獲取更多資訊：

n  “我怎樣可以確

定小孩是否有特殊需

求？”

n  “我的小孩可以

獲得哪些類型的服

務？”

n  “校心理學家扮演

什麽角色？”

n  “我要如何開始特

殊教育的流程？”

n  “個別教育計劃

（IEP）是什麼？”

n  “家長應該問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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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意見很重要！每個學區都必須讓家長及社區成員參與

制定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LCAP），確定優先事項、

規劃學校撥款及各種計劃，以幫助所有學生取得成功。家

長、家庭及社區成員在制定以及評估其本地控制和問責制

計劃時全年都有發言權，而這就是您參與的時機！ 

現在是參與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流程的好時機，但是這

個流程是全年進行的。請在整個學年中保持參與、瞭解情

況、提出問題，以確保貴校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能穩

步邁向成功。請使用這個「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不同

季節」工具來幫助人們保持參與。

您的意見很重要： 請全年保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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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
基本要點：
• ¿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張貼在哪裡？
• 在學區這個層級，誰負責這個流程？
• 目前誰在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委員會中？
• 委員會的成員是如何挑選出來的？
• 委員會何時碰面開會？

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外展活動/家長參與
• 要求和學區人員見面，討論外展計劃。
• 確認有哪些利益相關者團體，制定外展計劃，尤其是

要接觸那些未獲充分代表的群體。
• 將培訓列入預算流程。
• 回顧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制定流程的要求
• 設計一份問卷調查表並且發給家長和學生 

對目前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進行審閱及反思：
• 我們朝向目標取得了哪些進展？
• 我們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目標還適用嗎？
• 有沒有計劃進行有意義且有效的鼓勵家長參與的工

作？

冬天
基本要點：
• 對目前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進行回顧，確定是否

應該增加或調整任何當地的優先事項。
• 審閱州長的一月預算提案，討論對您當地學區的影

響。
• 確定提議的撥款方案會如何影響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

劃目前的三年計劃。

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外展活動/家長參與
• 家長顧問委員會 (PAC) 和學區英語學習生顧問委員會

（DELAC）開會的日期是哪些？
• 給家長和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如何？
• 是否安排了至少一次社區討論會？

對目前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進行審閱及反思：
• 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的最新版草案是否已交給家長顧

問委員會和學區英語學習生顧問委員會？
• 直接根據家長/學生/社區的意見對地方控制問責制計

劃做了哪些改動？

夏季
基本要點：
• 學校教育委員會是否採用了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並

且在 7 月 1 日的截止期前提交給了縣教育辦公室？
• 縣教育辦公室是否採用了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有沒

有建議做改動？

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外展活動/家長參與
• 回顧和慶祝在外展活動中取得的成功－－哪些措施行

之有效？
• 起草一份下一年的鼓勵參與及外展活動的時間表－－

有哪些現成的機會可教育家長並鼓勵其參與？
• 針對家長及家長領袖進行問卷調查，看鼓勵家長參與

有哪些障礙，並將此資訊用於爲下一年進行的規劃。

對目前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進行審閱及反思：
• 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是否列出了讓所有的學生取得

成功的計劃，並且明確概述了學區爲達到目標會採取
的措施？

• 學區是否起草了一份摘要報告，告訴利益相關者關鍵
性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目標及措施？

• 有沒有計劃進行有意義且有效的鼓勵家長參與的工
作？

春季
基本要點：
• 是否審閱了提議的州預算（五月修正案）及其對本地

的影響？
• 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草案張貼了嗎？
• 舉行了關於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公共論壇嗎？
• 家長教師協會（PTA）是否安排了時間爲每個學校舉

辦關於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說明會？

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外展活動/家長參與
• 是否邀請了公眾對地方控制問責制計劃草案進行評

論？方法是哪些？發表評論的截止期是什麼時候？
• 家長顧問委員會和學區英語學習生顧問委員會是否已

用書面的形式向學監遞交關於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
的評論？

對目前的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進行審閱及反思：
• 關於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的公聽會將於何時進行？

（本地學校教育委員會會議日期）鼓勵家長出席並且
在公眾評論時間發言。

• 預算及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何時採用？（本地學校
教育委員會會議日期）鼓勵家長出席並且在公眾評論
時間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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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體有許多，但只有一

個 PTA－－家長教師協會。

家長教師協會在近 120 年以

來一直連接家庭、學校及社

區，是美國最大的爲兒童爭

取權益的組織，也是鼓勵家

庭參與的典範組織。 

家長教師協會探討對家長及

公立學校來說重要的事項。

我們努力爭取全額教育撥

款、優質教師、符合所有兒

童最佳利益的計劃及政策。

1.支持 -- 家長教師協

會在每地的分會是

自治的，但是受強

有力的地區、州、及全國組

織的支持，並從那裡獲得資

源、培訓及指導。

2.由來已久的金融保

障 -- 家長教師協會

的官員、活動及經

費受低成本團體保險保障，

領導層接受過久經考驗的金

融保障及最佳做法的培訓。

家長教師協會還可以獲得報

稅協助，以確保符合所有州

及聯邦政府的非營利機構報

稅要求。

3.學校社區瞭解情況 

-- 積極參與的家長

能瞭解學校面對的

各種挑戰，並且參與解決問

題。通過建立和家長的密切

連繫，學生會取得更多的成

就，學校在社區中也會建立

更好的聲譽。

4.可衡量的學生成就

結果 -- 過去 30 年

的研究結果顯示，

當家庭參與小孩的學習時，

小孩表現較好。他們的成績

更好、畢業率提高、考試分

數提高、出席率提高，而且

更多學生能準備好就職或上

大學。家長教師協會注重對

小孩最有益的事項，並且聯

絡其他團體一起來關注學生

的成功。

5.經證明行之有效的

計劃 -- 每個地方

的家長教師協會

都可使用現成、易於使用、

且經證明行之有效的計劃。

從關於健康及安全的事項、

到與老師及社區成員合作、

到籌款－－這些計劃能出效

果。作為家長教師協會的成

員，領導層有機會在地方、

地區、全州及全美範圍互相

聯絡交流及合作，並且分享

心得。

6.義工的力量 -- 家

長教師協會組織和

培訓勤奮而敬業的

志願者，並且為他們提供資

源。家長很樂意作為一名合

作夥伴來爲學生取得成功努

力。

您想進一步瞭解家長教師協

會組織嗎？如果貴校或貴學

區尚無家長教師協會組織，

現在就是設一個家長教師協

會組織的時候了。誰都可以

加入家長教師協會。請訪問

www.capta.org 以獲取更多資

訊。

貴校為什

麼需要一

個家長

教師協會

（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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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一名提倡藝術教育的英雄！

請訪問 capta.org/smarts 網址以瞭解更多的資訊。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PTA）致力於

讓家長們支持藝術的重要意見獲得

傾聽，不容忽視。我們的SMARTS 

Parents for the Arts Network（家長支

持藝術網絡） 促使人們意識到藝術

與提高學術成就、營造一個充滿活

力且富有生產力的社會之間的關聯

性，並且提供機會讓大家分享及交

流最佳做法。

今天就加入我們協

會，成為一名提倡

藝術教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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