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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協會（PTA
）聯繫 家庭、學校
和社區。家長教師協
會還幫助確保在做對
學校產生影響的決定
時，家長們在會議桌
上有一席之地。家長
教師協會努力爲所有
小孩改善教育、健康
及安全。您加入家長
教師協會就能讓您的
小孩看到學校很重要
、而且您在意爭取他
們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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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研究證明，在家長和照顧小孩的人進行參與時，學生
的成績較好、出席率較高、且較能一直完成回家作業。教育界
諸如地方化控制經費（LCFF）、本地控制和問責制計劃（
LCAP）、州政府新的教育標準及測試等正在導入一個新時代
，家庭參與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您有機會讓人們瞭解您的意見！請來進一步瞭解您怎樣能幫助
您的小孩在這學年取得成功。

瞭解更多
衡量學生成功的新評估方式及考試分數報告！ Pages 6-9

您這學年需要知道的三
個教育趨勢,

page 3

促進學生成功的新評估方
式,

page 6

加深瞭解：加州英文語
言藝術及數學的新教育
標準,

page 10

每一個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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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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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庭的一部分！

您的家長教師協會會員身份很重要
您加入家長教師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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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家長教師協會有以下這
些益處：
■ 保持和各方的聯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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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現好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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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暢所欲言。在做對學校產生影響的決定時，家長教師協會讓
您在會議桌上有發言的一席之地。
■ 來做表率。通過加入家長教師協會，您讓您的小孩看到您把
教育有看得多重要。
■ 享受更多福利。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可享用獨家專有的會員
福利，包括文具用品、租車、遊樂園等打折。
■ 請來爲改變世界努力！通過合作，家長教師協會的會員們幫
助通過了地方、州及全美的各種法案及政策，爲所有小孩改
善教育、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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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在乎孩子們，請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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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這學年需要知道的三個教育趨勢

1

家庭的參與是學生取得成功的關鍵

幾十年來的研究證明家庭的參與是學生在學校以及人生中取
得成功的關鍵！您在您的小孩生活中的參與 -- 如一起閱讀、
監督小孩做功課、確保小孩有去上學、配合老師一起努力、
問小孩一天過得如何、以及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對學生的成
功的影響比您的收入、教育程度及郵遞區號要大得多。來自
積極參與的家庭的學生固定上學、在學校表現較好、獲得更
好的分數、合格通過課程、有更好的社交技能、進而會去大
學或其他的教育機會。

2
“ 就好像 ABC

字母一樣，家
庭的參與、學生
的健康、以及教育界的
變化一起拼寫出加州兒
童的成功－－事情就是
這麽簡單！”

–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會長
Justine Fischer （賈斯汀·費雪）

健康的孩子學習更好

健康和學生的成就之間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家庭、老師及
研究人員知道我們的孩子們如果身體不好就不能成長、學習
和取得成功。您可以通過提供營養的飲食和健康護理、關注
健康發育、與您當地的家長教師協會保持聯絡、獲得關於健
康以及您的小孩所在學校的計劃的最新資訊來確保小孩健康
成長、學習成功。

3

教育界的變化會幫助所有的學生

從一個新修訂過的撥款公式到新的學習標準及評估測試，加
州的學校正在經歷一個旨在幫助學生成功的歷史性的轉變。
而瞭解學校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如通過加州家長教師協會的
「瞭解學校」家長參與計劃）會增加家長及社區參與的可能
性，讓教育對兒童來說更有效、更針對。

瞭解更多
如要進一步瞭解關於這三大教育趨勢以及其他方面的
資訊，請訪問 capta.org.
PTA i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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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爲您的小孩及學校發揮影響力的
六大方式
教育界諸如地方化控制經費（LCFF）、州政府新的教育標準及測試等變化正在導入一個
新時代，父母及家庭的參與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在您的小孩的學校及學區做出關鍵
性的決定時，您在會議桌上有發言的一席之地。您有六種方式*可以參與、爲您的小孩及
學校發揮影響力：

1

4

在家模仿對小孩積極正面的教養方式
、支持他們學習。
建立有效的教養小孩的技巧、試著更好地瞭
解小孩及青少年的發展。安排一個做功課的
安靜的地方、規定固定的學習時間，以此建
立支持學習的家庭環境。瞭解老師的回家作
業政策，以及如何在家裡監督及討論學校的
功課。和您的小孩談論大學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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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瞭解您的小孩的學校、與教育
工作者溝通。
參加在您小孩學校的教師家長會及各種活動
。瞭解如何利用學校的翻譯及口譯服務。花
點時間仔細閱讀學校的簡報、通知和備忘錄
。詢問學校是否提供加州家長教師協會的「
瞭解學校」家長參與計劃。如果他們沒有，
請詢問是否可以把這個計劃帶到貴校社區來
。

用「瞭解學校」家長參與
計劃來增強在貴校的參與
度及成就！
「瞭解學校」是一個幫助家長們幫助他們的小孩和學校的基於研究的獲獎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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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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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的小孩
的進展及他們在學什麽。”

3
4

在學校幫忙或加入家長教師協會。
尋求在教室做義工或其他您可以在家幫助準
備或整理教室資料的方式。瞭解諸如家長教
師協會、校址委員會或英語學習生諮詢委員
會（ELAC）等的學校組織、計劃或學校委員
會的資訊。在一個全校性的活動幫忙，或者
陪您的小孩去班上的校外參觀活動。還有，
請記住：參加教師家長會就能顯示您支持您
的小孩及學校。

參與在貴校的決策、領導層及維權活
動。
瞭解學校、學區或社區的各種決策團體。您
的意見至關重要。進一步瞭解貴校的本地控
制和問責制計劃（LCAP）及幫助所有學生取
得成功的八大優先領域。考慮在貴校以及更
大範圍內擔任爲所有小孩大聲疾呼的領袖角
色。

5
6

– Marivic Quiba, 一名家長

熟悉您的小孩作為加州新的教育標準
的一部分應該學些什麽、以及他或她
會如何接受評估測試。 參加會議及/或閱
讀更多關於加州新的教育標準、及其如何幫
助學生們爲未來做好準備的資訊。進一步瞭
解新的全加州評估測試計劃，您的小孩的分
數看上去會怎樣、以及這對於您的小孩的進
步意味著什麽。與您的小孩的老師交談，瞭
解學習在教室裡會如何不同，而您怎樣最能
支持您的小孩。

利用社區資源。
詢問學校關於免費或費用較低的社區健康、
文化及社會支持計劃的資訊。瞭解您和您的
家庭可以參加的課後班、輔導及免費的圖書
館活動。

*改編自加州家長教師協會的「瞭解學校」家長參與計劃的
一部分之 Joyce Epstein 的家庭及社區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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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成功的
新評估方式
更新過的測試反映
每個小孩的需求及
目標
加州的教育界在改變，而
我們衡量學生學習的方式
也在改變。
多項選擇、塗圓圈考試的時代過去了。現在的評估
測試是由高科技支持，有機會讓我們的小孩通過溝
通、思辨及解決問題來顯示他們真正知道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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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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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年春季對 3、4、5、6、7、8 及 11 年級的學生
進行了第一輪評估。這個秋季第一批評估分數出爐
，讓家長及老師有機會爲這個新學年進行規劃及設
立目標、幫助所有學生獲得成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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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報告單：您需要知道的事情
■ 新的分數看上去會不一樣，這沒關係！新測試的
分數不能拿來和孩子們以前做的任何事情相比。
之前的分數是和用不同方式進行評估的不同教育
標準相關聯的。
■ 現在是提問的好時機！家長們可以在返校參觀夜
開始和小孩的老師們討論評估測試成績報告，並
且在教師家長會及其他會議時繼續這個對話。

■ 這個分數會幫助您的小孩學習。這個分數會讓老
師有機會調整教學，讓學生及家長瞭解今年需要
重點關注哪些方面。這個分數還會讓家長瞭解小
孩掌握了哪些標準。
■ 新的考試分數只是衡量您的小孩學得如何的一個
方面。新的總結性測試是包括課堂作業、測驗、
成績單及其他監測您的小孩的進展的方式在內的
整體評估系統的一部分。
■ 第一份成績報告單是一個起點。加州新的教育標
準鼓勵對知識的深刻理解、進行思辨明證，而評
估反映了這些更高的要求。剛開始的成績是您的
小孩在大學繼續獲得成功、並且獲得準備好就職
的技能的一個開端。

給高中生的額外
資訊！
在十一年級末瞭解您的小
孩的成就度 讓您有機會
用高中最後一年來增強高
中畢業後進入大學或職業
技術教育的技能。但不論
您的小孩的未來的計劃如
何，在畢業前採取行動做
好準備對未來獲得成功非
常重要。對於那些在評估
測試中表現爲“超出標準”
的學生來說，一項重大的
好處是他們將免考加州州
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簡稱“CSU”）
及其他參與這個計劃的加
州社區大學（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 簡稱
“CCC”）的分班程度測試
。這可以讓您的小孩在注
冊入學後直接進入許多大
學程度的課程。在評估測
試中表現爲“達到標準”的
學生會被建議在高中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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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訪問這個網站來瞭
解更多資訊
www.csusucc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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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的問題
新的學生評估測試成績報告單是給讓您提問提供了好機會：
■ 問您的 小孩: 根據你的考試結果，你覺
得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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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問您的 老師: 這項考試結果會如何用於
指導今年的教學？我們在家裡可以做些
什麼來幫助孩子學習及取得成功？重要
的科目是如何進行評估的？

■ 問您的 校長: 學校會將每個學生的測試
結果用於分班或其他特別的決定嗎？從測
試的整體結果您對於在全校範圍瞭解到了
些什麽？
■ 問您的 學監: 學區的評估測試結果在幫
助指導今年的專業培訓嗎？爲繼續全面、
成功地實施新教育標準學區接下來會採取
哪些步驟？

瞭解您的小孩的成績報告單
您的小孩的成績報告
單有兩頁，每一頁都
是針對您的小孩進行
個性化設置的。
這些具體的分數及資
料更能反映您的小孩
的進展，提供機會和
教育工作者合作確保
學生取得成功。

第一頁包括:

■ 加州總學監針對您的小孩的評估測試及新的成績報告單的信。

■ 說明您的小孩在英語語言藝術及數學方面的基線表現的整體分數。報告單
用數字的分數、以及如果小孩曾多次參加測試，用一個短杠可能的分數顯
示您的小孩在這兩大主課方面的表現是“未達到標準”、“達到或接近標準”
或“超出標準”。

–––––––––––––––––
欲進一步瞭解成績報
告單，請務必觀看
www.cde.ca.gov 網站上
加州教育部非常有幫
助的視頻（有英文版
及西班牙文版）以及
新家長指南。

第二頁包括:

■ 將英語語言藝術分四部分具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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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數學分三部分具體說明您的小孩在評估中在解決問題/建立模式/數據分析
、概念及程序、以及說明推理論證方面的表現。

■ 說明您的小孩在七項課程方面的表現是“未達到標準”、“達到或接近標準”或
“超出標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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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測試評估幫助您的小孩取得成功
■ 衡量真實生活中的技能。爲上大學及工作做好準
備，您的小孩必須將通過思辨明證、分析性寫作
及解決問題來運用其知識及技能。數學及英語語
言藝術的新評估測試衡量學生們畢業所需要掌握
的技能。
■ 結束爲應考而教學。新的測試評估包括更貼切反
映您的小孩在課堂上學習的活動。這些評估對學
生掌握知識技能的程度比從前的考試有更準確的
反映，因為新評估要求學生顯示並且運用他們的
知識，而非在多項選擇題中選擇正確的回答。

■ 確定學生是否走在成功的道路上。您應該能知道
您的小孩是否具有進入該科目下一階段所需要的
知識及技能。新的測試評估提供學業檢查，幫助
老師和家長瞭解學生在每個年級是否沒有落後爲
上大學或就職需要的進度。
■ 用科技爲老師和家長提供更好的資訊。在線測試
比紙上測試提供更多試題種類、且更能防止作弊
。測試針對學生的反應不斷調整到更容易或更難
的題目，因此能更好地測量學生的掌握程度。
■ 提供早期干預的機會。老師可以在學年中使用期
中測試來檢查學生的進展。老師瞭解了您的小孩
的強項及需求時，就更能幫助您的小孩學習。
■ 代替州英文及數學測試。新的測試評估由各位專
家及教育工作者開發，代替之前的 STAR 英文及
數學測試。

■ 支持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新的測試評估包括幫助
英語學習生及有殘障的學生顯示他們知道什麼、
會做什麼。

如果您對於新的測試評估有疑問，請隨時聯絡您的
小孩的老師、學校或家長教師協會。我們在此就是
要爲幫助您的小孩取得成功助一臂之力！

請訪問
CAPTA.ORG/RESOURCES
網頁
來瀏覽加州教育部及家長教師
協會免費的測試分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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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瞭解：加州英文語言
藝術及數學的新教育標準
加州英文語言藝術及數學的新教育標準是我們的學校
確保所有學生取得成就的整體革新的一部分。這些標
準提供更深刻、更豐富、更相關的教學，每個年級有
明確的學習目標，幫助您的小孩以及所有的小孩成功
地應對我們不斷變化的世界。

這裡有一些瞭解新的評估測試以及如何幫助您
的的小孩這學年取得成功的優良資源。
■ 加州教育部

閱讀教育標準、搜檢各種資源來爲實施標準提供幫助。
www.cde.ca.gov/re/cc/
• 還有一個部分是給特殊教育群體的資源及指南。
www.cde.ca.gov/sp/se/cc/

■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的「給家長的學生成功指南」

指南每年級有四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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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
種語言的版本。www.capta.org/commoncore

■ 都市學校委員會家長路線圖

請看說明有些標準如何年年加深的三年簡介，讓您的小
孩在高中畢業後能勝任上大學或工作。
www.cgcs.org/Domain/36

■ Ed100.org

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瞭解加州的教育系統。
www.ed100.org

■ 家庭作業幫助檯

對您的小孩的家庭作業有問題要問嗎？按年級或主題搜
尋、瀏覽教學視頻或提出自己的問題。
www.thehomeworkhelpdesk.org

■ 做一個學習英雄

這個全美家長教師協會贊助的網站提供幫助您的小孩的
提示、事實一覽表及指南，包括幫助您的小孩在需要幫
助的方面提升技能的技能訓練。
www.bealearninghero.org/skill-build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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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考慮上大學（以及要如何負擔費用）
的事情
爲您的小孩規劃未來上大學、制定爲大學存錢的計劃永遠都不會嫌太早、也不會嫌太遲!

加州家長教師協會和加州的 529 大學儲蓄計劃 “ScholarShare”合作提高人們重視爲大學存
錢的意識。以下是您可以爲您的小孩制定大學儲蓄計劃採取的一些步驟：

早日開始、從小處開始
爲大學存錢的任務十分艱
鉅，但是您越早開始，您
的小孩就越可能上大學而
且有錢支付大學費用。各
項研究顯示有大學儲蓄計
劃的小孩上大學的可能性
比其他小孩要高 6 到 7 倍
。關鍵是要走出第一步。
審視您的財務狀況
爲大學存錢的任務可能非
常艱鉅。 這就是為什麼仔
細審視您的財務狀況、找
出有無任何您可以固定投
入大學儲蓄計劃的資金非
常重要的原因。投入的錢
無所謂太少。每一塊錢都
會有幫助。
確定您的目標
對有些家長來說，支付小
孩未來百分之百的大學費
用可能是不切實際的目標
。還好的是，您存下的部
分只是支付大學費用的更
大範圍策略的一部分。確
定一個對您的家庭來說合
理的目標並做相應的規劃
。

瞭解您的 529 儲蓄計劃

529 儲蓄計劃是一個由州政
府贊助、節稅的儲蓄計劃
，旨在幫助家庭爲上大學
存錢。加州政府提供
“ScholarShare”大學儲蓄計
劃。除了諸多好處外，您
只要有 $25 就可以開“
ScholarShare”大學儲蓄計劃
的帳戶。請訪問
scholarshare.com 來瞭解更
多資訊。
更多資源
有很多免費的資源可以幫
助進行職業研究及大學規
劃。學校輔導員是您獲得
關於就業及上大學的最新
資訊的方便之門。花一些
時間和學校輔導員會面可
能意味著獲得就業、評估
您的小孩的職業志趣、職
業/技術學校等等各方面的
莫大幫助。貴校及圖書館
是對您規劃未來有幫助的
其他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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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大會
順便留下來渡假
2016 年的加州家長教師協會年會有全美知名的
勵志演講人、讓人精神振奮的研討會以及引人
入勝的活動，是您切磋交流、幫助學生成功的
必去之地！

只有一個家長教師協會！
家長教師協會 115 年以來參與學校、家庭及
鄰裡社區的生活，是家庭參與的典範組織。
如果貴校還沒有家長教師協會，您可以發起
家長教師協會分會，繼續我們一個世紀以來
爲兒童、家庭及社區爭取權益的傳統。
2016 年 5 月 4 日到 7 日在聖地亞哥

capta.org/convention

capt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