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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 

NEBINGER ELEMENTARY SCHOOL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  

2016-2017 

第一部分 基本目标  

每所学校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必须确立该校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工作目标。[中小学法案 

(ESEA)， 1118(a)(2)部分  

Nebinger 小学_ 同意实施下列法定措施：   

 教育局将按照中小学法案 (ESEA) 第 1118 节第一条款 A 部分（以下简称“第

一条款”）的要求，在所有局属学校中为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制定和实施行动计

划、活动和程序。   在这些行动计划、活动和程序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教

育局将与参加这些活动的学生家长进行有实质性的磋商。   

 教育局将按照中小学法案 (ESEA) 第 1118 节的精神，与局属学校通力合作，

以保证法案中规定的局属学校一级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达到

ESEA 第 1118 (b) 节所提出的标准，并保证每一所局属学校都与家长签署一项

ESEA 第 1118 (d) 节中规定的“学校——家长协议书”。  

 教育局依据 ESEA 第 1112 (d) 节规定制定教育局规划时将体现该全局范围适

用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   

 为了满足“第一条款”中有关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要求，教育局和局属学校将在

尽可能的条件下，为英语不流利的、有残疾的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家长提供所

有便利，其中包括按照 ESEA 第 1111 节的要求，用通俗易懂和的语言和统一

的格式，或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格式，向家长提供各类有关信息及报告。在提

供各类有关信息时，还可按照家长的请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使用家长／抚养

人的母语提供有关信息服务。 

 如果参与学生的家长对于费城教育局依据 ESEA 1112 节要求所制定的与“第一

条款”A 部分相关的计划不满，教育局在向宾州教育部递交该计划时应当将所

有家长意见一并递交。  

 教育局将与在接受“第一条款” A 部分专款的学校（以下简称“第一条款”学校）

就读的学生家长一起决定怎样使用联邦政府为“第一条款”学校调拨的款项，特

别是其中百分之一指定用于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专用款，保证这笔专用款中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款项能够直接送到有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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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将按照以下法定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精神实施本政策，并希望“第

一条款” 学校在实施本政策的行动计划、活动和程序的过程中也按照同样的精

神执行：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指的是家长通过定期、双向联系以及讲求实效的方
式，参与学生的学业成长以及其它与学校有关的活动，其中包括保证―― 

(A)  家长在帮助子女学习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B)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子女在学校的各项教育事宜； 

(C) 在适当的情况下，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将家长作为与学校平
等的合作伙伴， 共同参与决策，同时请他们担任顾问委员会成
员,  以帮助他们子女的学业成长。 

(D)  开展其它活动，例如中小学法案 (ESEA) 第 1118 节中所列
的活动。 

 教育局将告知家长及家长组织，州政府设有家长信息及资源中心及其目的。 

 

第二部分  教育局在全局范围内实施法定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政策细则   

 

[注意：全校家长参与教育政策必须包括对学校如何实施及完成以下各个方面的工作的介

绍。 [ESEA 法案， 1118(a)(2)节] 无论学校决定采用何种形式，其政策必须包括以下各个方

面的内容，方能满足法定要求。]   

 

1. __Nebinger 小学将按照 ESEA 法案第 1112 节的要求，与家长一起制定在全校范围内

实施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规划”，具体步骤如下：   

 

返校之夜活动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１日举办。我们和家长一道审核讨论了这些政策并

制定了下一学年规划。另外每月举办社区合作伙伴会议。 

 

2. __Nebinger 小学 ________将按照 ESEA 法案第 1116 节的规定，和家长一起对学校进

行评估以并参与学校改进工作：   

 

学校目前设有校务顾问委员会，帮助家长参与学校改进及／和行动规划制定过程。这

些会议每月举办一次。 

 

3.  费城教育局将为“第一条款” A 部分学校提供以下必要的统筹安排、技术协助和其它协

助手段， 帮助它们规划并有效实施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活动，从而达到改善学生的学习

成绩和学校的总体表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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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资金使用监督员、支持学校改进联络员、学校——社区协调员、费城家校联合

会、第一条款家长顾问委员会、费城知晓权教育行动小组、家长力量以及其它家长

团体合作，为学校举办有关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讲座。 

 在业务进修中，由家长／抚养人为新老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提供怎样有效地促进家

长参与子女的教育。 

 培训负责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新老工作人员（例如：支持学校改进联络员、学校—

—社区协调员和双语顾问助理），协助学校实施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活动。 

 责成“平等教育办公室”、“特别教育支持及学生支持服务办公室”、“家长及家庭及

社区联络办公室”以及各教育分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实施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活

动提供技术协助。 

  “资金使用监督／第一条款办公室” 将为各学校以及“第一条款家长顾问委员会”

（PAC）、“家校联合会”、费城知晓权教育行动小组、家长力量及其它家长团体提

供技术协助。   

 由教育及领导才干支持办公室协调业务进修的安排。    

 为家长举办以帮助学生学业进步以及家长参与为题的讲座。 

 

4.  Nebinger 小学将采用以下措施把 A 部分中有关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策略与下列教育

局现行活动中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策略协调和整合起来：“光明未来” 学前班 

Nebinger 有两个“光明未来”学前班。参加这些项目的家长将在学校举办的所有活动

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将参与秋季新生培训及其他全校性的活动和资金募集活动。

每月举办家长支持小组活动及讲座。  

 

5. _Nebinger 小学将在家长的参与下采取下列措施，对旨在提高与“第一条款”A 部分有关

项目质量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政策内容本身以及这些政策所起的效果作一个年度评

估。这个评估包括寻找影响和阻碍更多家长参加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活动的原因（特别

是影响那些来自贫困家庭、残废、英语不流利、识字不多、或来自任何少数种族和民

族的家长参与的原因）。学校将针对这一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设计、制定更加有效的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措施，如有必要，学校将和家长一起修改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政

策。 

 

２０１６年春季已经向所有家长发放问卷调查。在参考调查结果基础上，学校制定了

解决障碍，改进家长参与教育的规划。９月份第一次会议上家长提供了反馈意

见，以便评估去年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的有效性。为了解决他们的顾虑，学

校每月召开家长、教师、学生及社区成员会议，让每一人都能就学校运作发表意

见。每月第二个星期五举办会议。 

 

6.  Nebinger 小学 将为学校和家长创造条件，以增强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能力，从而保

证家长能够有效地参与并扶持“所在学校－家长－社区”三方为改善学生的学业成长而

建立的伙伴关系。以下所列的是一些具体活动项目：   

 

A.Nebinger 小学 将在教育局的帮助下为家长提供适当帮助，使他们通过举办以下

段落中所列举的各项活动，理解以下议题的内容:  

 

 宾州学业内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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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州学生学业成就标准、 

 宾州及费城市学业测试（包括另类测试）、 

 有关“第一条款”——A 部分、 

 如何监测学生学业进展，以及 

 如何与教育者合作。 

 

９月２１号，Brown 校长解释并审核了第一条款Ａ部分的要求。１０月１４

号，校长将根据学科内容提供相应的作业辅导讲座。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五，学

校将举办学业成就标准、评估测试、能帮助家长监控子女学业紧张的家长网举

办讲座。阅读及数学家长讲座将于每个成绩报告阶段成绩报告单家长会期间举

办。另外，我们将利用返校之夜会议及特殊音乐活动来向家长及社区成员散布

信息。   每周二让学生带回家育儿建议及其他有关学校的信息。每个成绩报告

单阶段发送中期报告。  

 

B.Nebinger 小学 将在教育局的协助下，向家长提供书面材料和培训，例如扫盲培

训等，使他们能和子女合作，改善他们的学业成绩，在适当的条件下，使用新

科技促进家长参与子女教育，具体方式：   

      

Nebinger 员工将在每次成绩报告单会上分享资源。１２月将举办３至８年级学

生科学竞争展览会，１月份针对学前班至２年级学生举办。幼儿园过渡见面活

动之夜活动将与见面相识活动相关。另外，交流文件夹的育儿建议将引导家长

获得列在宾州教育部网站上的学业成就资源。家长还可以通过学校网络密码查

看学生的个人信息及其他网络资源。 

 

C.   Nebinger 小学 将在教育局的协助下，对局属教师、学生服务人员、校长和其

他员工进行辅导，让他们知道怎样象对待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那样与家长联

系、交流和合作；让他们懂得重视家长的价值和作用，知道怎样实施和安排与

家长有关的活动，从而建立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纽带，具体方式：   

 

每月的第一个周在年级小组会议期间，教师将讨论“客户服务”策略。另外，在

半天的业务培训活动中，我们将培训教学及非教学员工，帮助他们学习在与家

长／监护人合作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多种策略。 

 

D. __Nebinger 小学 小学将在教育局的协助下，在条件许可、理由充足的前提下，

将家长参与子女教育计划的活动与“率先起步”(Head Start)、“先认字”(Read First)

、“同时起步”(Even Start)、“学龄前幼儿家庭教育”(Home Instruction Programs for 

Preschool Youngsters)、“家长作为教师”项目(Parents as Teachers)及其它项目，

如建立“家长资源中心”，鼓励和支持家长更全面地参与他们子女的教育。协调

和整合起来。具体方式： 

 

在学校入口大厅摆放家长材料，并在每月家长会议、音乐表演及成绩报告单家

长会期间提供这些材料。家长有机会每月参加家长讲座，发现可以用来帮助子

女的各种技巧。家长有机会在学校提供志愿服务并担任班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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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只要可行，__Nebinger 小学 确保发送到参与活动家长手中的与学校家长活动、

会议及其它活动有关的信息手用家长能看懂的语言写成。   

 

为了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家长了解学生学业成就信息，每学年九月我们为所

有家长举办讲座。我们还在九月份让学生带回家前一年的 PSSA 考试成绩单。

我们将在第一次的家长——教师成绩报告单会议上再次审核该成绩报告单。我

们还利用交流文件夹让学生带回家用其母语编写的所有学校材料。每个成绩报

告阶段期间举办一次校务顾问及关心教育人士会议。每个成绩报告阶段中间让

学生带回家中期报告，该报告也将详细介绍学生的个人进展情况及其学业成就

信息。我们还利用信息墙、IEP 会议、RtII 会议、家长链接及家长研讨会形式

帮助家长理解学生学业信息及其重要性。 

 

 

第三部分 酌情实施的全校范围内家长参与政策的实施细则  

  

本校“家长参与教育政策”可能包括其它段落，其中罗列并介绍学校与家长协商之后 决定

酌情实施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及学校体系运作以支持其子女

学业成就的能力。如以下所列 ESEA 法案第 1118(e) 节所提到的各种学校可以酌情实施

的活动： 

 

 请家长参与制定培训教师、校长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计划，以改善业务培训

的效果； 

 如果教育局已经无法从其它合理资金来源中拨款以便为家长提供必要的扫盲

培练，可以从“第一条款”A 部分提到的基金中拨款； 

 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支付与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必

要的费用，包括交通和托儿费用，以便家长参加与学校有关的会议和培训

班； 

 培训家长，以促进更多家长的参与； 

 把在学校开的家长会安排在不同的时段进行。家长如果无法参加在学校举办

的家长会，教师或与该学生直接有关的教育工作者将到该学生家进行家访，

与家长面谈，以便在最大程度上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  

 查询、采纳和实施改进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模式；   

 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局一级的家长顾问委员会，为

贯彻所有“第一条款” A 部分中有关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措施出谋献策； 

 让以社区组织和商业机构（包括以宗教团体）在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活动中

扮演恰当的角色；以及 

 按照第 1118 节的内容，在接到家长请求之后，为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提供其

它合理的支持。 

 

*          *         *          *          * 

  第四部分 采纳通过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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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inger 小学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是由学校与学生家长共同拟定的，证明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必须由参加家长参与教育政策家长建议会并且其姓名列在签

到表上的一名家长在以上空格处签名） 

 

学校将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或之前将本政策发放到每一位家长的手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长签名/ Signature of Princip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