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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教育局 

BAYARD TAYLOR 小学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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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ar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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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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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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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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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

人提供所有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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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款的学校（以下简称“第一条款”学校）就读的

学生家长／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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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按照家长和学

校行政部门达成的共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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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直接用于与家长有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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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enter  Parent Involvement Policy (Bayard Taylor) 
10/2012  Chinese 
  p. 2/7  

“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指的是家长／抚养人通过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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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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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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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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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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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ard Taylor 小学将按照 ESEA 法案第 1112 节的要求，与家长／抚养人一起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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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0 月 9 日，在家长及教职工的支持下，我们将在首次的每月家长定期

会议上审核并实施各项决定。我校将邀请家长加入“第一条款”校园风气与文化

委员会。该委员会每次开会时将花一部分时间审核全校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

策。该团队将评估该政策的实施进展并采取措施实现该政策制定的目标。他们

负责审核“第一条款”预算，并得到“第一条款”拨款所资助的业务培训机会的最

新信息。家长将针对未来业务培训计划提出建议，学校将邀请家长参加这些培

训。该次会议还将讨论如何鼓励家长更多参与教育方面的新点子及新举措。 
 
２． Bayard Taylor 小学将按照 ESEA 法案第 1116 节的规定，和家长／抚养人一起对学

校进行评估以并参与学校改进工作， 具体步骤如下： 
 

每月召集我校校园风气及文化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由数位我校学生家长组

成，欢迎所有兴趣参加的家长加入。我校将向这些家长发放问卷调查，确保他

们的建议得到重视并被明确记录在“家长参与子女教育规划”中。在规划如何改

进学校工作时，我们将邀请家长协助我们制定“学校行动方案”。我们将继续在

成绩报告单发放会议以及校园风气及文化委员会每月定期会议上征求家长意

见。我们将与家长一道在每月定期会议上审核该方案。我们将邀请家长参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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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款”预算会议 ，就他们子女的需求以及未来将开设的业务培训的内容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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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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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教育局联络员、“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地区联

络员、地区及学校家长联络员(PH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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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社区联络及宗教团体合作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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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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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校顾问委员会成员提供培训和其它信息。每一个学校顾问委员会将制定出

计划，说明其如何与参与“第一条款”所资助“家长是我们的平等合作伙伴”项目的

家长合作，在校内为家长安排实施学校改进培训。   
 地区内参与“家长是我们的平等合作伙伴”项目的家长将担任校长顾问及学校顾

问委员会成员，他们将讨论如何在制定学校的行动方案及预算时解决学生及家

长的需求。 
 按照教育改革委员会及费城教育局的要求，帮助家长及其他家庭成员有机会与教师

及校长接触。 
 我们一直鼓励 Bayard Taylor 小学家长就子女教育做出决定。会议主席将确保所有

需求及顾虑都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处理。 
  

４． Bayar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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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实施“为我

阅读”（Read to Me），确保所有学生阅读高质量文学作品，并与家人分享所阅读

作品，以在家庭中促进学习。我校将邀请特立尼达“率先起步”(Head Start)工作人员

参加“幼儿园开放日”活动。每天晚上，所有学生都将参加“百书阅读挑战”活动，每

晚学生与家庭成员一道至少阅读 30 分钟。“北区家庭 STS 项目”（The Northern 
Homes STS Program）将帮助我校学生解决行为/心理健康问题并防止已经被确认有

行为/心理健康问题风险的学生出现行为问题。PRIDE(Positive Results in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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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防止滥用毒品教育)项目将定期就有滥用毒品风险的学生的状况与家长及

教师进行交流。“健康饮食”（Albert Einstein 医疗中心的一项营养饮食项目）将与所

有幼儿园至五年级学生见面并定期与教师与家长就选择健康食品以防止儿童肥胖及

其它健康问题进行交流。Bayard Taylor 小学参加了教育局“保证学生健康新举措”项
目。我校体育教师是我校的“健康冠军”，已经招募成立“健康委员会”以介绍能够促

进选用健康饮料及食品以及采用各种非食品鼓励刺激方式的新举措。 
 
５． Bayard Taylor 小学将在家长／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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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参加家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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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一起修改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政策。 
 
校长、主任及办公室工作人员将有效监管家长参与教育政策，确保实施所有指导原

则及新举措。主任将担任校园风气及文化委员会主席，让学生家长提出建议及行动

措施。每月，该团队将评估学校安全计划，审核预算问题并实施旨在提高学生情感

及社交能力的项目及活动。 
 

６． Bayard Taylor 小学将为局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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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并扶持“所在学校－家长／抚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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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ar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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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育局协助下，Taylor 
Elementary 小学将帮助家长了解必要知识，充分实施以下所列各项议题。我们

将提供机会帮助家长参加教育局及学校举办的业务培训项目。我们鼓励家长参

加与以下特定议题相关的年级主席会议，该会议期间，教师将接受培训，重温

课程建设议题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返校之夜”、成绩报告单发放见面会以及校

园风气/文化委员会会议上为家长提供各种有关课程大纲方面的信息。我们将邀

请演讲人，搭建信息亭，并通过“星期二通信”与家长保持联络。在“返校之夜”
活动中，我们将告知家长“第一条款”各项原则以及家长的权利。我们将审核由

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一道在 2012 年春季制定的“第一条款”预算。另外，我们将

确保所有会议都能满足并应对家长的各种需求。我们将在每周不同时间举办会

议，并提前告知家长开会时间。11 月初，我们将确定并公布各种定期会议（如

校园风气及文化委员会会议）的信息。2012 年 11 月 9 日之前我们将向家长公

布整个学年将举办的各种会议日期。 
  成绩单发放见面会期间将向家长发放宾州学业内容标准。SBTL 及特殊

教育联络人(Special Education Liaison/SEL)将在举办成绩单发放见面会

的半天内搭建信息亭，向家长发放简单易懂的列有宾州学业标准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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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学生家庭成员参考。支持学校改进联络员、学校——社区协调员和

双语顾问助理将在场帮助处理家长需求和顾虑。 
 “返校之夜”活动中以及 9 月初发放给所有家长的欢迎学生返校家长信函

中我们将向家长解释宾州学业标准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条

款。 
 学校工作人员将与家长一道在成绩单发放见面会上审核学生参加宾州及

费城市学业测试（包括另类测试）的结果。他们将利用包括各种干预措

施数据、英语水准测试（Access）、DRA 及 宾州学业统考（PSSA）结

果在内的学生信息档案夹解释有关学生学业表现的数据。家长将被要求

在其子女的档案夹上签字。2012 年 9 月 30 号之前家长还将收到其子女

个人的 PSSA 成绩报告单。教师在教室与家长见面时将总体介绍并解释

该报告单内容。为认真实施统一核心学业标准，家长通过“星期二通信”
收到与子女所在年级相应的学业内容宣传单。 

 有关“第一条款”——A 部分：如何监测学生学业进展：每月，教师将向

家长报告学生学业进展。家长将审核并就学生学业进展发表评论；有必

要时我们将邀请家长参加 RtII 。我们将请家长积极参与行为改进规划及

行为能力评估会。 
 如何与教育者合作，使家校成为实施学生教育项目的合作伙伴：家长将

接受问卷调查，确定他们对那些家长讲座感兴趣，有需求：家长一直需

要技术以及读书识字能力方面的培训。我们将继续申请，使学校成为家

长大学办学点。 
 

B. Bayard Taylor 小学将在教育局的协助下，向家长／抚养人提供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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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ard Taylor 小学将在教育局的帮助下 SBTL、 SEL 及技术教师领导

（Technology Teacher Leader/TTL）将举办家长扫盲讲座，为家长提

供扫盲课程材料并于学校在成绩报告单发放见面会举办的半天里为家

长提供扫盲课程培训。他们还可以 培训家长如何监控子女参加“百书

阅读挑战”活动及“为我阅读”活动的进展情况。他们将家长开设“每日

数学”讲座，教授家长各种策略，以便他们在家能实施与统一核心课

程标准一致的活动。教育领导团队将设计并实施与学生年级活动以及

统一核心课程标准配套的各种讲座。我们将为家长提供基本技术培

训，帮助其子女利用 First in Math、 ST Math、与 Imagine It (语文课

程)相关的技术以及 Everyday Math 等网络学习资源。  
 
C. 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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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联系、交流和合作；让他们懂得重视家长／抚养人的价

值和作用，知道怎样通过各种组织机构，如，Brightside、PRIDE 项

目, Temple 大学、宾州特许学校（Penn Charter School）及 Hamels 基
金会，实施和安排与家长有关的活动，从而建立家长／抚养人和学校

之间的纽带。我们将邀请家长参加假日前后举办的各种庆祝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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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我们还鼓励家长加入各种委员会。Taylor 小学通过支持

TCDME (Taylor 社区舞蹈音乐团)的活动认可并庆祝学生成就，让学

生们有机会展示他们在音乐、舞蹈方面的爱好与技能。 
 
D. Bayard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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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项目协调和整合起来。同时开展

其它活动，例如：建立“家长资料中心”，并通过帮助家长与这些项目

的组织者定期见面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家长／抚养人更全面地参与他们

子女的教育。每个组织都举办家长讲座，介绍其开设的项目的目标。

我们将经常让学生带回家宣传单张，介绍这些机构的会议日期以及他

们开设的项目。同时我们还会向家长宣传教育局开设的家长大学以及

家长资料中心。 
 

 
E. 教育局将采取以下步骤，以保证使用通俗易懂和统一的格式，向有关

家长／抚养人传达有关学校和家长的活动项目、会议和其它活动的信

息。其中包括在家长请求之后，使用家长能理解的格式，并且在条件

许可时，使用家长／抚养人的母语。我们将利用星期二文件夹将所有

针对家长的信息发送到学生家中。由于我校有很多拉美裔/西裔学生

注册入学，所有文件都将被翻译成西班牙语，以满足我校学生家长的

需求。所有信息都将用对家长来说简单易懂的语言写成。我们将提前

多日将家庭会议通知发出，并提前一两天发给家长提醒通知。需要时

我们将通过美国邮政系统以及/或者学校员工亲自递送的方式将信息

发送到家中。 
 

文件 发送回家的日期 
家长参与教育政策 2012 年 10 月 16 日 
家校合约 2012 年 10 月 16 日 
教育局家庭联络政策 由教育局总部办公室确定 
家长知晓权资格 2012 年 9 月 28 日 
“第一条款”家长会议 2012 年 9 月 25 日； 2012 年 10 月 2 日 
每周“周二”文件夹 持续发送，2012-2013 学年，每周二 
校园风气及文化委员会会议时间安排 2012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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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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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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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家长／抚养人参与制定培训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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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提供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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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以促进更多家长／抚养人的参与； 
 把在学校开的家长会安排在不同的时段进行。家长／抚养人如果无法参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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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人面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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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第 1118 节的内容，在接到家长／抚养人请求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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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这项“Bayard Taylor 小学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政策”是由学校与学生家长在 2012 年 10 月 9 日

举办的家长会议上经过磋商后共同拟定的。 
 
Bayard Taylor 小学将在 2012 年 10 月 16 日之前将本政策发放到所有家长的手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长签名/ Signature of Princip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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