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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 全校改进计划



综合需求评估 - 资料/仪表板的数据分析

使用为您的学校提供  的资料/仪表板，让您的学校改进团队分析提供的数据。以下是一些供讨论的建议：

● 根据对里程碑数据的审查，您是否看到了明确的改进领域？

● 您是否看到同一科目的年级水平数据之间存在差异？

● 您的基准数据是否显示了全年的增长模式？

● 您的基准数据与 EOG/EOC 数据相比如何？
● 查看其他成就数据并与上述数据进行比较。你能确定总体趋势吗？

● 您的个人资料数据是否支持您的第 2 层（复习）教学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

● 您能观察到第 3 层学生数据的可衡量增长吗？

● 您的主日程表是否支持第 1 层、第 2 层和第 3 层指令的专用时间？

趋势和模式

在审查和分析您的需求评估（配置文件/仪表板数据）后，确定 3 或 4 个优先 趋势和模式。这些领域如果得
到改进，可能会对学生的成绩产生积极影响。这些将推动改进计划的目标和行动步骤。

在分析档案/仪表板数据时，识别并总结学校改进团队观察到的主要（优先）趋势和模式。

#1 从 2020/2021 学年到 2021/2022 学年，除 ELA 外，所有年级都提高了达到精通水平的学生比例（数

学从 23.3% 提高到 33.1%，科学从 23.9% 提高到 31.8%，社会研究从 16.2% 上升到 30.1%，ELA 从
32.8% 上升到 30%）。

#2

#3



确定的趋势/模式 #1：

从 2020/2021 学年到 2021/2022 学年，除 ELA 外，所有年级都提高了达到熟练水平的学生百分比（数学从

23.3% 提高到 33.1%，科学精通从 23.9% 到 31.8%，社会研究从 16.2% 到 30.1%，ELA 从 32.8% 到 30%）。

根本原因 #1 与前两年相比，与前两年相比，在 2021/2022 学年，更多学生不间断地亲自上课。

根本原因 #2 我们的数据团队正在不断提高效率并改进最佳实践，同时在内容和年级水平上进行纵向和

横向协作。

根本原因#3 随着对 Kagan 结构和解决方案树数学策略的培训，教师在专业发展方面的出勤率有所提高。

根本原因#4 由于围绕社会经济和家庭教育历史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大多数学生缺乏独立阅读的支持结

构。

SMART 目标 将所有年级和核心科目的乔治亚里程碑评估中获得熟练学习者或以上的学生的加权百分比

提高 3%。
（数学将从 33.1% 升至 36.1%，科学将从 31.8% 升至 34.8%，社会研究将从 30.1% 升至 33.1%，
ELA 将从 30% 升至 33%。）

*添加其他根本原因为需要。

战略目标 #1：

通过每周数据团队和 PL 的协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策略（例如 Kagan 结构）和教师效率。建立能力并与

学生和家长就学术行为进行沟通，以在课堂上取得成功。



行动步骤#1

描述行动步骤#1 在全校范围内实施Tier 2 时间表，学生将在年级基本标准上得到补救，以达到掌握水平。

资金来源 Title I Funds, Charter Funds, General Funds, PL Funds, Instructional Extension Funds

目标小组 任何第 2 层学生（努力掌握年级内容）

实施时间表 2022/2023 学年

监测 数据从年级内容 CFA、

职位/角色负责 课程 AP、学术教练、年级内容教师

行动步骤#2

描述行动步骤#1

资金来源

目标子组

实施过程的时间

表

监控

职位/职责

*根据需要添加额外的行动步骤。



确定的趋势/模式 #2：

在 2021-2022 学年，每年每 100 名学生有 37 名推荐人。

根本原因#1 学生难以将行动与后果联系起来。

根本原因#2 学生在与同龄人和成年人打交道时应对能力不足。

SMART 目标 定期向学生传授预期行为，以便将每年每 100 名学生的推荐人数减少 5 个。

*根据需要添加其他根本原因。

战略目标 #2：

将每年每 100 名学生的推荐人数减少 5 人。

行动步骤 #1

描述行动步骤

#1
PBIS 实施计划将侧重于为接受推荐的学生提供第 2 层支持和干预。

资金来源 章程
PBIS 基金
普通基金
捐赠

筹款
教学扩展

目标小组 II 级学生

教师

II 级委员会



实施时间表 2022-2023 学年

监测过程 -PBIS 奖励计划

-PBIS 气候调查

-PBIS 数据报告

-查看

职位/角色负责 -PBIS 团队

行政
行为干预

-教师

-学生

行动步骤 #2

描述行动步骤

#1
通过每月行为会议和 PL 对教师进行持续的 PBIS 实施培训。

资金来源 章程
PBIS 基金
普通基金
捐赠

筹款
教学扩展

目标小组 教师

PBIS 委员会

管理员

实施时间表 2022-2023 学年

监测过程 -PBIS 气候调查

-PBIS 数据报告



SWIS 数据

位置/角色 负
责

县办公室

PBIS 委员会

行动步骤#3

描述行动 步骤

#1
家长通过实施 PBIS Rewards 应用程序参与，允许家长跟踪孩子的行为。

资金来源 捐款
筹款

人 Builtwell 银行

目标子 学生
家长

实施时间表 2022-2023 学年

监控 PBIS 奖励应用程序

职位/角色 负
责

教师

家长

学生

*根据需要添加额外的行动步骤。



确定的趋势/模式 #3：

自 2019 年以来，学生缺课天数 > 10% 的人数急剧增加，增加了 19%。

根本原因 #1 与 COVID 相关的负面影响导致学生围绕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社会情感和家庭历史经验。

根本原因 #2 学生接触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医生、心理健康专家、护士等）的机会有限。

SMART 目标 到 2022 年底，缺课天数少于 10% 的学生比例将增加到 80% -2023 学年。

*根据需要添加其他根本原因。

战略目标 3：

到 2022-2023 学年末，缺课天数少于 10% 的学生比例将增加到 80%。

行动步骤#1

描述行动步骤#1 出勤激励计划的实施。

资金来源 PBIS、普通基金、捐赠、筹款、教学扩展

目标小组 学校范围

内的实施时间表 每周

监测 考勤委员会会议、数据报告 (IC) 和 CART

职位/角色 教师、考勤委员会、考勤文员, PBIS 委员会、管理员、顾问、独联体、乔治亚希望和社会工作者



行动步骤#2

描述行动步骤#1 将学生和家长与社会工作者、护士、CIS 和 Title 1 家长协调员联系起来

资金来源 Title 1 基金、普通基金、县基金

目标亚组 经济弱势学生。

实施时间表 每日/每周

监控 IC 报告、顾问报告、护理报告、DFCS 报告、CIS 报告、Title 1 报告

职位/角色负责 教师、社会工作者、护士、Title 1 家长协调员、辅导员、CIS 和 Georgia Hope .

*根据需要添加其他操作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