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景中学

Title I
成长数学/识字

（数字和家庭分发）之夜

会议纪要

纽厄尔女士 LMS 家长协调员寄回家包裹
家长信（返回签名）或电子签名

带有秋季和冬季基准分数的学生表格

调查

信息讲义

2022 年 2 月 11 日，校内学生将包裹带回家。包括演示文稿在内的信息翻译已发送至所有 ELL 父母

的 QR 码以及 GROWTH-BENCHMARKS Smore 时事通讯的文本链接都可用，其中包括视频、印刷品和有
关成长的信息、i-Ready Math、Reading Plus、里程碑信息和每个年级的春季 COMPACT 会议-等级。
发布于 3 月时事通讯-LMS FB 页面、LMS 网站、标题 I 网站和文本提醒 2/11/22
父母返回紫色基准表格或以电子方式签署扫描代码，声明他们查看了信息、可打印文件、视频并查看了

Spring COMPACT会议。
此信息旨在倡导家长宣传 i-Ready 数学和阅读加计划的重要性。教育家长有关基准、学生成长和测试的知
识。

成长

跨时间衡量学生的成绩 相同 学生

什么是乔治亚成长学校模式？

乔治亚州成长模型 (GSGM) 是一项旨在为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供有关学生进步的重要信息的计划。

为什么要关注学生成长？

成长模型将允许教育工作者超越基于地位的问题，提出与成长相关的关键问题。

状态

•有多少学生达到州标准？

• 与去年相比，今年符合国家标准的学生是否更多？

成长

• 这个学生的成长比学业相似的学生多还是少？

• 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进步是否与在阅读方面的进步一样多？

•学生是否正在达到或超过熟练程度？

什么是学生成长百分比？

学生成长百分位数 (SGP) 描述了学生相对于全州其他具有类似先前成就的学生的成长 -



仅基于成就的

计算 SGP 不仅显示 个别学生 的进步情况，而且还可以汇总显示 学生群体、 学校、 地区和州 ？ 都在进
步

什么是佐治亚州学生成长模式 乔治亚州学生成长模型 (GSGM) 是一项激动人心的计划，旨在为学生、家
长、教育工作者和公众提供有关学生进步的重要信息。学业成绩只说明了一部分。学生成长的加入，讲述了
一个更完整的关于学生学习成绩的故事。 GSGM 提供有关所有学生进步情况的重要信息——无论他们目前是
否达到或超过学业预期。
什么是 SGP？学生成长百分位数 (SGP) 描述了学生相对于全州学业相似的学生所表现出的成长量。增长百
分位数范围从 1 到 99，较低的百分位数表示较低的学术增长，较高的百分位数表示较高的学术增长。通过
SGP，所有学生——无论他们之前的成绩水平如何——都有机会展示所有水平的成长。
我需要知道什么？ • 将学生与乔治亚州其他具有相同成就历史的学生进行比较。 • 增长百分位数从1 到99，
较低的百分位数表示较低的学业增长，较高的百分位数表示较高的学业增长。 • 所有学生，无论他们以前的
成绩水平如何，都有机会展示所有水平的成长。 • SGP 被用作大学和职业准备绩效指数 (CCRPI) 以及教师
和领导者关键有效性系统（TKES 和 LKES）中的多个指标之一。

里程碑 测试基准数据
里程碑测试是 4 月
6 日和 7 年级 - 数学、ELA、写作
8 年级 - 数学、ELA、科学、社会研究
中收到分数

里程碑
佐治亚里程碑的目的是什么？ 乔治亚里程碑旨在提供有关学生在英语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和社会研究等
核心内容领域掌握国家采用的内容标准的情况的信息。重要的是，Georgia Milestones 旨在为学生提供有
关他们自己的成就和他们为下一阶段学习做好准备的关键信息——无论是下一个年级、下一个课程还是下一个
努力（大学或职业）。
学生将在乔治亚里程碑评估中看到哪些类型的问题？ Georgia Milestones 包括以下描述的项目类型： •
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所有年级和课程）中的开放式（构建响应）项目； • 英语语言艺术评估中每个年级和
课程的写作部分（针对学生阅读的文章）； • 所有内容领域和课程中的国家规范参考项目，以补充佐治亚州
标准参考信息并提供国家比较； • 所有内容领域和课程中的多项选择题。乔治亚里程碑计划的管理模式是在
线的。少数因残疾而无法与计算机或设备互动的学生可以使用纸质/铅笔测试材料，例如盲文表格。
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我的学生？ 准备充分、冷静和休息好的学生在考试中表现更好。以下是帮助您的学生
以轻松、积极的方式接近乔治亚里程碑的众多方法中的一些： • 鼓励您的学生运用良好的学习和考试技巧。
这些技能包括仔细遵循指示、避免粗心的错误和审查工作。 • 解释测试的目的。评估让学生有机会展示他们
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他们还为教师提供帮助他们计划教学的信息。 • 指出某些项目可能比其他项目更难。 •
确保您的学生有充足的睡眠并享用健康的早餐和午餐。参加考试对许多学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并且可
能需要大量的精力。 • 确保您的学生准时到校。匆忙和担心迟到可能会影响测试的表现。 • 记得在每天结束
时向您的学生询问有关测试的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基准测试？

乔治亚州学生评估计划的目的是衡量学生在国家采用的内容标准方面的成就，并为改进教学和学习的努力提

供信息。评估计划的结果用于识别未能掌握内容的学生，向教师提供有关教学实践的反馈，并协助学区确定

优势和劣势，以便确定规划教育计划的优先事项。

进度基准测试： InSight 的第一次管理提供了基准绩效
衡量标准和预计的增长路径。期中和期末管理可

用于衡量和记录阅读理解和词汇水平、

基于理解的默读率和阅读动机的变化。



Reading Plus 侧重于阅读能力的四个关键组成部分： 词汇知识、
理解能力、阅读效率（基于理解的默读率）和
阅读动机。一旦建立了早期的基础技能，

培养阅读能力的最佳方法是以综合方式解决这四个组成部分，

以便它们协同发展。

Reading Plus Platform Reading Plus 家庭学习指南
Reading Plus 是一个个性化的在线计划，可帮助学生培养成为自信、有能力的读者和终身学习者所需的技
能。通过使用 Reading Plus，您的孩子将能够以流利的速度阅读并具有良好的理解力。

里程碑 阅读框架
阅读标准是英语语言艺术 (ELA) 课程的一部分。乔治亚州卓越标准规定学生在每个年级阅读和理解复杂的文
本。出于这个原因，3-8 年级的学生和参加高中九年级文学与作文或美国文学与作文课程的学生除了获得佐
治亚州里程碑评估的量表分数外，还会获得 Lexile 衡量标准。 Lexile® 阅读框架是一种教育工具，它使用
一种称为 Lexile® 衡量标准的通用衡量标准将学生与阅读材料进行匹配。 Lexile 框架包含一个衡量个人阅
读能力和他或她遇到的材料的文本复杂性的量表。 Lexile 量表就像一个温度计，除了测量温度之外，
Lexile 框架测量文本的复杂性和读者的技能。结合使用时，Lexile 阅读器测量和 Lexile 文本测量可帮助父
母选择符合孩子阅读能力的书籍、文章和其他材料。

关于 Lexile 措施 阅读与您孩子的阅读水平相匹配的书籍可以促进他或她的阅读能力的成长！ » Lexile 衡
量标准既代表孩子的阅读能力，也代表文本的复杂性，例如书籍或杂志文章。 » Lexile 测评为您提供有关
您孩子阅读能力的宝贵信息，并有助于优化阅读成长。 » 使用“找书”，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选择他或她的
Lexile 范围内的书籍和其他材料（大约高于他或她的 Lexile 测量值 50L 到低于 100L）。 » 当您的孩子阅
读他或她的 Lexile 范围内的文本时，他或她可能会理解足够多的文本以理解它，同时仍然受到足够的
挑战以保持兴趣和学习。 » Lexile 测量基于词汇和句子长度估计文本的复杂性。 Lexile 测评不评估图书的
其他特征，例如年龄适宜性、图书质量、图书主题或其他此类特征。 » 特定 Lexile 衡量标准与特定年级水
平之间没有直接对应关系。但是，大学和职业准备指南建议学生的阅读量应在插图中显示的 Lexile 范围之
内或之外。无论您的孩子在哪个年级，Lexile 都会跟踪跨内容领域的阅读增长情况

。Ready Georgia 数学

Ready Georgia 数学 帮助教师创造一个丰富的课堂环境，让各个级别的学生成为积极的、现实世界的问

题解决者。通过教师主导的教学，学生发展数学推理、参与讨论并建立强大的数学习惯。该计划的教学框架

支持教育工作者加强他们的教学实践并促进鼓励所有学习者的有意义的话语。 准备好乔治亚数学：

● 鼓励学生通过嵌入式数学实践标准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 建立在学生先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在年级内和年级之间建立联系并直接解决年级主要重点的课程

● 纳入课堂数学促进对话并增加所有学生的数学可及性的例行程序 让
● 学生为乔治亚里程碑的挑战做好准备，任务和活动在概念理解、程序技能、流利程度和应用程序之间

取得平衡

提供这些文件的链接
标题 I 讲义位于 LMS 网站的 Title I 选项卡中
您还可以查看新的 TITLE I 网站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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