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参与=学生成就

1

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

Lakeview Middle School 2022-2023 学年
校长 Vince Phillips 416 Cross Street Rossville, GA 30741
706.866-1040 http://lms.catoosa.k12.ga.us
修订 2022
年 4 月 13 日

什么是 Title I？
为了支持加强学生的学业成绩，湖景中学 收到标题 I，A 部分的资

金，因此必须与参与儿童的父母和家庭成员共同制定、 同意并向其分

发书面的父母和家庭参与政策，其中包含《教育法》第 1116(b) 和 (c)

节要求的信息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 (ESSA)。该政策确立了学校对家长和家庭参与的期望，并描述了学校将如

何实施一系列具体的家长和家庭参与活动

Title I GAODE 愿景声明：家庭-学校合作计划相信家长、学校、家庭和社区共同努力可以建立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

，最终在学生成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这个学生学习。的贡献和参与，和家庭以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提高学生成绩的共同目标。该计划描
述了 LMS 支持家长和家庭参与的不同方式，以及家长如何帮助计划和参与活动和活动，以促进学生在家和学
校的学习。

如果此政策和/或学校计划不令人满意，请致电 706-965-2297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ghaynes@catoosa.k12.ga.us 联系 Gina Haynes单击

此处获取新 LMS 标题 I GOOGLE 网站家长信息

单击此处获取 LMS 网站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lms.catoosa.k12.ga.us
mailto:ghaynes@catoosa.k12.ga.us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home
https://lms.catoosa.k12.ga.us/home


家长参与=学生成就

2

家长家庭参与计划和活动

Lakeview Middle School 将举办活动，以建立强大的家长和家
庭参与的能力，以支持学校、家长、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
系，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所有会议都将在灵活的时间 ，以
便为所有家长和家庭提供参与的机会。灵活的时间包括 早上、

上课日、晚上 和数字。 Lakeview Middle School 还将允许 家

长 查看 会议 在线 通过 Google 幻灯片演示文稿或 LMS 网站

和 New Title I Google 网站上发布的 Catoosa Transit 为 低

成本 交通 需要帮助参加 LMS Title I 活动的家庭
湖景中学 Title I 项目的学生家长被邀请参加一年一度 Title

I 会议 ，向家长解释 Title I 计划及其参与子女教育的权利。

年会的公告在学校字幕、纸质 学校 通讯、 数字 Smore 通

讯、 家长学校范围内的文本警报、学校社交媒体页面、学校网站和 Title I Google 网站上进行。年会 开放 在

开学为了让家长充分了解情况，在年度 Title I 会议上分发了以下讲义：

议程

测试

亚州课程

组成部分以及 Title I 全校计划的
州 学校家长和家庭参与 政策
组件。

单击此处查看 Title I 政策
区和学校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

要求家长共同发展 父母和家庭参与政策，特定年级的契约，以及 标题 I 全

校计划。 学校校长直接参与制定和修改与联邦计划相关的所有政策和程序
，以符合联邦指导方针。全年的每次会议、Title I 活动和学校网站都会征求

意见。 LMS 邀请所有家长和家庭参加我们的春季家长咨询 委员会，讨论、
审查和修改这项政策，以及即将到来的学年的全校计划。一个例外是在学年开

始时制定的契约。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特定年级契约和 Title I 全校计划
可在学校网站和家庭资源中心获得， 摘要存放在家长资源中心， 并始终在每次家长和家庭会议上分发。必要

时可以邮寄 文件，文件可在LMS 网站和 New Title I Google 网站上找到。

● 特定年级的契约 之间沟通的重要性 学生、 教师和家长家长、学生和教师签署契约，表明每个人在教

育过程中的作用。
● 通常，父母会 在一开始就对他们的角色 学年的输入家长调查被放置在“年初学生数据包”和谷歌表格上

，张贴在 LMs 网站和 Title I Google 网站上。  教师被告知他们在文件中的角色，随后 他们将如何在

年初 的 在职周。然后，教师与学生合作，指导他们写下实现最佳状态的承诺。
● 制作特定年级的契约，家长将审查、调整和批准它们。官方契约在秋季会议上 由 LMS 家长咨询委员

会批准。然后分发契约以供签名，并在 10 月 31 日之前归还。契约应在家中和学校的家长或学生会议

上使用。契约包括以下项目：

参加家长会和家长学术之夜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
http://www.lms.catoosa.k12.ga.us/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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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校活动
帮助完成家庭作业
家长 和家庭会议在整个学年和一天中的不同时间 举行，以最大限度地提
高家长和家庭的参与度。通知将通过各种 途径 包括学校通讯、家长短信提

醒、 学校网站、字幕、学校社交媒体页面等。将努力消除家长和家庭参与的障
碍，例如交通和翻译/口译需求。  会议/学术之夜的会议记录 可以在学校网

站、Title I Google 网站、 家长 资源室、每月通讯以及 适用 学校社交媒体页

面可以发布链接。 LMS 提供材料、交流 和培训活动 ，使父母和家庭能够与
孩子一起提高成绩 ，并以可读的格式呈现。 LMS与幼儿计划、 初中和高中、

大学和职业准备资源或组织、家长资源中心或其他计划（如适用）合作，帮
助家长和他们的孩子为成功的学校过渡做好准备。 过渡会议所有即

将到来的 6 年级学生的支线学校 5 年级学生来参观 在 5 月份的 （欢迎参加

中学过渡会议） 和（6 年级迎新会）之后举行。 5 月的会议详细介绍了中学的

许多不同领域，例如学术、联系课程、纪律政策、积极行为计划 (PBIS)、复

兴计划、体育、俱乐部以及所有管理人员、学校辅导员提出的日常时间表，和体育总监。六年级迎新会允许即

将到来的六年级学生和家长获得有关学校所有课程和学术的更多信息。在第 6 次迎新之后，我们的开放日开始

，家长和学生可以在大楼内漫步并与老师会面。要查看有关6 年级过渡的更多信息，请单击此处。在 2 月，初
中和高中将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活动和策略与大学和职业准备资源或组织（例如家长和学生大学和招聘会）协
调和整合，以便家长可以收到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好准备和他们的孩子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 Lakeview 中学辅

导员和 Lakeview 高中辅导员协调 LMS 学生参观 LFO。 LFO 然后举行 LFO 家长之夜，并注册新生课程。有

关过渡到高中的信息，请单击此处。
LMs希望与家长们一起举办首届House Night，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学生所在的房子以及房子背后的含义。家

长参与计划将 ELA 逃生室和 STEAM 挑战 在秋季之家家长之夜为家长2 月，家长参与计划向每个学生家庭
发送基准 ，包括议程、分数、家长信函、信息包和调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单击发送给所有家长的文本警报中
的链接，该信息也将在网站上提供更多信息、家长资源途径和视频。这是通过发送家庭信息和在线进行的。有
关更多基准信息，请单击此处
家长在线研讨会和信息始终在线，并在秋季和春季发送短信。其中包括秋
季和春季紧凑型会议、Google 课堂/家长门户信息和家庭参与信息。

2022-2023 学年的计划活动有： 年
会
开放日
志愿者
指导 秋季家长咨询
8 年级参观高中/注册
扫盲/ELA 逃生室
基准测试/成长  之夜
数学 /科学与技术  STEAM 之夜
春季家长咨询委员会
6 年级家长过渡

扫盲之夜、数学与科学 STEM 之夜和里程碑之夜教育之夜 2019-2020 和 2020-2021 数字之夜的

单击此处查看过去的会议/演讲/议程/会议

记录 将及时 向家长和家庭提供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transition-to-middle-school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transition-to-high-school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growthbenchmark-digital-night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growthbenchmark-digital-night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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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课程 - 整个学年都会讨论信息。教师、管理人员和学术教练通过定期会议和下面列出的方式提醒
家长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的各种学校课程。学生/家长输入将通过选择学校课程/夜晚的活动来实施

● 年度学校审查结果（包括学校绩效概况） 学校管理人员有责任将此信息报告给家长。这是通过报纸、
数字 Smore 通讯、学校网站、Title I Google 网站 和状态信来完成的。春季 Title I 调查的结果与春

季 Title I 家长咨询委员会和 LMS 学校委员会和工作人员共享。 结果也存放在家长资源室，并位于

两个网站上。
● 在学校做志愿者的机会 ——家长和家人被邀请到湖景中学做志愿者。提供短期培训。志愿者总是受欢
迎的。志愿者机会通过志愿者提醒应用程序、学校网站、学校社交媒体页面、时事通讯和全校文本警报
传达。

● 小册子和小册子 上随时可用Lms 和 Title I 网站 .这些包括但不限于如何与您孩子的老师交流、佐治
亚州的考试、全校计划的组成部分、佐治亚州的课程。, 年 会议程等等。

● 学校通讯信息- 每月向家长和家庭分发学校通讯，并在网站、短信提醒和学校 并分发给所有学生带回

家。时事通讯中突出显示及时信息，例如即将举行的家长会和 学术之夜、评估等

历

校

● 。在 3 到 8 年级。

● 提高高中毕业学生的百分比。

学校目标：

● 提高全校学生成长百分比，实施全校阅读和数学
ELT、补救和充实。

● SMART 目标 - 在所有年级和核心科目中，提高在乔治亚里程碑评估中获得精通学习者或以上的学生

的加权百分比。数学-科学-语言艺术-社会研究 3%。

注意-学生成长的百分比将在以后确定。

注意：学生成长百分比描述了学生相对于学业相似的学生表现出的成长量。

共享学生成就的学校计划

是什么？该计划描述了 Lakeview

Middle 将如何提供机会来提高家长和

家庭的参与度，以支持学生的学习。

Lakeview Middle 重视家长和家庭的贡

献和参与，以便为提高学生成绩的共同目标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该计划描述了 Lakeview Middle 支持家长和

家庭参与的不同方式，以及家长和家庭如何帮助计划和参与活动和活动，以促进学生在学校和家中的学习。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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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如何开发的？ Lakeview Middle School 欢迎家长和家人随时 就该计划提出意见和意见。所有家长和家

庭的反馈都将用于修改明年的计划。该计划发布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供家长和家庭全年查看和发布反馈。我

们还分发 了两项 年度 调查 ，询问父母对计划的建议以及用于父母和家庭参与的资金用途。家长还可以随时在

家庭中心、 在线数字输入表、 学校办公室或任何家长活动中提供反馈。

它是给谁的？鼓励并邀请所有家庭充分参与本计划中描述的机会。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英语水平有限的家

长、残疾家长和流动儿童家长

它在哪里可用？该计划可在所有 家长和家庭会议、LMS 网站的 Title I 页面下获取，或单击此处查看

LMS 政策 Title I Google 网站上  家长还可以在家庭资源中心或 B 办公室获得该计划的副本。LMS 政策也可

在每月的 CountyWide 社区协作会议上获得，并将在 Catoosa 儿童节和 Catoosa County Collaborative 分发

给社区。

家长契约 请点击她获取契约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Lakeview Middle 和我们的家庭将制定年级水平的家长契约

，这是家长、老师和学生将共同制定的协议，说明家长和老师如何将共同努力确保我

们所有的学生都达到年级标准。契约将在所有家长会议上进行审查，并根据家长、学

生和社区的反馈每年更新。使用这些意见，学校和家长咨询委员会将修改契约。。

LMS 秋季家长咨询委员会在收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后批准特定年级的契约

学校家长契约放在家里和学校里。所有家长都可以通过文本警报系统和 发送回家的

家长调查来包括输入和批准。鼓励学生在开学时通过每位老师都可以使用的谷歌课

堂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家庭资源中心 - 上课时间每天可用
● 来家庭资源中心查看书籍和学习材料

● 资源中的家长门户激活指南 Google Station 和提醒信息（教

师个人课堂文本警报系统）

● 所有标题 I 信息 - 所有人的分钟Parent Meetings &

Academic Nights-Community

● 点击这里查看 GA 教育部网站上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additional_title_i_documents/school_improvement_plan_and_addendum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additional_title_i_documents/parent_engagement_policy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additional_title_i_documents/parent_engagement_policy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title_i_family_compacts
https://www.gadoe.org/School-Improvement/Federal-Programs/Partnerships/Pages/Parent-Engagement-Program-For-Parents-Link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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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Input-Parent Information

● 单击此处查看数字家长资源室

家长和家庭参与定义
Lakeview Middle 认为，家长和家庭参与意味着 家长和家庭参与定期的双向

和有意义的沟通，涉及学生的学术学习和其他学校活动，包括确保 -

❏ 家长家庭在帮助孩子学习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 鼓励父母和家庭积极参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
❏ 父母和家庭是孩子教育的充分合作伙伴，并酌情参与决策和咨询委

员会，以协助孩子的教育；

❏ 除了第二页上公布的定期会议外，家长和家庭有权要求举行会议。
PIC 将向 LMS 管理部门提出请求，他们将就将请求纳入行动计划的最佳方
式进行协商。
❏ 执行本计划所述的其他活动。

伸出援手
● 通过家长参与协调员 (PIC)为教师、学生服务人员、校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帮助和信息教
育工作人员 了解家长和家庭贡献的价值和重要性，除了维护家庭资源中心外，协调员还提供有关如何
与父母和家庭作为平等伙伴进行沟通和合作方面的
帮助。家长参与协调员出席教师会议并可供咨询。
LMS PIC 在每次家长和家庭会议后与员工沟通，告
知他们关注和成功。系统 PIC 向教师展示了与父母

和家庭在子女教育中参与的价值和效用。

● 图片协调 LMS 志愿者_。 PIC 力求让所有人
口的父母和家庭成为 所有 LMS 委员会活动的志愿

者，例如：文艺复兴、PBIS、房屋、出勤、勇士部落

等。 PIC 向家长宣传/通知家长这些活动，并通过自

愿参加此类委员会来帮助家长参与。 PIC 将所有报

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志愿者通知委员会。委员会应确保所有志愿者都具备获得成功志愿者经历所需的
一切，在整个活动期间定期检查他们，并在出现问题时随时待命。单击此处获取志愿者信息/表格

● Lakeview Middle School与社区组织和企业合作。有关组织和企业与家长、家庭和学校合作
的机会以及鼓励建立伙伴关系的信息是目标。鼓励企业代表参与学校，例如参观教室以及作为演讲嘉
宾和资源人员参加家长和家庭会议。为学生提供动力和鼓励以及提供职业和商业信息 是 重点。学校

协调和整合 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例如学校社区、(CIS) ESOL点击此处 ESOL 网页和无家可归者
(McKinney-Vento) 等。LMS PIC 与 CIS 协调员协商。单击此处查看协作和社区活动

● LMS力求确保所有与学校、家长和家庭计划、会议和其他活动相关的信息均以语言 家长和家庭能够
理解需要时，将尽一切努力翻译、解释和保持可读性。每月通讯、政策、调查、传单和契约以及其他
信息形式/信件 。时代 中学提供给讲西班牙语的家庭点击这里进行数字翻译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parent-resource-room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parent-resources-meetings/lms-volunteer-information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esol-information-resources
https://sites.google.com/catoosa.k12.ga.us/lms-title-i-parent-information/feathers-up-news-community-news/community-info-and-events
https://lms.catoosa.k12.ga.us/title_i/trans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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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需要您的意见！ 单击此处获取数字输入表
我们需要您的输入。请拿走这份文件，并在下面或文件本身上提出建议。我们

希望提高 Lakeview 中学的家长和家庭参与度。让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

好。如果您认为此计划/政策的任何部分对学生和学校的学业成就目标不满意

，请在下方向我们提供您的意见。我们需要听取您的意见，了解我们可以做些

什么来改善您孩子的教育。请查看下面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最好：

__ 我想与我孩子的老师开会。

__ 我需要更多关于我孩子今年学习内容的信息。

__ 我想知道 Title I 的钱是如何花在我孩子的教育上的。

__ 关于如何使用 Title I 的钱，我想提出以下建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名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返回给您孩子的老师。

将此文档返回给您的家长参与协调员或学校办公室

LMS 希望让您了解并希望您让 LMS 了解！

个别学生评估结果和对这些结果的解释——学校负责向家长和家庭传播考
试信息。根据需要安排单独的会议。随时要求召开会议。州政府提供后，父母

和家人会立即收到报告。

学校课程的描述和解释 ——湖景中学在学年开始时为家长和家庭提供学生手

册。包括对学校课程的解释。研讨会、信件、小册子等用于帮助理解州标准

——可在家庭资源中心找到。课程之夜（数学、科学 和识字之夜）让家长和家

庭亲身体验州立课程对孩子的意义。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UlTAeyZf2z7H9JucwM4VC3F1Vy2NTNN6Drkb5p4zn1Rd-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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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衡量学生进步和能力的评估 ——教师、学术教练和学校行政部门向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所有家长

和家庭会议解释学校的评估和能力水平。成绩单和进度报告让家长随时了解情况。两种 方式 沟通 请

求教师和工作人员会在需要时提供详细的解释——而且只是一个短信、一个电话。电子邮件，或注意

离开。教职员工通过父母首选的方式为父母和家庭提供帮助，以监控孩子的进步。进步和熟练程度 学

生的 在第二页列出的定期家长和家庭会议上讨论

父母和家庭的机会提出建议，与其他家长和家庭分享经验并酌情参与与子女教育有关的决定 ——在整个

学年中，家长和家庭会议和/或研讨会上都会提供机会。鼓励家长和家人分享想法并参与讨论。每个月

都有与家长联系的机会。

对父母和家人的回应建议：家长评估每个家长和家庭工作坊。鼓励家长和家人提出改进建议。必要时，在

与 Title I 协调员和学校管理人员协商后，会立即对某些建议采取行动。 Title I 协调员和学校管理

人员会收集任何不满意的家长和家庭意见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参与影响孩子的决策 以持续的方式向父母和家庭解释鼓励父母和家庭参与孩子的教育。家长/教师会议，

发短信。强烈建议使用电子邮件和电话。

家长和家庭应注意：
● 州的内容标准和学生表现标准 ——课堂教师和工作人员解释了州的内容

标准、基准测试和乔治亚州里程碑。

家长和家庭通过成绩单和与任课教师的讨论获得有关学生表现标准的信息。

里程碑和测试  中还提供了 资源 房间，  在 LMS 网站、Title I 网站、

GADOE 网站/里程碑上。

● 州和地方评估 全年向家长和家庭解释 家长和家庭参与会议以及随附的

小册子（也可在家庭资源中心获得）。

● 带回家的活动 系统家长参与协调员编写的家长和家庭可以通过 LMS 协调员提出要求。

● 卡图萨县学习中心 免费向家长和家庭提供扫盲、技术和 GED 培训。有兴趣的人应咨询家长参与协调员

了解详情。

● Catoosa County Collaborative 为父母和家庭提供育儿技能课程。 （注意：在Title I 秋季调查或年度评

估中要求在线育儿课程的家长和家庭将获得由县合作组织赞助的在线课程的信息。）

● Title I A 部分的要求 已在 会每个学年的年年会讲义在每次家长和家庭参与会议上分发，可在家庭资源

中心获取。

● 监控孩子进步的方法和关于如何提高孩子学业成绩的建议家长和家庭将继续提供家长和家庭也将获得 关

于如何 最好地利用家长门户、注册提醒文本警报和家庭作业网站的研讨会/帮助。所有课程之夜都专注于

学生的成就。再次，鼓励家长和家庭要求与教师或管理人员举行会议。

Stacey Newell- 家长参与协调员 706-866-1040 snewell.lms@catoosa.k12.ga.us

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https://www.gadoe.org/Curriculum-Instruction-and-Assessment/Assessment/Pages/Georgia-Milestones-Assessment-System.aspx
mailto:snewell.lms@catoosa.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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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共同

打造伟大的独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