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卡图萨县家长和家庭参与

政策/计划

我们希望您对卡图萨县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计划提供意

见。请：

• 查看本文档并提出建议并发送至

kjablonski@catoosa.k12.ga.us

或

• 拨打电话 706-965-2297 分机。 #665

我们希望提高 Catoosa 县 Title I 学校的家长和家庭参与度。让我们

知道我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谢谢您的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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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图萨县学区

Title I 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草案
2023 学年

2022 年 4 月 11 日修订
307 Cleveland Street
Ringgold, GA 30736

什么是家长家庭参与？

关于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

为支持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卡图萨县学区：

•制定了这项家长和家庭参与

政策，描述了
真正的家庭参与的期望和目标，并

•的活动和资源

学校、家长和社区伙伴关系

学区的 Title I 学校。
该计划将描述卡图萨县学区对以下方面的

承诺：

1. 让家长和家庭参与其

子女的教育，以及
2. 在其 Title I 学校建设能力*，以实现#1

。

*能力建设是指通过提供资源、

培训以及学习和真正

参与的机会来实现增长。

就读于卡图萨县 Title I 学校的学生的家长和家庭对以下方面有影

响：

•学生的教育
•方式和内容父母和家庭订婚的样子。

在非 Title I 学校中，无法确定会发生以下情况。该政策向家长和

家庭保证，他们是卡图萨县学校教育孩子的重要合作伙伴。家庭
参与是指家长和家庭成员参与有关学生学习和其他学校活动的

定期、双向和有意义的沟通。这确保：

(A) 父母和家庭在帮助孩子学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B) 鼓励父母和家庭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

(C) 父母和家庭是孩子教育的充分合作伙伴。他们酌情参与决策

和咨询委员会，以协助其子女的教育。

(D) 父母和家人可以要求定期会面。

(E) 已完成其他活动，例如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ESSA) 中描述的活

动。

当学校、家长、家庭和社区共同努力支持学习时，孩子们往往会

•在学校表现更好并且

•在学校呆得更久，享受学校的乐趣。 标题 I，A 部分规定了家长

和家庭在计划的各个层面的有意义的参与，例如：

•制定和实施学区和学校计划，以及

• 进行学区和学校改进。 《每个学生成功法》 (ESSA) 第 1116 节包

含对学校和学校系统的第一章 A 部分的要求，以

让父母和家庭成员参与孩子的教育。卡图萨县学区：

•将与其 Title I 学校合作，确保所需的学校级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

符合该部分的要求，并且

•将确保每所学校都遵守有关家长/学校契约的规则.

如果根据 ESSA 制定的 Title I，Part A 的系统计划 的家长和家庭不

满意 ，当学区向州提交计划时，学区将随计划提交任何家长和家

庭的意见教育部门。每个策略都要求这样的输入 。系统策略附有

要求输入的封面。

问

题：您的学校对 CATOOSA 的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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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咨询委员会成员



将年度

评估图表和家长意见中的信息纳入

下

学年修订的学区政策。.

邀请

所有家长参与并提供建议和想法，以改进该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2022-23 学年。学区向家长和家庭通

报了这次会议，并在学区和学校网站以及学校通讯上发布了意见公告。每所 Title I 学校都使用其家长咨询

委员会 (PAC) 在学年结束前审查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并分发当前学区政策的副本以征求意见。

Catoosa 县成立了地区家长咨询委员会 (DAC)，该委员会由来自每所 Title I 学校家长咨询委员会的家长代
表、任何希望参加的家长以及整个社区组成。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就与家庭参与 Title I、Part A 计划相关的所

有事项提供建议并批准该计划。 DAC 始终寻求有关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的意见，并提供有关家长要

求的关键主题或需要的主题的信息。社区领袖和商业伙伴将被邀请在该委员会任职。该区

还将通过在学区网站上发布信息、在包括卡图萨县合作组织在内的公开会议上分发信息来鼓励与社

区合作伙伴的合作和参与。在 DAC 期间，家长还审查并讨论了 LEA 综合改进计划 (CLIP) 和综合支持和

改进学校计划。

.

最终修订后，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被纳入提交给纽约州的 CLIP。欢迎家长随时在学区网站上提交有

关该政策的意见和反馈，或向当地学校提交书面意见。 2022 年 4 月 11 日之前收到的所有反馈都包含在

本学年的政策中。

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已发布在学区和学校网站上，在本学年的年度 Title I 学校会议和其他家长和家

庭参与活动期间分发，并在学校的家庭资源中心提供。校长和家长参与协调员 (PIC) 会面以完成一项行

动计划，他们审查家长和家庭参与的要求，并计划家庭参与活动的机会，以反映学区和学校的政策。

加强我们的学校

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将向所有 Title I 学校提供帮助和支持，以确保：• 满足家长和家庭

参与的要求，以及

•正在实施家长和家庭参与战略和活动。

Title I 学校将收到来自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的通知和资源，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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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和加强家庭参与。除了频繁的沟通和学校访问之外，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将与 Title I学校

校长和学校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定期举行会议和培训，以审查家庭参与计划和活动。 Catoosa

County Title I 使用 Title 1 Crate，这是一个在线程序，用于收集、组织和验证父母和家庭参与文档和



实施。学区协调员参加学校活动。

资金

储备 卡图萨县学区将从 23 财年收到的 Title I 资金总额中至少预留 1% 的资金，用于执行本政策和

ESSA 第 1116 节中列出的家长和家庭参与要求。卡图萨县学区将把这 1% 中的至少 90% 分配给 Title

I 学校，以支持当地的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和活动。学区将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沟通，以帮助每所

Title I 学校制定足够的家长和家庭参与预算，以满足评估的需求和家长的建议。 Title I 协调员每年

举行两次会议，以获得 Title I 特定支持，并提供联邦计划手册以获取特定说明。协调员在每月的行

政会议上与校长交谈。

t

学校一

有机会就分发输入卡，以收集有关各

种

主题的输入，包括如何使用 Title I 的钱。

在整个学年中，每所 Title I 学校都将收集家长和家庭关于在学区和学校层面将如何使用家庭参与

资金的建议。学区将审查这些会议的意见卡和会议纪要，以确定即将到来的学年需要的领域，并

考虑对家庭参与预算的更改。 Title I 的大部分资金用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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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教室中的学生人数或为需要关注特定需求的学生提供额外帮助。

机会

咨询



家长和家庭成员的意见和建议是每年制定的学区和学校改进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邀请所有家

长和家庭参加家长咖啡馆、地区咨询委员会、CLIP 意见会议以及本节中描述的所有 Title I 学校活

动。我们要求家长、社区和家庭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以帮助学区、学校和学生实现我们的学

生学业成就目标。

春季学校改进会议

春季期间，每所 Title I 学校都将召开一次会议（家长咨询委员会），让家长、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参

与圆桌讨论，以审查全校改进计划、学校测试和基准数据、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并就家庭参与预

算和计划提供意见。邀请函将通过多种方式发送给家长和家庭成员。每所学校将通过信件、电子

邮件、学校网站、社交媒体和短信通知他们会议的日期和时间。

家长和家庭对使用 Title I 资金

支持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

也可以通过年度评估

春季地区调查提供。该调查包含

与家长和家庭参与预算相关的

，以及家长和家庭

提供意见的部分。

能力建设

引用前面一段话，能力建设是指通过提供资源、培训和学习机会来实现增长。卡图萨县学区力求建设

学校、家长和家庭的能力，以实现强有力的家庭参与：

•确保家长和家庭成员的有效参与，以及

•支持 Title I 学校、家长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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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通过全区和以学校为基础的活动和计划来完成。为了发展这种支持的能力，卡图萨县公立

学校将实施和支持各种家庭和社区参与计划。 Catoosa 家庭学术支持团队 (FAST) 的家庭参与模式

就是这样一项举措。 FAST 是卡图萨县的一项计划，教师和家庭通过在家学习活动实现学术目

标。决策是基于数据的。

家长能力建设 - 卡图萨县学区将作为一个学区并通过其 Title I 学校向家长提供帮助：

•了解与其学生学习和进步相关的州和学区学术信息，

•了解有关我计划，

•通过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州学术标准和地方学术评估，•通过为乔治亚州学生提供所需的评



估，包括替代形式的评估，以及•使用与学生基准测试 (FAST) 相关的数据与家长开会。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将发布在学校网站上，并通过每所 Title I 学校的通讯、字幕、文本、社交媒

体等共享。

卡图萨县学区将协调学区和学校网站上的页面，其中将包含资源和材料，包括家长指南、学习指南

和实践评估，以帮助家长和家人在家中与孩子一起工作。这些材料的副本将在所有 Title I 学校提供

给那些可能无法访问互联网的父母和家庭，包括西班牙语和其他语言的副本（根据需要）。材料以
可读格式呈现，其中一些以电子和在线形式呈现。

将提供培训以帮助家长和家庭了解在线学生信息系统和其他数字教育资源（包括将关于版权

盗版危害的教育纳入志愿者培训会议）。这些研讨会的日期和时间将由每所学校确定和宣

布。希望帮助孩子的父母的技术需求可以通过在线指导和家长门户培训（在线、现场研讨会

和硬拷贝信息）来满足。

为了满足父母和孩子的识字需求，我们提供了各种资源材料，以及通过 Catoosa FAST 活动送回家的活

动。这些与课堂教学和评估的学生需求相一致。教学硬拷贝和电子阅读手册都很丰富。

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与卡图萨县学习中心合作，并参加每月的扫盲咨询会议。家长们

了解卡图萨县学习中心提供的 GED 和基本成人教育等服务，以满足他们的个人识字需求。免

费提供交通和托儿服务。卡图萨县承认，父母的识字率已被证明与孩子的识字率相关。学区家

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在与卡图萨县图书馆（早期识字工作组）合作的团队中任职，负责解决儿

童和家庭识字问题。

卡图萨县学区多年前成立了地区咨询委员会。它向所有父母、家庭和社区开放。其目的是就与家长

和家庭参与 Title I、Part A 计划的所有事项提供建议，并为家长、家庭和社区提供讨论和意见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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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前教育项目的整合

卡图萨县公立学区将通过邀请这些计划的教职员工和家庭参加以家庭参与活动为重点的会议，协

调和整合学区的家庭参与计划与当地学前教育计划以及该地区其他联邦和州资助的学前教育计

划.

在春季，大多数小学将举办过渡会议，以便家长可以参观学校并获取信息，帮助他们和他们的

孩子为幼儿园做好准备。每年春季和夏季也会举行中学过渡会议。 CCPS 还将与这些计划进

行协调，以确保家长了解可用资源。

与 Title III 计划的整合

Catoosa 县公立学区将在 Title III 协调员、Title I 协调员、家庭和家长参与协调员以及 Catoosa County

ESOL 教师的协助下，协调和整合学区的 Title III 和 Title I 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 CCPS 将邀请这些项

目的教职员工参加全年以家庭参与活动为重点的计划会议。 Title III 教师将参加各种家庭和家长活

动。总之，我们的目标是用在家中使用的语言与父母进行交流。 CCPS 还将与这些计划进行协调，

以确保家长了解可用资源。根据需要提供翻译和口译服务。



建设学校员工的能力 -卡图萨县学区将在学年期间为校长和学校 PIC 每月举行三场培训，以：

•学习和讨论增加家庭参与的策略，

•改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包括家庭学术支持团队(FAST) 家庭参与模式，

•与家长和社区建立联系，

•提供有效的家长和家庭参与活动，

•制定学校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计划，以及

•制定学校-家长契约。

这些培训将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供给 Title I 学校的教职员工。卡图萨县学区将为合适的学校教

职员工举办培训，重点是营造温馨的环境和改善与家庭的双向沟通  。

关于如何让家庭参与的有用提示和最新研究的提示表将发送给教职员工。还将共享有关家庭参与

的家庭学术支持团队 (FAST) 模型的信息。图片将向学校工作人员展示如何使用 Google Drive 翻译文

件。教师接受了 Classdojo、Remind 等通信媒体的培训，以确保家长每天都能获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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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评估

每年，卡图萨县学区都会对这项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以及家庭参与活动的内容和有效性进行年度

评估，以通过年度家长调查提高 Title I 学校的学术质量。

从 2 月下旬/3 月初开始，每所 Title I 学校将寄回家/张贴一份调查表，供家长们提供有关家长和家

庭活动和计划的宝贵反馈。为方便家长，这些调查将发布在学校网站和社交媒体上。

学区将对本家长和家庭政策的内容和有效性进行评估。调查结果

将用于设计策略：

•提高有效的家庭参与度，
•消除父母参与的可能障碍，以及 •修改其父
母和家庭参与度政策。

可访问

性 在执行 ESSA 第 1116 条规定的家长和家庭

参与要求时，学区家庭参与协调员将与学生

支持服务办公室进行沟通和合作，以确保充

分了解

学校如何鼓励您发挥作用在学校

改进

计划过程中？

英语水平有限的父母、残疾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的参与，包括以父母可以理解的语言提供信息

和学校报告。今年年初，学校工作人员将接受有关家长通知和资源的培训，这些资源将以家长的

母语发送回家。

学区将利用学区和学校网站、当地新闻媒体和其他学校信息系统为家长发布信息。学区网站上发

布的信息将尽可能翻译成家长可以理解的语言。



标记您的日历

年度家长调查

2023 年 3 月

家长和家庭参与协调员会议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四

Title I Parent Café

在卡图萨县学习中心

2022 年 12 月
Title I 地区咨询委员会

8

在卡图萨县学习中心

2023 年 5 月

采用

本学区范围的家长和家庭参与政策是与参加 Title I A Part 计划的孩子的家长和家庭成

员共同制定的，家长、学校和学区的合作证明了这一点人员。

该政策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进行了修订，并将在 2022-2023 学年生效。学区将

在 2022 年 9 月 1 日或之前以多种方式将本政策分发给所有参与 Title I、Part A

儿童的家长。

无法参加我们的会议？请访问：

http 查看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

联系 Kristy Jablonski 或通过 ghaynes@catoosa.k12.ga.us Gina Haynes kjablonski@catoosa.k12.ga.us任
何意见或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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