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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目标

• 提供 LCAP 目标概述
• 审查教育合作伙伴的意见和优

先事项
• 行动和服务预算报告
• 介绍 LCAP 目标 4
• 向主管和指定人员询问有关

LCAP建议的问题



2021-2022年 至 2023-2024年 LCAP 目标
目标 1

学习条件

目标 2

参与

目标3

学生成果

州优先级 1、2、4、7 和 8 州优先级 3、5 和 6 州优先事项 4 和 8

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
和学习环境。

学生、家长、家庭和教职员工
与学校保持联系并参与其中，
以确保学生取得成功。

所有学生都为毕业后的大学和
职业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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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教育合作伙伴

2
民意调查

70
会议

19,355
评论

14,658
教育合作伙伴

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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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有教育合作伙伴的首要任务强调行动和服务
• 更新和更换技术
• 招聘会聘请优质教师
• 维护学校设施，使其处于良好的维修状态
• 为教师/管理人员提供专业发展，以支持高质素的教学
• 在整个学区赞助的 CVUSD 入职培训计划中保持对新教师的支持

目标 1：纳入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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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1：
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素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
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意见的首要任务

1. 招聘会 $ 5,000.00 $5,000.00

2. 中小学图书馆提供教师和媒体技术人员的支持 $1,369,641.00 $1,387,205.00* CSEA

3. 新任教师受到其他教师支持 $500,000.00 $500,000.00 校长，ACT，DELAC

4. 最新的教学材料 $10,550,000.00 $4,120,000.00 DELAC, 学生

5. 补充教材
新的 K-12 中度/重度计划 $15,000.00 $15,000.00 LCAP咨询

6.教学教练 $2,452,338.00 $2,309,320.00* 校长、副校长

7. 员工职业发展 $700,000.00 $550,000.00 家长/监护人、LCAP 咨询、校长、
副校长、学区管理员

8. 学生注册所有必修领域的课程 $0 $0 父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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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1：
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学习环境。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
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意见的首要任务

9. GATE 充实计划 $150,000.00 $200,000.00 父母/监护人、LCAP、DELAC

10. 小学音乐课程 $1,429,884.00 $1,461,637.00* ACT、CSEA、学区管理员、家长/监
护人、LCAP、DELAC

11. CTE 课程和ROP $3,085,933.00 $614,593.00 学生、家长/监护人

12. 学前融合计划的人员配备 $993,918.00 $1,002,408.00* 学生、LCAP 咨询、DELAC、ACT、
校长

13. 维修技术更新计划 $5,000,000.00 $3,655,000.00 学生、家长/监护人、LCAP 咨询、
ACT、CSEA、校长

14. 延期维修计划 $2,500,000.00 $4,770,000.00

15. 试点教学技术计划 $30,000.00 $30,000.00 学生、家长/监护人

16. 保持 HS 的 Baldy View ROP N/A $2,710,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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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纳入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根据所有教育合作伙伴的首要任务强调行动和服务

• 学校护士/健康护理人员

• 通过有执照的治疗师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并提供与教育相关的心理健康服务

• 促进学校和家庭参与

• 维持 K-12 调解顾问

• 保持积极和安全的学习环境（MTS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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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2：
学生、家长、家庭和工作人员相互联系，并与他们的学校共同参于确保学生的成功。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介入

1.管理 CA 健康儿童调查 $7,076.00 $0

2. 高中 K-12 调解顾问给与行为和学术支持 $514,704.00 $537,794.00* ACT，校长，助理校长，学
区管理员。

3. ES 和 JHS K-12 调解顾问给与行为和学术支持
（之前的 3a） $1,605,553.00 $1,707,358.00* ACT，校长，助理校长，

学区管理员。
4. Buena Vista 的婴幼儿计划和额外的教学人员，以提高学生
的联系 转移到目标 4

5. Boys Republic School寄养学校的人员配置
转移到目标 4

4. 为 MTSS-B (PBIS) 提供材料/测量工具（之前
的 3b） $161,000.00 $161,000.00

ACT，校长，助理校长，学
区管理员。

5. 长期旷课：（支持服务部和缓刑官合同）（之前
的 21b） $575,278.00 $573,139.00*

6. 学分不足的高中生补习 $406,334.00 $406,334.00 ACT，CSEA，地区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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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2：
学生、家长、家庭和工作人员相互联系，并与他们的学校共同参于确保学生的成功。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
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首要任务

7. 预防自杀培训二级人员 $10,000.00 $10,000.00 CSEA

8. 无家可归学生个案管理服务 $199,473.00 $190,807.00* 学生
9. 为符合 Medi-Cal 资格的学生和残疾学生提供
的心理健康服务 $1,178,264.00 $1,210,599.00* 学生、LCAP 顾问、ACT 副校长

10.周六学校改善学校联系 $34,514.00 $35,205.00

11. 保持学校护士和健康护理人员 $4,197,957.00 $3,882,042.00* ACT、CSEA、校长、副校长

12. CVUSD 健康中心 $300,000.00 $305,313.00* 学生

13. HOPE 资源中心和 TYKES 识字计划 $753,757.00 $758,757.00* 学生
14. 回家到学校的交通 $1,710,141.00 $1,710,141.00
15. CVLA 的社区日间学校

$650,147.00 $662,780.00* CSEA

16. 寄养青年入学的支持、工具和培训 $234,280.00 $233,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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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2：
学生、家长、家庭和工作人员相互联系，并与他们的学校共同参于确保学生的成功。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
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首要任
务

17. 通过 Chino Human Services 提供咨询服务 $85,000.00 $91,000.00 ACT, 学生

18. “其他纠正方式"的站点培训停学/开除管理员 $0 $0

19. 校园平安大使计划 学校安全 $174,000.00 $174,000.00

20. BRIEF学院 $1,159,727.00 $1,143,107.00*

21. 学生支持服务人员（之前 21a） $400,551.00 $397,572.00*

22. TK-12 学校气候洞察力调查 $40,000.00 $30,000.00

23. 教师、家长和家庭参与 $200,000.00 $200,000.00 父母/监护人，
LCAP咨询

24. 校址委员会、DELAC 和 ELAC 会议 $0 $5,000.00

25. 校内双语文员 $535,621.00 $582,080.00 学生

26. 家长信息论坛 $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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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3：纳入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根据所有教育合作伙伴的首要任务强调的行动和服务
• 大学和职业意识
• AVID 支持鼓励大学和职业准备和成功
• 提供旨在提高学术水平和实现学术目标的参与支持 (MTSS-A)
• 辅导
• 大学学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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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3：
所有学生都为毕业后的大学和职业做好准备。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介入

1. 多层次的支持系统：教材和调解教师
（之前的 1a） $100,000.00 $100,000.00 LCAP 咨询、DELAC、ACT、校长、

副校长

2. 多层次的支持系统：干预教师和辅导员
（之前的1b） $3,925,438.00 $3,984,789.00* LCAP 咨询、DELAC、ACT、

校长、副校长

2. 寄养青年和无家可归者的课后辅导 移至第 16 项行动

3. 另类教育中心辅导员 $155,662.00 $156,978.00*

4. 家长通过大学职业指导计划 (CCGI) 获取
A-G 信息 $0 $0 学生

5. JHS 和 HS 的大学之夜 $31,000.00 $27,000.00 学生，LCAP 咨询，DELAC，ACT

6. 通过课程调整和培训进行 A-G 推广 $0 $0 学生

7. AVID $380,000.00 $380,000.00 LCAP、ACT、CSEA、校长、副校
长、学区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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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3：
所有学生都为毕业后的大学和职业做好准备。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的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介入

8. 高中就业中心 $221,805.00 $222,534.00* 学生、家长/监护人、LCAP、
DELAC、学区管理

9. 提供大学/学分课程 $5,000.00 $5,000.00 ACT、CSEA、地区行政管理

10. 高中成绩单审核 $0 $0
11. 资助 AP 费用 $70,000.00 $70,000.00

12. 支持英语学习者的专业发展 $150,000.00 $235,000.00* 学生、校长

13. 准入和公平协调员 $164,083.00 $466,910* 校长助理

14. 监控和审查主课表，以确保英语学习者能够完全
进接课程 $0 $0

15. 双语沉浸和双语途径 N/A $367,000.00 家长、学生

16. 课后辅导 $100,000.00 $100,000.00 Students, ACT

17.扩展AP课程设置（之前包含在11中） $166,000.00 $16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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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目标 4：
针对援助的学校已为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通过明确的支持系统毕业。

行动 2021-2022 2022-2023 年的
建议 教育合作伙伴介入

1. 培养Boys Republic青年
（之前的目标2行动5） $2,543,226 $2,544,835.00

* CSEA，Boys Republic合作伙伴

2. BVHS 的婴幼儿项目
（之前的目标2，行动4） $123,030.00 $123,030.00 Buena Vista教育合作伙伴

3. 提高BVHS的学生联系
（之前的目标2，行动4） $913,545.00 $930,605.00* Buena Vista教育合作伙伴

4. BVHS和Boys Republic的专业发展 N/A $30,000.00 Boys Republic and Buena Vista
教育合作伙伴

5. BVHS和Boys Republic的职业之夜 N/A $4,000.00
Boys Republic and Buena Vista
教育合作伙伴

6. 扩大课程设置和职业探索机会 N/A $85,000.00
Boys Republic and Buena Vista
教育合作伙伴

7. 支持只考虑有合同权的学生建立社会情感技能， N/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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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和改进的行动和服务
目标 1
• 高中教师图书馆人员/支持媒体技术员
• 新教师入职
• 教学教练
• GATE 充实机会
• 小学音乐课程
• 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途径
• 区域职业计划 (ROP) 在HS进行大学和职业发展
• 教学技术

目标 2
• 调解顾问
• 材料支持积极行为和支持 (PBIS)
• McKinney-Vento资助计划
• 长期旷课支缓
• 地区分配额外护士，每所学校均有护理人员



增加和改进的行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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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继续
• 希望资源中心和CVUSD健康中心
• TYKES（早期识字）计划专为父母
• 家庭到学校交通补贴
• 奇诺谷学习学院 - 社区日间学校
• 通过学生支持服务提供补充支持
• 培养青年顾问
• 案例管理
• 翻译
• 通过奇诺市和其他提供者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
• 家长和家庭参与和人事/家长培训协调员
• 学校治理：ELAC，DELAC 和 SSC
• 翻译服务双语文员
•



增加和改进的行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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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3

• 支持学术的多层系统：
• 为有学业风险的学生提供调解计划和
• 干预教师调解顾问支持学生的学业和社交/情感成长
• 材料

• 为寄养青年和无家可归学生提供辅导服务
• 另类教育顾问
• 大学意识（大学之夜@ 初中，高中和大学之旅）
• AVID的中学和指定小学（Borba、Dickey、Newman 和 Walnut）
• HS的职业中心
• 大学学分/双录取
• 为有需要的学生补贴AP费用
• 扩展 AP 课程和培训
• 准入和公平协调员，负责监督英语学习者计划和评估
• 英语学习者支持 - 每日指定和综合英语语言发展



增加和改进的行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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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4
• Buena Vista 婴幼儿中心
• Buena Vista 学生连通性
• Boys Republic HS – 法院指定的寄养青年学校
• 职业和社区大学意识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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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10 月 5 日
11 月 9 日
1月25日
2月15日
3月22日

LCAP 咨询委员会会议

5月10日

LCAP 咨询提案会议

6月2日

LCAP 公开听证会

6月16日

董事会采用 LCAP



主管和指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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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詢委員會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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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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