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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規範和禮節

• 以學生學習為重點

• 假設別人的好意

• 以尊重的態度參與

• 準時開始和結束

• 請將手機關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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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目標

• 討論LCAP委員會的ESSER III 優先順序

• 了解什麼是心理健康以及 CVUSD 學生可以獲得哪些心理健康
和保健的支援

• 提供有關心理健康和保健的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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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緊急
救助基金
(ESSER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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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 諮詢意見

1.心理健康支援
2.技術基礎設施
3.COVID-19檢測
4.室內空氣品質
5.疫情相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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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LCAP目標

目標 1
學習環境

目標 2
參與

目標 3
學生未來

State Priorities 1, 2, & 7 State Priorities 3, 5, & 6 State Priorities 4 & 8

為所有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
學習環境。

學生，家長和家庭以及教職員工
與學校保持聯繫並且參與其中，
以卻表學生能夠成功。

所有學生都為畢業後的大學和職
業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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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家長和家庭以及教職員工與學校保持聯繫
並且參與其中，以卻表學生能夠成功。

State Priorities
3, 5, & 6

行動重點

高中干預輔導員 支持、行為的多層次系統 預防自殺意識培訓 McKinney-Vento 資助計劃

心理健康服務（有執照治療
師）

以學校為基礎的健康服務 CVUSD健康中心 HOPE支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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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家長和家庭以及教職員工與學校保持聯繫

並且參與其中，以卻表學生能夠成功。

State Priorities
3, 5, & 6

行為重點

助養青年輔導 奇諾人事服務 學校安全大使計畫 密集的學生支持

學生支援服務 家庭參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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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USD
心理健康
支援人員

• Cheli McReynolds, Coordinator, Special Education 
• Katrina Gomez, Coordinator, Behavior Intervention Program
• Deron Hodge, Clinical Supervisor, Behavioral Health
• Eunice Castanos, K-12 Intervention Counselor
• Jennifer Darnell, K-12 Intervention Counselor



參於規範 如果介紹期間有任何問題，請寫

下想法和問題，↓我們會在結束

後有問答時間。



什麼是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包括我們的情緒、心理和社交關係。
它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感受和行為方式。 它
還有助於確定我們如何處理壓力、與他人相處
以及做出選擇。
- MentalHealt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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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壓力?
• 壓力是當您對生活中的某些

事情感到擔心、不舒服或不

知所措時所經歷的情緒。

• 壓力可能因為你的外在環境，

你的身體或是你的思想造成。

• 壓力是正常生活的一部。找

到平衡是控制和管理壓力的

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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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壓力可能導致什麼

…

• 提高休學的可能性

• 學習困難

• 行為困難

• 患長期精神疾病的風險更高

• 得到焦慮，壓力和自閉的可能性

提高



一個健康的心
理會感覺…

• 焦慮減少

• 自尊心增加

• 憂鬱的可能性降低

• 健康的關係

• 保持正面的態度

• 面對壓力情況時的各種應對策略

• 生理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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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What Is SEL and Why SE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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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合作夥伴
談話

根據剛剛介紹的內容，與合作夥
伴討論 …

• 2個健康心靈感覺的例子

• 舉出 2 個你認同的壓力源的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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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式的支援

技能為本

•短期的支援

•社會/情感和
學術領域的處
理技能發展

處理解決

• 與某人談論特
定情況或領域，
以幫助“理清
頭緒”並解決
問題

緊急需求

•突然發生的狀
況，在學校需
要成年人的協
助支援



正面行為的干預和支持

一種用於通過分層過程進行教學和支持預期行為來促進學校安全和良好行為的方法。

全校預防給

特定支援給

全體

特定

少數密集支持給予



CVUSD提供的服務

- PBIS全校性支援
-干預輔導員 (7th-12th)

- MTSS-B干預輔導員(K-8); 一般教育
- PALS (K-3); City of Chino, 一般教育

- MTSS-B 干預輔導員 (K-8); 一般學生
- ERMHS (PK-12), 特殊教育
- 健康行為 (PK-12), Medi-Cal
- Chino Human Services (PK-12)



一級概要

全校性的防治，對象是全體學生

• 所有學生都參與全校計畫
• 重點在預防而不是懲罰
• 由學校內的一級指導小組來帶領



第二步計劃是一項基於研究的通用社會情感學習 (SEL) 計劃，旨
在加強學生的社會情感技能，例如情緒管理、衝動控制、解決問
題和同理心。 研究表明，這些技能有助於提高學業成績，減少
欺凌等負面社會行為，並創造更積極的課堂和學校氛圍。



一級指導課程

• 由MTSS-B輔導員來教導
• 所有課程都以適合年齡的方式教授健康的應對技巧
• 課程重點:

• 學生將識別和探索與壓力相關的感受，並將識別個人
應對技巧來管理這些感受。

• 教導學生在學校該向誰尋求幫助以及如何尋求幫助。
• 2020-21學年教授661個課程



二級概要

給學生額外的支援

• 一些學生可能需要一些特定領域的支援，例如 :
• 包括典型轉診
• 小組性的支援
• 短期為主
• 由校內的二級指導小組來領導

Step 1
•Initial request is 

made by Student / 
Parent/ Staff

Step 2
•Tier 2 Team 

assesses the need 
and assigns 
support based on 
available 
interventions

Step 3
•Student 

participates in 
intervention and 
progress is 
assessed to add 
more support if 
needed



二級概要

Check-in Check-Out (CICO) MTSS-B 小組

通過在學生和教師之間全天創造有意義的互動來促進積
極行為。

CICO的優點

1 研究為基礎

2 日常組織和行為支援

3 通過反饋獲得高比例的成人關注

4 減少問題行為

5 學校和家庭間的溝通

6 由數據來做決定

7 改進結構

8 適用於全部學校

幫助學生獲得和建立流利的適當行為。
• 由有資質的學校輔導員授課
• 提供需要協助的學生學習和練習的技能，讓他們

在學業上更有可能成功。
• 小組主題: 如何解決問題，社交技巧，健康應對策

略，衝動情緒控制



三級概要

對學生的密集支持
• 3% - 5% 的學生需要這樣額外的支援

• 針對學生需要量身訂做

• 因為學生可能長期的需求，可能成為長期支援

• 協調多項服務以支持學生的各種需求

• 可能需要進行評估以確定特定需求



學校環境中
心理健康提
供者的類型

•能夠提供基於技能的社會情感、行為和學術支持

•有Kinder到12年級教育相關的認證

•MTSS-B 計畫, 初中干預輔導員, 高中輔導員, 高中干預輔導員

有執照的學校輔導員

•能夠為 CVUSD 學生提供與健康相關的學校支持，並參與緊急心理健康相關響應

•健康服務

有證照的學校護士

•能夠進行心理教育評估以確定特殊需求

•能夠就社會發展、行為和學業困難問題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協商

有證照的學校心理醫生

•能夠提供通過評估確定的與教育相關的心理健康服務(ERHMS)
• 能夠提供通過評估確定的心理健康服務，並取決於健康保險資格 (Behavioral Health) 
•有執照的臨床社會工作者 (LCSW) 和有執照的婚姻和家庭治療師 (LMFT)
•教育相關心理健康服務 (ERMHS), BIP計畫

•行為健康, 健康服務

執業治療師



MTSS-B 干預
輔導員

有證照的學校輔導員

特別關注通過小組和個人社會情感干預支持 二級和三級的學生。

幫助學生應對社會情緒和行為緊急情況

對員工進行有關社會情感主題和支持的培訓。 例如：“基於證據的課
堂實踐”、“課堂中的正念”、“恢復性實踐”

可通過以下方式獲得支持：教師/員工推薦、家長推薦、學生自我推薦



教育相關的心理健康服務(ERMHS)

根據評估過程確定的需求，為個人化教育計劃 (IEP) 的學生提供心理健康和諮詢服務

由持照婚姻家庭治療師或持牌臨床社會工作者（行為干預顧問）提供的心理健康和諮詢服務

在學校環境中提供個人和團體諮詢服務

ERMHS 評估和最終決定的轉介基於 IEP 團隊討論



奇諾生活服務

Chino Human Services
13201 Central Avenue
2nd Floor
Chino, CA 91710
(909) 334-3259

提供輔導計劃為遇到家庭困難、自卑、社會適應問題和/或行為
困難的學齡學生提供治療和支持服務。

在 CVUSD 內就讀學校的學生可以免費獲得輔導服務。

奇諾市由有執照的治療師或實習生/助理為學校環境中的學生提
供的服務。

可以由學校工作人員或直接聯繫 Chino Human Services 轉介服務。



行為健康

聯繫方式和推薦信息 :

628-1202 x8969

https://www.chino.k12.c
a.us/Page/1010

根據評估過程確定的保險和特定學生需求，為符合資格的 CVUSD 學
生提供輔導服務

為學生和家庭提供資源和支持

由持照婚姻家庭治療師或持牌臨床社會工作者提供的服務

在學校環境和學校休息期間提供的服務



A-B Partner Talk

與合作夥伴分享今天信息的
2 或 3 個要點。



1. 繼續在高中級別建立二級支持
• 培訓學校工作人員制定和支持干預措施
• 提供額外的培訓以擴展學校員工的專業知識

2. 增加工作人員來支援全學區的心理健康服務
• K-12 學校輔導員
• 有執照的臨床社會工作者
• 有執照的 MFT

3. 與機構簽訂合同以加強三級支持
4. 取得材料和用品來支援計畫

下一步



反饋
掃描二維碼來填寫不記名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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