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pr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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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interpretación en inglés y 

español está disponible

Si gusta escuchar esta presentación 

en Español, seleccione el icono del 

mundo en la parte inferior de su 

pantalla y seleccione “Spanish”.

Interpretation in Mandarin is 

available-If you would like to listen 

to this presentation in Mandarin, 

select the world icon at the bottom 

of your screen and select 

“Mandarin".

中文解釋是可用的-如果你想聽這個演示

文稿在中文，選擇世界圖示在你的螢幕
底部，並選擇「中文」。



2021-2022

地方控制和問責計劃
(LCAP)
奇諾谷聯合學區

LCAP 諮詢委員會會議
1/25/2022 2



會議規範和禮節

• 使用聊天框發表評論和提問

• 讓學生的學習成為焦點

• 假設他人的最佳意圖

• 尊重參與

• 準時開始和結束

• 讓自己保持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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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的目標

• 接收有關以下方面的更多信息：GATE、學生課程和通用核
心材料

• 接收 LCAP 目標 2 信息

• 接收 LCAP 目標 3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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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 LCAP目標

目標 1

學習條件
目標 2

參與
目標 3

學生成果

州政府優先目標1, 2, 4, 7 & 8 州政府優先目標3, 5, & 6 州政府優先目標4 & 8

為所有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
學習環境。

學生、家長、家庭和教職員工與
學校保持聯繫並參與其中，以確
保學生取得成功。

所有學生都為畢業後的大學和職
業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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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4: 通用核心教材，特殊教育

更多資訊 –

• SDC 中度/重度計劃的早期掃盲計劃
• MEville to WEville以課程目標、主題相關詞彙、字母和押韻課程為特色

• 中度/重度計劃的數學干預計劃
• Equals 數學

• 成人過渡計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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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行動 8: 學生課程

• 保證所有課程都更新並符合要求，以滿足大學和職業準備
• 確保所有高中的現有課程和新課程為學生的大學和職業生涯做好
準備

• 審查總日程表，與輔導員和站點管理員會面，以確保學生有盡可
能多的機會參加所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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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Goal 1, Action 9: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GATE)
More Information –

• Universal Screening in Grade 2

• Referral screening in Grades 3-8 

• Funding provided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 Provide differentiated opportunities to GATE identified students

o During the school day

o Before/after school opportunities

•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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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學區 LCAP 目標

目標 1

學習條件
目標 2

參與
目標 3

學生成果

州政府優先目標 1, 2, 4, 7 & 8 州政府優先目標 3, 5, & 6 州政府優先目標 4 & 8

所有學生提供高質量的教學和學
習環境。

學生、家長、家庭和教職員工與
學校保持聯繫並參與其中，以確
保學生取得成功。

所有學生都為畢業後的大學和職
業做好了準備。

9



10

停止此操作

為我提供更多信息
Hmm . . .

我們應該對此操作進行更改。 查看燈泡建議. Change

繼續操作Go

在每個行動的呈現之後，您將被要求將其放在海報上的一個
類別中。這將有助於我們為未來的會議制定討論。



新的想法

• 您今天的討論中是否有任何我們應該將其視為新想法的內

容？

• 您是否希望學區研究或探索實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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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聊天室中提出新的想法或您對某項操作有任何疑問



自我反省

12

Aha!!!

Connected with.....

Didn't quite understand



2

學生、家長、家庭和教職員工與學校保持聯
繫並參與其中，以確保學生取得成功。

州政府優先目
標3, 5, & 6

2020-21 年行動和服務重點

HOPE 資源中心 健康診所 出席率很重要! 助養青年的支援

✓ 服務646個家庭

✓ 1553個家庭使用
Care Closet

✓ 11個無家可歸學生得
到補習服務

✓ TYKES為60位家長服務

✓ 聯絡685 位病人

✓ 施打1,052個疫苗

✓ 提供1928個診所服務

✓ 家長調查 99% 的服務
在 1-5 的評分範圍內為
5

✓ Attendance 
Counts! 標語

✓ 模範學校出勤審查委員
會(SARB)

✓ 65 SARB 聽證會

✓ 1,300+ 家庭參訪

✓ 140 名寄養青年輔導員
的工作量

✓ Boys Republic共服務
123名學生

✓ 18 名學生獲得學費減
免

✓ 6名學生進入大學



A組
州政府優先目

標
3,5,&6

行動和服務的亮點

Health Services Academic 

Supports

Mental Health 

Supports

Transportation Family                                           
Engagement

Student 

Connectedness 

and Student 

Supports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Alternative 

Programs

Safe School 

Ambassadors

For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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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
州政府優先目
標4 & 8

Highlight of Actions and Services                                                                                            

Academic Supports

College and Career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3

15

Alternative 

Programs

English Learner 

Supports 



88%
7-11 年級從未嘗試過吸電子煙的學生

百分比(2021-22)

5 年級 90% 的人表示吸電子煙很糟糕
(2021-22)

California Healthy Kids Survey

93.2%
2020-2021 年畢業的學生百分比

95.6%
2020-2021年年終出勤率

9.3%
2020-2021 年長期缺勤學生的百分比

目標 2 指標–行動: 1, 2-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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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 & 3: 無家可歸的援助

目標 2-

行動 8: McKinney Vento資助計畫 $199,473

行動 13: HOPE中心資源 $753,757 ($203,757 Tykes)

目標 3-

行動 2: 課後輔導 $100,000 (Foster and 

McKinney-V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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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30

重點:
• 1451 McKinney-Vento 學生確認
• McKinney-Vento 資助社工支援個案經理、學生和家庭

• 為 267 個家庭提供案例管理
• HOPE 計畫協助646個家庭/1092名學生

• Medi-Cal、Calfresh、Calworks、心理健康、食品資源、醫療保健和租賃援助的推薦
• Tykes 計畫為 60 個家庭遠程提供家庭支持和早期教育計劃



目標 2: 健康服務
行動 1: 加州兒童健康問卷 $7076

行動 3: MTSS-B $1,766,553

行動 11: 在校服務 $4,197,957 

行動 12: CVUSD健康中心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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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1,586
重點:
• CHKS 問卷在2021 十二月完成

• 6820 名學生 (6-9年級) 通過遠程學習參加預防課程
• MTSS-B 服務

• 605個健康思維課程，側重於壓力管理和應對技巧
• 164個指導課程
• 365個學生接受小組輔導

• 在校服務 (護士與 健康技術員)

• 410 教室和個人護理計劃
• 160名工作人員接受過藥物管理/醫療保健程序培訓
• COVID 接觸者追蹤和監控
• CVUSD 健康中心
• 為1052名學生接種疫苗和1928次診所服務
• 員工COVID 測試



目標 2: 學生聯繫

行動 4: Buena Vista 嬰幼兒中心 $ 1,036,575

行動 17: Chino Human Services $ 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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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575
重點:

• 幼兒工作人員遠程支援父母和幼兒
• 每週提供適合發展的活動和材料

• 為家長提供有關測試站點、食品銀行、可利用的托兒設施、輔導、經濟援助、過渡性住房、水電挖
瓦斯費用補助、網路幫助和就業的資源。

• Chino Human Services 遠程提供個人諮詢服務 :

• 236 青少年Teens (7-12)

• 120 兒童 (K-6)



目標2: 3級心理健康支援

行動 7: 自殺預防宣導 $10,000

行動 9: 心理健康服務（執照治療師） $1,178,264

行動 20: 強化學生支援 $1,15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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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991
重點:
• 2021 年 9 月 22 日，通過 Zoom 為 Magnolia 初中和 2022 年 2 月 9 日為 Townsend 初中社區舉辦了
預防自殺培訓。

• 目前，五名治療師被分配通過他們的 IEP 支持 115 名需要教育相關心理健康支持 (ERMHS) 的學生。
• 兩名醫學協會認證行為分析師 (BCBA) 以及六名行為助手團隊為本學年提供了以下支持：

• 通過 IEP 為 52 名學生提供強化行為支持。
• 提供教職員270小時直接支援。
• 為教師和其他工作人員進行了 45 次培訓。



目標 2, 行動 26: 家長/監護人信息論壇

通訊部將針對如何識別自殺警告信號以立即採取行動以確保我們的青少年安全的
方法等議題，與家長/監護人學校和社區舉辦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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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重點:
• 第一次自殺預防宣導會議在9/21/2022於Zoom網路會議舉行。
• 即將舉行的預防自殺宣導會議定於下午 2/9/2022，通過 Zoom舉行。
• 會議將提供翻譯服務。



目標 2, 行動 14: 交通

學區將繼續補貼主要針對符合條件的未重複學生的回家到學校的交通費用，以促進
提高學生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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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141

重點:

• 持續的家到學校/學校到家的交通服務將確保學生按時安全到達學校，從而滿足他們的教育需求，並減
少曠課。

• 學區將繼續招聘、聘用和培訓合格的校車司機，並及時填補司機職位空缺。
• 學區將與家庭就定期出勤的重要性進行溝通。



新的想法

• 您今天的討論中是否有任何我們應該將其視為新想法的內

容？

• 您是否希望學區研究或探索實施的想法？

23

請在聊天室中提出新的想法或您對某項操作有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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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此操作

為我提供更多信息
Hmm . . .

我們應該對此操作進行更改。 查看燈泡建議. Change

繼續操作Go

在每個行動的呈現之後，您將被要求將其放在海報上的一個
類別中。這將有助於我們為未來的會議制定討論。



B組
州政府優先目

標
3,5,&6

行動和服務的亮點

Health Services Academic 

Supports

Mental Health 

Supports

Transportation Family                                           
Engagement

Student 

Connectedness 

and Student 

Supports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Alternative 

Programs

Safe School 

Ambassadors

Foru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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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

State 

Priorities 

4 & 8
Highlight of Actions and Services                                                                                            

Academic Supports

College and Career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3

26

Alternative 

Programs

English Learner 

Supports 



未達到或超過 ELA ESA 

的學生百分比

學區: 42%

EL: 85.6%

SWD: 76.6%
無家可歸: 59.5%

FY: 68%

47.5%
“準備好”的高中生百

分比

未達到或超過數學 ESA 
的學生百分比

學區: 54.4%

EL: 76.3%

SWD: 81.6%

無家可歸: 66%

FY: 76.1%

達到 A-G 要求的高中生
百分比

學區: 89.4%

EL: 29.9%

SED: 40%

FY: 2.7%

目標 3 指標

27Baseline Metric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2020-21



目標 2 & 3: 替代方案
目標 2 –

行動 6: K-12補充教育 $406,334

行動 10: 週六學校 $34,514

行動 15: 社區日間學校 $650,147

目標 3-

行動 3：另類教育顧問 $15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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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657

重點:
• 補償教師暑期學校，干預（K-8）的費用，這可能發生在課前和課後。這些資金還包括我們每年進行 4 

次的信用恢復計劃和冬季課程/春季課程的費用。
• 啟動成本，以補償教師在周六上課以重新獲得出勤率。
• 這是針對教師、教學助理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基於站點的預算。



目標 2, 行動 5: Boys Republic

學區將提供教育計劃並為法院指定的9-12年級學生維持Boys Republic School for 
Foster Youth。男孩共和國寄養青年學校法院指定的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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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226
重點:

• 所有科目的人員預算；數學、科學、社會科學和語言藝術。
• 行政人員的人員經費和預算；書籍用品、電腦和輔助材料，以支援課堂。



目標 2 & 3: 學術支援
目標 2 –

行動 2: 高中干預輔導員 $514,704

目標 3-

行動 1:MTSS-A $4,025,438

行動 6: A-G 升學 $0

行動 7: AVID $380,000

行動 10: HS成績單審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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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142

重點:

• 小學和初中的干預教師利用基於研究的干預計劃來針對特定的缺陷
• 干預顧問為最需要學術干預的學生增加了另一層支援
• 所有學生都有多種方式來滿足被稱為“A-G”準備的 UC/CSU 招生的嚴格標準
• 通過個人決定取得成就 (AVID) 為第一代大學生提供滿足四年大學資格所需的支持



目標 3: 大學 & 就職準備

行動 4: 大學入學和準備 $0

行動 5: 大學宣導 $31,000

行動 8: 就職中心 $221,805

行動 9: 大學學分 $5,000

行動 11: 先進的安置 $2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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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805

重點:
• 所有高中校園的職業中心，提供大學參觀、午餐時間大學招聘人員、簡歷幫助、職業盤點。
• 職業日活動
• 來自當地行業、社區學院和大學的演講嘉賓
• 連接奇諾谷商會進行職業探索和體驗



新的想法

• 您今天的討論中是否有任何我們應該將其視為新想法的內

容？

• 您是否希望學區研究或探索實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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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聊天室中提出新的想法或您對某項操作有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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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此操作

為我提供更多信息
Hmm . . .

我們應該對此操作進行更改。 查看燈泡建議. Change

繼續操作Go

在每個行動的呈現之後，您將被要求將其放在海報上的一個
類別中。這將有助於我們為未來的會議制定討論。



C組
州政府優先目

標
3,5,&6

行動和服務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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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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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Connectedness 

and Student 

Supports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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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C組

州政府優先目
標

3,5,&6

4 & 8行動和服務的亮點

Academic Supports

College and Career

Homeless & Foster Supports

3

35

Alternative 

Programs

English Learner 

Supports 



0.4%
2020-2021年停學率

0%
2020-2021 年開除率

2020-2021 年輟學率

0.39%
中學

4.28%
高中

目標2 指標: 行動15-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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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鼓勵家庭做志願者

66%

74%
家庭被告知學校贊助的活動，
例如輔導、課後活動和學生表演。 71%

學校尊重和重視

家庭提供的意見

這所學校為符合條件的學
生提供有關計劃和服務的
信息，例如 GATE、特殊
教育和英語學習者

60%84%
鼓勵家庭參加學校贊助的活動，
例如返校之夜、家長會或大學之夜

目標2 指標: 行動 22-26

37Baseline Metric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2020-21



58.1%
加州儀表板上的 ELPI

指標取得進展的
英語學習者百分比
（2019 年）

20.2%
2020-21 年重新分類的
英語學習者百分比

2020-21 學年
長期英語學習者 (LTELS) 

的學生百分比

9.7%

目標 3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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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 & 3: 助養青年服務

行動 16: 助養青年顧問和專員 $234,280

行動 2:課後輔導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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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80

重點:
• 在助養青年入學後馬上分配專門協助助養青年的輔導員來支援情感和學術上
需要。

• 持續為助養青年做課後輔導。



行動 18: 其他糾正方法

學生支持服務部將每年向學校管理人員提供有關“其他糾正方式”的專業發展，以
降低停學和開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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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Grants

$0

重點:

• 學生支持服務將提供關於停學和開除的 PD（專業發展）。
• 學生支持服務辦公室將與學校管理員合作，監控停學情況，並支持學校尋找
實施“其他糾正方式”的方法。



目標 3: 英語學習者支援

行動 12: 支持英語學習者的專業發展 $150,000

行動 13: 訪問和公平協調員 $164,083

行動 14: 英語學習者支持和語言習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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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83

重點:
• PD 來支援老師
• 監督 EL 進度、計劃安排、合規項目和評估的協調員
• 協調 EL 學校協調員，因為他們審查主計劃並監控指定和集成 ELD 的實施。



目標 2: 家庭參與

行動 22: 校園品質問卷 $40,000

行動 23: 家庭參與中心 $200,000

行動 24: 學生會 $0

行動 25: 雙語翻譯服務 $53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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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621

重點:
• K12 Insight -家長、教職員工和學生學校質量調查結果
• 家長和家庭參與協調員以及支持家長參與的資源
• 期望所有學校都有 SSC 和 ELAC，學區將有 DELAC 

• Bilingual Typist Clerks for all sites with 14% or more EL students in order to support 
parent communication. 為所有擁有 14% 或更多 EL 學生的學校提供雙語行政文員，以支援
家長溝通。



目標 2, 行動 19: 學校安全大使計畫

風險管理部將繼續反霸凌預防計劃（例如學校安全大使計劃），以減少 CVUSD 

校園霸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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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00

重點:
• 所有小學和中學都將參加，某些高中
• 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教學生如何預防和停止霸凌
• 教師培訓學生成為大使，在課間休息期間使用策略來分散事件並倡導校園安全
• 利用培訓員-培訓培訓員的模式來訓練老師和學生，同時支付加班時間，課程教材費用。



新的想法

• 您今天的討論中是否有任何我們應該將其
視為新想法的內容？

• 您是否希望學區研究或探索實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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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聊天室中提出新的想法或您對某項操作有任何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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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此操作

為我提供更多信息
Hmm . . .

我們應該對此操作進行更改。 查看燈泡建議. Change

繼續操作Go

在每個行動的呈現之後，您將被要求將其放在海報上的一個
類別中。這將有助於我們為未來的會議制定討論。



下一步

• LCAP 會議 2/15，地點另外通知。

• 如果還沒有，請完成家長問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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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收到來自這個信箱的郵件嗎?: west@k12insight.com?

請填寫家長問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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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est@k12insight.com


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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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和
QR碼

Thank you for your valuable input! 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