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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DELAC)

  来自：San Leandro 联合学区 (SLUSD)

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主题：SLUSD 对地方控制和问责计划 (LCAP) 2022-2023 的回应 DELAC

  DELAC   对目标 1的建议：参与、教育、赋权——高质量、普
及学习

San Leandro联合学区的回应

更多英语帮助，暑期学校支持 我们正在扩大暑期学校，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服务和辅导支持。请

参阅 LCAP 行动项目 1.19 对残疾学生的有针对性的支持和 2.15

毕业和大学准备辅导

为双重身份的特殊教育和英语学习者(EL) 学生提供更多
支持

该建议在以下 LCAP 行动项目中得到解决：

1.8 支持学生的数学领导和支持模式在特殊教育中

1.9 为特殊教育辅助教育工作者增加专注的专业发展时间

1.11為 TK-12 教師提供綜合和指定英语发展 ( ELD) 的專業發展

(PD) 和輔導，並聘請英語學習專家與跨內容領域的教師就綜合
ELD 教學策略進行合作
1.12 雇用多语言辅助教育工作者提供小组和个性化支持，并与

教师合作制定综合 ELD 教学策略

中学数学干预 该建议在以下 LCAP 行动项目中得到解决：

1.7 加强数学教学策略的专业学习和协作专注于英语学习者和其

他不重复的学生。采用和实施 HS 数学课程。

1.8 差异化的课程和数学学习平台，以支持英语学习者和其他不

重复的学生。

额外辅导 这是 LCAP 行动项目 1.24 替代和扩展学习机会，1.25 加强我们

的多层次综合干预支持系统的实施，2.15 毕业和大学准备辅

导。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hj6t2rEwsrD7MdYac-hVwuXpnKyX8Nl-XHzDL7SwjA/edit?usp=sharing


继续和扩大阅读学院 (reading academy) 我们将继续开设阅读学院（针对 1-3 年级的初级课程），并在项

目 1.24 替代和扩大学习机会中扩大在此期间的干预（对于在课

后计划但没有在阅读学院的学生）。

课后学术计划和课程 这在 LCAP 行动项目 1.24 替代和扩展学习机会中。此外，SLUSD

还通过州政府的“扩大学习机会计划”拨款获得了资金，这将允许

将当前的男女童会( Boys and Girls Club) 运营的课后服务扩展到

所有小学和初中地点。

DELAC   对 目标 2 的建议：通过大学和职业准备实现教育公平
– TK-12 职业和大学规划

San Leandro 联合  学区的回应

继续为学生提供大学和职业机会：分享地区职业计划( ROP)

信息
我们正在增加 LCAP 行动项目 2.6 的资金这将为学生提供在

Eden地区职业中心获得高质量地区职业技术计划的机会。这

些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与教育合作伙伴共享。

举办额外的研讨会，以便家长了解 AG 和大学 LCAP 行动项目 2.11 和 2.12 将资助大学和职业计划协调员/

顾问，他们将为家庭和学生协调三种语言的研讨会，并提供

与家庭的 1:1 约见。



初中和高中的新移民支持 該建議在 LCAP 行動項目中得到解決
1.11 英語學習專家
我們還將繼續 LCAP 行動項目 2.23，通過對學生和家庭的全
面支持，繼續為英語學習者實施新移民途徑 (newcomer

pathways)。

帮助家长和学生获得大学奖学金 LCAP 行动项目 2.11 和 2.12 将为大学和职业计划协调员/顾

问提供资金，该协调员/顾问将为家庭和学生协调三种语言

的研讨会，并提供与家庭的 1:1 预约。

就如何支持学生，尤其是新移民 LCAP 行动项目 2.22、2.23 和 2.24 对教师进行培训，将继续

为支持双语沉浸、新移民计划和长期英语学习者的所有员工

的专业发展提供资金。

为学生午餐提供多种更健康的食物选择 我们将对 LCAP (2.31)  进行此项补充，因为它与我们的食品



服务部门接受培训有关，支持健康的午餐环境，并针对学生

的偏好进行外展，以提供健康的选择。请注意，这是通过与

LCAP 无关的食品服务和资金来实现的，因此您不会在 LCAP

中看到与该项目相关的美元。

DELAC   对目标 4 的建议：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多元化、平等和
包容——牢固的互惠关系

San Leandro 联合  学区的回应

为学生和家庭 我们将继续通过 LCAP 行动项目 1.28 扩大中学辅导中学干预

顾问。我们正在通过 LCAP 行动项目 2.35 扩大心理健康专家

/实习生和计划来增加心理健康服务，包括家庭咨询。

让家长了解有关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资源 学区和学校网站上的信息将继续更新和增强：

https://www.slusd.us/families-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

port/

学区和学校网站将继续分享在家长广场 ( ParentSquare) 上提

供的心理健康和健康支持机会。

继续使用家长广场 ( Parent Square) 与家庭进行清晰有效的全学区沟通, 列出 ParentSquare 购买

和维护。

支持特殊教育和英语学习者 (EL) 双重需求 请参阅目标 1。此外，我们正在使用其他资金来源，增加一名

具有特殊教育培训/证书的指导教练，以帮助支持员工满足

残疾学生的需求，同时还与英语语言学习者计划中的资源和

工作人员建立联系。

像咖啡聊天这样的特定会议，以关注这些特定学生 这是 LCAP 行动项目 4.6 家庭领导小组，关注特殊群体中的

学生（即低收入学生、英语学习者、寄养青年、无家可归

(McKinney-Vento) 等.) 和 4.10 家庭宣传小组，为全区历史上被

边缘化的社区建立家庭代理小组，并在每个学校设有卫星小

组。

https://www.slusd.us/families-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port/
https://www.slusd.us/families-community/health-wellness-and-support/


提供诸如智能学校 (School Smarts) 和优质教育家长学院

(PIQE) 等计划

LCAP 关于家长参与的行动项目 4.1 为员工提供资源谁进行

智能学校培训和/或与优质教育家长学院 等组织签订合同。

我们还将检查每所学校的学生成就计划 ( SPSA)，看看他们是

否有提到的智能学校、优质教育家长学院 或同等计划。 我们

还为那些在学校领导职位。通过加州双语教育协会 (CABE) 等

会议为家长提供的当地专业发展参与。

办公室工作人员培训关于如何最好地支持新移民家庭或不懂

学校系统或英语的人。

该培训将通过 LCAP 行动项目 3.2 通过客户服务类型培训和

3.4 文化能力培训提供优质服务来提供。

DELAC   对目标 5 的建议：环境和技术公平 – 为所有人提供最
佳学习环境

San Leandro 联合  学区的回应

午餐时间所有学校的遮荫建設 这包括在我们的債券 (Bond) 工作中。作为題案Measure J1 的

一部分，在 Jefferson 安装了一个新的遮荫建設。学区计划在

今年夏天根据 N 措施在其他七个小学的食堂附近安装遮荫

建設。此外，学区计划在 2023-24 学年在两所初中安装遮荫

建設。

继续为家庭提供科技 支持 我们将继续通过 LCAP 行动项目 5.10 为学生和家庭提

供科技支持选项。

6-8 年级的学校过街警卫 作为我们学校安全计划的一部分，学区正在研究所有学校的

接送区并增加交叉警卫。这不会通过 LCAP 相关资金发生，

但我们将通过 Bond/Measure M 更新向您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