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和家庭接触 政策
拜伦小学
2019- 2020
修订日期: 2019 8/5 /

在支持加强学生学业成绩、 拜伦小学 接收第一编，第一部分的资金 ，因此，必须 共同 开
发 的，达成一致意见，并将其分发给家长和家庭成员，参加活动的儿童 的书面父母和家
庭接触 政策，其中包含的信息需要由第 1116 款（ b ）和（ c ）的每一个学生成功》（
ESSA ）。 该政策建立学校的期望，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并介绍了 学校如何 实施一些 具
体的父母和家庭 参与 活动，并将其纳入学校的计划提交给了当地的教育机构（ LEA ）。
拜伦小学 同意将执行下列规定中所述的 1116 节：


涉及的父母，在一个有组织的、持续的、及时的方式，在规划、审查和改进方案的标
题下，我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规划、审查和 提高 学校的家长和家庭参与 政策和
联合开发的 学校范围的方案计划根据第 1114 （ b ）， 每一个学生成功》 （ ESSA
）。



更新学校的家长和家庭的 定期接触政策，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的家长和学校，
分发给与会的儿童的父母， 使父母和家庭接触政策 提供给当地社区。



提供充分的机会，并在可行的情况下， 参与的家长提供有限的英语能力、残疾父母
，父母的移徙儿童，包括提供信息和 学校的要求提交的报告 根据第 1111 的 ESSA
在一种可以理解的和统一的格式，包括可供选择的格式提出要求，并在可行的情况
下，父母的语言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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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学校范围内的 方案计划根据第1114 （ b ） 条ESSA
不是令人满意的，参加活动的儿童的父母，提交任何父提出意见的计划时，学校将使这一计划提供给当地
的教育机构。
受以下法定定义，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并将开展的方案、活动和程序，根据这一定义，请执行以下操作
：
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意味着参加的父母在经常、双向、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涉及学生的学习和其他学校
活动，包括确保：
（一）家长发挥整体作用，协助他们的儿童的学习
（二）
我们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在学校
（三）
父母都是完全的伙伴，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包括酌情在决策和有关的谘询委员会，协助
其子女的教育问题
（四）其他活动的开展，如一节中所述的 1116 ESSA

说明学校如何实施所需的 学校的 家长和家庭参与 策略组件

联合开发
拜伦小学将采取以下措施，使家长在一个有组织的、持续的、及时的方式在规划、审查和改进标题我的方案，包
括定期举行会议的机会，如果提出要求，家长、拟订建议和参与，在适当的情况下，决定对其子女的教育，并对其
作出反应的任何这类建议，尽快 practicably 的可能。






家长也将被邀请在整个学年提供输入在标题上我的文档包括学校改进计划 (SIP)
、标题我学校范围的 计划（SWP ）、全面的本地教育机构计划（夹子），标题我预算和 1%
的家长参与的预算。
语音通知，会议将提供给父母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可以包括在学校网站、社交媒体、电子
邮件、传单、短信提醒的应用程序和/或电子方式的标注。 公告还将 张贴在学校的大堂和家庭资
源中心。
家长将有机会评价标题我的方案和提供输入的标题我调查在本年度 BES 标题我8月22日
会议上，经过父母的讲习班，并在标题我规划会议。
利益相关者将获得讲义总结如何标题我的资金将用于在年度会议上的标题我父 8/22 ／ 19
，在整个一年期间的标题我规划会议，并提出要求。
在整个学年中 ，所有的父母和照顾者将 获邀出席父母和家庭接触政策审查会议 提供投入，使父
母和家庭接触政策 可能会进行更新，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家长、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

年度会议的标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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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小学将采取以下措施进行 一次年度会议， 在方便的时候， 鼓励和邀请全体家长参加活动的儿童参加， 向
他们 介绍学校的标题，我的方案的 性质的标题我的方案中，家长的要求， 学校的家长和家庭的接触政策，在学
校范围内的计划，学校的家长协约。
父母和监护人获邀 加入我们 的8/22 １／
19 ，我们每年的标题我父的会议。 我们将讨论的父母和家庭接触政策，标题我学校范围的 计划，学校
为父协约和父母的要求。
父母和监护人将通知本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文本消息、电子签名在大楼前，职位的领导人论坛报》和
拜伦的热闹，张贴在 BES Facebook 页面和广告彩页将被送回家的学生。

通信
拜伦小学将采取以下措施，以 提供家长参与孩子的以下内容：
 及时的信息的标题我的方案
 灵活的会议次数，如会议在早晨或傍晚，和可能提供的标题我的资金、运输、幼儿或进行家访，因为这种
服务涉及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有关学校和家长的方案、会议和其他活动，将被发送给家长，参加活动的儿童在一个可以理解的和统一
的格式，包括可供选择的格式提出要求，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在一种语言的父母可以理解的：


所有儿童都将应邀出席研讨会，他们的父母。



标题我输入的会议将 安排几次，这样 ，父母可能会下降，在任何时间，全天开放。



家长教师会议将安排 之前、之后或在学校、老师的规划期。



资料标题我的方案 将交付电子邮件、网站、社会媒体、插图、 文字信息、传单和电
子标志。



将邀请家长 学校课程的车间，格鲁吉亚的卓越标准，并在每一种情况下导板区的研究报
告进行审查。



教学资源和课堂活动中提供了一个实际操作的方式，以便家长可能积极参与他们的子女
在学校的学习。



教师和工作人员还共享基准评估以及教学工具与所有父母。
一些 基于网络的工具包括 读取蛋、数学的种子，并抓住。
这些方案是结合使用，日常学习活动，而且很多都是在家中使用，以补充课堂教学。



教师 会告知父母的最佳方式与他们沟通（ Dojo App
，提醒应用程序、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或其他应用程序）。教师将应答所有消息在 24
小时。

通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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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父级紧凑型
拜伦小学将采取以下措施，共同发展，与父母的参与儿童的学校为父紧凑，概述了如何的父母，整个学校教职员
和学生会共同承担责任，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方法，使学校和家长将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帮助儿童实现了国
家的高标准。


家长被邀请参加审查学校-父协约在一年期间的标题我的文档版本的父级的会议
。



家长被邀请来 分享意见，学校-父 紧凑使用紧凑的反馈表单或 调查提供的标题
我的修订会议，

 家长可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反馈表单，如果他们不能参加第一编修订会议。

预留的资金
如果适用，拜伦小学将 采取下列行动， 涉及儿童的父母曾在第一章， A 部分学校在决定如何将 1% 的章， A
部分资金预留给父母和家庭的接触 是 花费的：



父母和监护人将邀请标题我计划会议的 学年期间， 提供输入 的标题我预留
的资金 和 1% 的家长参与保留资金．父母和监护人将邀请标题我规划会议



通过学校网站、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广告传单。 公告还将张贴在学校的大堂
和家庭资源中心．家长将有机会评价标题我的方案和提供输入的标题我调查
在本年度 BES 标题我会议 8/22 / 19



后，在父母的讲习班，并在标题我规划会议。

 利益相关者将获得讲义总结如何标题我的资金将用于在 年度会议上的标题我
父 8/22 ／ 19 ， 在整个一年期间的标题我规划会议，并提出要求。

协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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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小学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和适当的情况下，负责协调和统筹父母和家庭参与的 方案和活动与 其他联邦、州和
地方的方案，包括公共学前教育 方案，并开展其他活动，如家长资源中心,鼓励和支持父母在更充分地参与教育子
女的方式：



父母的所有传入的 kindergarteners 将获邀参加准备幼儿园研讨会 协调的幼儿园
老师， 家长将收到的信息从幼稚园教师，帮助 儿童成为学术上准备好的幼稚园
。

 前的所有 K 类从 区 daycares 获邀 参观幼儿园准备在一个月的协调下, 4月 BES
参赞和面积的 daycares 。

 5 年级学生将参加一个过渡的旅程，拜伦中学进行协调的五年级教师， BES 参
赞和房管处参赞。

 父母的 5 年级学生将被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提供资料， 过渡到中学。
能力建设是父母
拜伦小学将建立父母的能力强的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以确保有效参与的家长和支持一个结成伙伴关系的学校及
社区，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通过以下各项：
 向父母提供了一个描述和解释这一课程所使用的学校、各种形式的学术评估用于衡量学生的进度和成绩
水平极具挑战性的国家的学术水平；及
 材料和培训，帮助家长与孩子，提高孩子的成绩，如扫盲培训和使用技术 （包括教育有关的危害盗用版
权），在适当的情况下，促进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提供援助的家长，参加活动的儿童，在适当的情况下，了解主题，如下列：
 在 充满挑战的 国家的学术水平
 国家和地方学术评估， 包括备用的评估。
 我的要求， 部分的标题
 如何监视孩子的进展。
 如何与教育工作者更好 地实现 他们的孩子。



家长被邀请参加志愿工作在许多不同的方面。
每个志愿人员将被要求 完成培训研讨会提供的学校，在整个一年中每月。



一个格鲁吉亚里程碑父讲习班将提供给所有的家长，学生在第三 至第五个职系。
这次会议被安排在 3 月。
家庭资源中心每天开放给所有家长和监护人与资源（例如，小册子和书籍，帮助他们满足他们的
孩子的教育需要。
父母将被告知 标准和评估过程中的课程标题我信息会议、会议和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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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讲习班定于在整个学年。
这些讲习班将侧重于不同的学习领域：阅读、写作、数学、社会研究和/或科学。
父母将参加实践活动来模拟课堂学到的教训。 研讨会期间，家长和监护人将 获得有用的学习
技巧和活动，协助他们的孩子取得的学术成就。
父母将获得有关学生的阅读蛋、数学种子和/或掌握。
这将使家长能够监测进展情况，他们的孩子。
家长也将有机会获得父母的门户网站，这是他们对我的使用显示器测试得分和等级。

能力建设是父母续

父母将被邀请参加讲习班在整个一年中：
i.
年度会议的标题我 -8/22 / 2019
ii.
课程夜 -9/5 / 2019
iii. -9/24 父门户研讨会/ 2019
iv.
义工培训研讨会-待定
v.
互联网安全问题讲习班 -2/6 / 2020
vi.
ELA 讲习班 -10/17 / 2019
vii.
数学研讨会 -11/7 / 2019
viii.
社会研究科学讲习班和研讨会-1/21 / 2020
ix. GA 里程碑讲习班 -3/17 / 2020
x. ESOL 研讨会-待定
xi. 准备幼儿园研讨会 -4/23 / 2020
标题我的文件修订会议-待定

能力建设的学校教职员
拜伦小学将提供培训，教育教学的教师、专门的技术支持人员、校长和其他 学校领导和其他 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家长,在价值和效用的贡献的家长， 并 在如何接触、沟通，并与家长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实施和协调的父级的
方案，并建立联系，在家长和学校的人：


教师培训：家庭服务专家将提供培训的教员和工作人员在整个一年 来帮助进行有效的沟
通，与父母和家庭。 家庭参与专家将 redeliver
信息学在区会议，以帮助进行有效的沟通，与父母和家庭。

拜伦小学将提供其他合理的支持父母和家庭参与 活动根据第 1116 作为家长可能请求的方式：



功课讲习班 -11/12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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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父门户研讨会 / 2019
义工培训- 待定
学校管治团队会议- 待定
动力输出轴的会议- 待定



酌情决定的学校的家长和家庭参与策略组件

□ 让家长在开发培训的教师、校长、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改善的效果，培训。
□ 提供必要的扫盲培训，我的父母从标题中，一部分的资金如果学校已用尽了所有其他合理可用的经费
来源，培训。
□ 薪酬是合理和必要的费用与当地的父母和家庭参与的活动，其中包括运输费和保育费，让家长参与学
校有关的会议和培训。
X 培训 ，提高家长的参与 ，其他家长。
□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父母和家庭从事和参与其子女的教育，学校安排会议，在不同的时间或行为的
首页会议与 教师或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直接与参加活动的儿童 和 父母都无法出席会议的学校。
X 采纳和实施模型的方法，从而提高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 建立一个districtwide
父咨询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有关的所有事项向父母和家庭参与 第一编，第一部分的一个方案。
X 拟订 适当的角色，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和企业，包括基于信仰的组织，在 父母和家庭的参与 活动。











Fort 谷州立大学学生的志愿人员在整个一年中，以帮助学生读数。
拜伦扶轮社与 BES 提供 新书到库中。
在拜伦卫理公会的合作伙伴提供的 BE ，确保学生具备必要的学习用品和制服。
阅读哽咽与 BES 鼓励学生阅读。
GA 的Bobs 与 BES 促进精神之夜。家庭的BES 可以享用晚餐、进行社交活动。
教师和工作人员将会与家长的会议请求时，父母。
父母都是选举产生的，以当地的学校的管理团队，并将与行政部门在开发培训的教师、校长和工作
人员。会议将在每月在整个一年，以及每月 LSGT 的培训。
父母都是选举产生的BE 的动力输出轴，并将与政府提供的学校与教育软件和材料。
教师和工作人员将恭敬地回答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留言 24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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