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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認為我們

學生的家長

和監護人是構成

洛杉磯聯合學區

(LAUSD) 家庭整 體中的一部

分。我們永遠需要你們的支持和

幫助，在好時光如此，而特別在

這段財務艱難時光亦是如此。
你們能做些什麼呢？你們可以有

許多方法能夠幫助學生和學區。請

確保孩子每天來校並早些或者準時

到學校，作好上課準備，留在學校

直至放學。放學後，要確保你孩子

完成家庭作業和其它所有作業。

特別在這段深入削減預算時期你

們能做些什麼呢？當孩子從學校回

到家裡並關心教師的解聘時，家長

和監護人們，請讓他們安心。不論

預算危機會變得多麼差，每個教室

來自

總監Ramon C. Cortines
的信息

第13期，第3號 • 2009年夏季

洛杉磯聯合學區第十三屆

家長高峰會主旨講員Ma
ry Bacon博士宣稱：“你們

不能將孩子放置在幼稚園，然

後就期待那個孩子在十三年後

自動地畢業。”
“家長們可以也必須成為他們孩子接

受教育中的平等夥伴。”那是於4月25

日在洛杉磯會議中心舉行的2009年家長

高峰會向與會五千個人的行動呼籲。該

次大會和資訊科技展 (InfoTech)

聯合召開，在該年度科技陳列中，學生

電腦精英及其妙技都向公眾顯示。

該高峰會是美國同類家長大會中最大

的一個，它吸引了教育專家、學區最高

領導和幾千名家長來到研討會、進行交

流會話和獲取資訊，這些都是為加強他

們在支援所有孩子學業成就以及成功未

來中的角色。洛杉磯聯合學區總監Ram

on Cortines說這次大會“在這些困

難時期看到如此之多獻身家長是令人鼓

舞的。”家長協作主席 Mary Johnson

許諾說：“是的，我們能夠作出我們孩

子應得的改變，通過學習來強化自

己。”

對Jose Sandoval而言，這是他第三次

參加家長高峰會。他的孩子在Gompers

初中和Figueroa小學上學，他解釋說：

“他們一直對我幫助孩子予以協助，亦

幫助我在學校擔任領導工作。” 他報

告說：“在今天早上的研習班我學會了

如何幫助解決數學問題。”研討會提供

“是的，我們能夠 – 為了我們的孩子”
是2009年家長高峰會上的戰斗口號

洛杉磯聯合學區(LAUSD) 家長充滿在家長高峰會提供的研習班中。在和教育委員會交談時，家長們排隊
(插圖) 向教育委員會委員提問。

請閱第二頁，家長高峰會2009 請閱第九頁，信息

無論預算危機多麼嚴峻
，每個教室裡都會有一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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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健康飲食至安全使用國際網絡等25

個之多的主題。和過去幾屆相比，這次

大會一項令人矚目的改變就是研習班中

的專注和參加人數。高峰會主席Herlind

a Donis報告說：“許多評估都要我們

讓時間長一些。而大多數研習班都完全

擠滿了人。”

Century Park學校家長Elaine Green在

形容教育孩子閱讀的研習班時，她說：

“我得到那麼好的資訊。”在和教育

委員會委員交談的研討會上，排著長

隊的家長們要Monica Garcia、Julie

Korenstein和Richard Vladovic保護教師不

會受到解聘，並保留有效的學校計劃。

洛杉磯聯合學區LAUSD)

幾位家長因傑出義務服務而接受年度Th

eodore Alexander獎。他們是Sylvia

Sosa、Herlinda Donis、Diane

Evans、Bertha Rios和Irma Munoz.。

2009年家長高峰會
“是的，我們能夠 – 為了我們的孩子”續自第一頁

Sylvia Sosa, Irma Munoz, Bertha 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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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sworth 高中家長中心主任Sheri

Osborne 預言：“我們必須注意。

我們家長最關注的事是教師的解僱。

在暑假期間會作出一些改變。我們在九

月份回校時可能會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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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面對危機加緊步伐

沒有問題，新學年將和過

去近幾年記憶中洛杉磯

聯合學區的任何學年相似。預

算危機持續變差：在預計未來

兩年短缺13億元之外，在七月

一日前必須有額外的1.31億元
，加上在下學年必須外加至少

1.42億元。學校領導把它稱之

為“破壞性的”。
家長們參加在處理這場財政危機

的努力之中。長期家長領導Bill

Ring說： “我們必須做監督者。

我們不能只是把孩子放到學校而期

待出現最好的。家長們應當詢問在

他們自己的學校裡如何使用資金，

並在這些議題上採取領導立場。”

在洛杉磯聯合學區一些學校裡，家

長們加緊步伐來幫助保護他們孩子

的教育。

· 洛杉磯聯合學區的校內理事會

(School Site Councils) – 它由

家長、教師、學生和教職員工

組成 – 決定買回可能被辭退

的 2409個教師職位和106個輔

導員職位。

· 在San Fernando 谷一些學校，

家長們籌款來為保留體育教練

職位付款。

· 在Tarzana小學，家長們簽約來

填寫一份時間表以幫助教師們

處理擴大後班級的額外工作。

· Burroughs 初中在六個星期裡

召 開了八次家長會議，這

樣家長們可以學到更多有關

危機的考量，從而他們可以

保護因為州財政危機而被犧

牲的唯一計 劃。

動員家長行動

有差不多200名家長和社區領袖們參加地方學區3的論壇來

討論如何能夠對他們學校作出改變施加影響。

協助組織該次活動的Mar Vista家長Kate Anderson報告說：“會上發洩了許

多不滿，每個人都同意家長們必須以更具體的形式來參與其中。例如學習

有關教育法規 (Educational Code)、關注學校教育委員會並在會上發言，並

且讓州立法委員們聽到自己的聲音。”學校教育委員會委員Marlene

Canter敦促家長們行動起來對教育法規做些改變，例如使用類別資金的嚴

格規定。她提供了一個例子，她解釋說：“當高天分與才能教育計劃

(GATE) 資金分派下來後卻沒有使用，該資金就必須原封不動地歸還

給州政府。處於像這樣一個危機時期，學校應當可以將該資金用於其它需

要之處。”論壇參加者的一致意見是家長的活動能力和意見不能停息；這

個議題實在太具關鍵性了。題為“持續對話”的另一次會議將在七月重開

。願意參加者可以通過網址：kate.anderson@marvista.org來取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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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單你們的意見有價值

，如果沒有你們的意見

，學校新成績單就不會如此有

用。
洛杉磯聯合學區想要知道家長對他們

孩子所在學校的想法。一份全學區調查

表向他們詢問有關許多有關學校問題的

意見，這些問題涉及教學素質至校園安

全直到家長參與。回答將會登載在2010

年1月發出的學校成績單上。

第一次年度調查表已經發給家長、學

生和教師來填寫。洛杉磯聯合學區學校

成績單小組的Sam Gilstrap說：“它將會

提供一幅每所學校表現的圖畫。這幅圖

畫會顯示出哪些地方需要改進，得到鼓

勵和改變。”家長們可以參加回答一些

問題，例如你學校對家長的歡迎度如何

、家長在校內如何與教師、員工以及其

他家長相互交往，以及家庭和學校的溝

通有多好。

在Lankershim小學，家長Jenny

Zelada說：“所有家長都必須參加。”給

小學學生家長的調查表在五月份讓孩子

送達家裡。大約50%初中和高中學生通

過郵寄收到他們的調查表。想要將他們

的意見通過電腦表達的家長可以使用互

聯網。所有回答都會得到保密。

洛杉磯聯合學區總監Ramon

Cortines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讓家長可

以就我們對學校表現的看法發表自己的

看法。研究顯示當家長在他們孩子教育

上作為積極的一部分時，孩子就會做得

更好。Maclay初中家長Gus Aranda將成績

單稱之為“，如果家長實事求是，同時

學區也關注結果的話，這就是一個好想

法。”

在七月和八月將會召開一系列和家長

以及其他有利害關係人士的會議，會上

會談論調查表的回饋和如何將它們用於

學校和家庭。

在調查表送達大多數洛杉磯聯合學區家長之前，地方學區2
的家長社區顧問理事會成員在一起學習調查表。

如想要知道更多信息並在下述
網址上填寫調查表：

http://www.reportcard.lausd.net

你可以在所收到的調查表上找到
網上填寫調查表的密碼。如果你

沒有密碼，請上網至
reportcard@lausd.net

和我們聯繫。

讓我們知道你孩子在哪所學校上
學，而我們就會在48小時內向你

提供密碼。

洛杉磯聯合學區想要

知道家長們對他們孩

子學校的想法。……

這些回饋將會用於在

2010年1月公佈的2008-

09學年成績單上。

價值！你們的意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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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Sereno 家長們
收到免費電腦

250多個El Sereno

初中家庭現在都有了電腦，

這是為改進接受服務不夠學生的

學業成就而建立學習資源全國計

劃的一部分。

El Sereno 初中六

年級學生家長收到來

自電腦為青少年

(CFY) 的免費電腦。

那是一個提供設備、

軟件和培訓的非營利

機構。這樣家長和學

生就可以有他們自己

的“家庭學習中心”。

經過密集評估程

序而選中El Sereno 初中。電腦為青少年

(CFY) 主任Emily Simas解釋說：“學校和

家長們必須一起共享同一展望，那就是對

家長和孩子們來說六年級是一個重要時刻

，大家在一起共同努力，並且願意為學生

的學習而參加研習班來學習如何最好地使

用科技。那就選中了El Sereno

初中。”

受益者 – 學生和家長 – 在週

末研習班上學習電腦和裝入的14個

不同軟件如何工作。向電腦為青

少年 (CFY)

寫申請書的

Doug Franklin副校長

說：“軟件包括英

語語文科至物理不

等。孩子們忘記了

自己是在學習，因

為充滿了娛樂。而

它成了高品質時

間，因為家長和孩

子在一起工作。”

Marisol Enriquez是其中一位從電腦為

青少年 (CFY) 計劃中得益的家長。

她說在她家中的新學習中心十分忙碌。她

說：“我真是十分高興能參加這樣一個詳

學校和家長們必須一起共享同

一展望，那就是對家長和孩子

們來說六年級是是一個重要時

刻，大家在一起共同努力，並

且願意為學生的學習而參加研

習班來學習如何最好地使用科

技……”

電腦為青少年 (CFY) 主任Emily Simas

盡的研習班。我在家中也使用電腦。但是

在我們新電腦中的學業軟件卻是不同。這

項培訓真是好。”

就El Sereno 初中而言。這只是一個開

始。電腦為青少年 (CFY) 計劃提供一個

三年計劃，每年都向六年級家庭提供免費

電腦。Franklin先生說：“至2011年，我們

整個學生人口都將會有家庭學習中心。”

將電腦帶回家以前，家長和學生會被要求參加提
供操作說明的星期六研習班。它包括自接通電腦
開始至使用最先進的學習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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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Break:
為十多歲青少年提供工作

在經濟艱難時期，對任何人

來說取得一份工作都是很

難的。對青少年來說找工作就更

難。這就是為什麼對洛杉磯聯合

學區 (LAUSD) 學生來說，First
Break是如此的珍貴。First
Break是就業中心，它將學區自1
4歲至18歲的學生和就業世界連

接起來。該辦公室在整個大洛杉

磯提供工作，其比率以每年20,0
00個工作機會計算。

自1973年起，洛杉磯聯合學區

(LAUSD) 的First Break和許多公司建

立夥伴關係來為學生找到職務。First

Break 的一位就業發展者Victor

Gonzalez說：“它並不僅僅是夾肉餅的

工作。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能夠為

學生找到會為未來事業而做好準備的工

作，以及一些雇主會提供入大學學費的

工作計劃。那些包括執行法律、烹調藝

術、辦公室辦事員、教育、健康、服務

和零售業的工作。例如，在我們的名單

中就有洛杉磯郡警局的支薪和不支薪的

職位，如探測者 (Explorer)。”

學生是由First Break本身僱用的。

他們在辦公室工作，給當地雇主打電話

以獲取工作職位來登錄在冊。十四歲到

十七歲的工人必須有工作許可。在First

Break的協助下，去年就有12,000多份許

可分發給了通過洛杉磯聯合學區

(LAUSD) 辦公室取得工作的學生。

Jennifer Robledo 是Belmont高中畢業

生。她就把目前在當地一所醫院中入院

部門的職位歸功於First Break幫助她建

立工作技能和個人自信，從而使她能得

到目前這個職位。Jennifer回憶說：“我

本來很帕羞和緊張。我在First Break辦

公室工作以後就學會如何和別人有良好

溝通以及責任心。現在醫院表揚我和病

人之間溝通的能力。”如想知道更多有

關First Break的資訊，請打電話

213-241-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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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些洛杉磯聯合學區 (LAUSD) 學生，他們第一個就業經驗來自First
Break辦公室，在那裡他們學會如何遊說洛杉磯雇主來為其他十多歲青少年提供工作機會。

家長社區服務分處重新定居
了。我們新地址是：

1360 West Temple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26

(電話號碼依舊)
213-481-3350

(傳真號碼依舊)
213-481-3392

從我們原來在701 W. Cesar
Chavez Avenue 的老家搬遷是學區削
減費用努力的一部分。那些辦公室
都是租賃的。新地點是洛杉磯聯合
學區所擁有。除了我們辦公室以外
，我們還有禮堂、會議室、和孩童
照顧室。

我們期待在8月1日前就在West
Temple Street開始全面辦工，並期
望在我們的新設施和你們見面。這
張地圖顯示舊址和新址之間的距離
有多麼近！

我們搬家了!

B

Hollywood
Frwy.

Santa Ana

Frwy.

Pasa
dena Frw

y.

W
. Cesar E. Chavez Ave.

A

W
.Sunset Blvd.

N. B
ea

udry
Ave

.

W
. Tem

ple
St.

101

110 N. G
rand

Ave.

A – 701 W. Cesar E. Chavez Ave.
B – 1360 W. Templ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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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家長的參與

乍一看，來自Berendo初
中的家長看起來和孩子

在洛杉磯動物園似乎過得很愉

快。
是的，他們的確如此 。但是這次

出遊亦是一個提高初中學生英

語語言熟練程度學期間特殊

課程的終結點，而這些學

生來到美國都少於三年

並正在學習英語語

言。動物園學校是

在全年軌制學

期休假間進行

的四

週課程，它 是緊急狀態移民教育計劃

(EIEP) 的一 部分。緊急狀態移民教育

計劃 (EIEP) 協調員Walter Castro解釋

說：“該課程是科學和英語語言學習的

地
方學區6舉辦
的家庭和社區資源

展覽會擊中目標。
地方學區6聯合舉辦這個為“在經濟下滑中生存

”而提供資源和資訊的活動。在東南高中

(Southeast High) 舉辦的展覽會包括主題為防止

取消貸款權 、壓力管理和信用修補等將近

三十個不同 的研習班。幾百名家長和

孩子參加了研討會，和來自保健和就業

機構的代表交談，並欣賞午餐和獎品。

這次的資源和健康展覽會是由地

方學區6和它所處六個城 市一起主辦的。

結合。在四個星期裡，孩子們每天都到

動物園來。他們學習動物；他們和動物

園管理員面談並親歷親為進行科學和動

物學項目 –一切都以學習英語為目

標。”

軌制學期休假間課程的最顯著部分是

緊急狀態移民教育計劃 (EIEP)

動物園學校家長日。家長和

兄弟姊妹在旁觀看，學生

們做動物園導遊，並

用英語將他們所學到

的作介紹。就在附近

，一個緊急狀態移

民教育計劃 (EIEP)

學生正解釋著生

物學、行為學和

科摩多巨蜥和家

庭的適應性。

Castro補充說：

“這些孩子在

學校都是害羞

又安靜地坐在

後排。動物園

學校給了他們自

信心、新的語言

技巧和社區感。”

動物園學校是向洛杉

磯聯合學區多軌制初中

學生開放的，他們正處在

英語語言發展初級水平，並

在下課鈴響以後計劃的管理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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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 街學校家長Lupe
Jara在走向大會的研討會

時說：“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家
長高峰會。我得到一個電話通
知，而我也覺得很值得。”

那個電話和其它480,000個電話都

是來自家長/社區服務支處行政領導

Christopher Downing向家長發出參

加家長高峰會的邀請。他報告說：

“這是我第一次使用這個系統，它

很有效。”

該系統是Connect-Ed，這是對學區

聯繫學區組成人員能力的一個最新

增強。那些組成人員是家長、教師

、類別員工、甚至那些需要在早晨

有叫醒電話可以準時上學的高中學

生。Downing的電話是事先錄好音的

信息，它以驚人的速度傳

輸在整個學區的電話上。

首席技術主任Paul Ishimaru

報告說：“家長們得到信

息。該系統會報告初接電話

或者留言信箱，掛斷或者忙

音的數字。在打出的電話中

有 77%能做到。而那是有效的

向 外伸展。”

自從2008年4月，每所洛杉磯聯合

學區學校都有Connect-Ed連線。

這可以用於一般性通告、給家裡打

電話告知學生缺席，緊急情況電話

和教師預編程序告知學生表現 –

表揚或者關注。Ishimaru先生說：“

看看上課出席率結果。該技術能夠

在上午和下午當十多歲青少年缺席

了兩到三節課後給中學家長打電話

。它也在小學生缺席時給家長打電

話，如果學生生病，就讓他們“按1

”，如有醫生預約就“按2”，等等。

學校立即就能夠得到報告。在全年

使用Connect-Ed中，我們看到上課

出席率的提昇。”

Cheryl Ruiz和Paul Ishimaru主管技

術。去年，通過兩千萬通電話傳送

了35,000個信息。今年電話數量可以

達到五千萬。該系統從未中斷。

家長向外伸展
21世界風格

這項廣泛技術只由Cheryl Ruiz和Paul Ishimaru兩人操作。

在
擔任家長社區服務分部

(PCSB) 副總監五年以

後在今年夏天退休的Rita

家長義工們為Rita Caldera (左邊第二位)
對洛杉磯聯合學區所有家長所作服務向她致以感謝。

Caldera說：“我在

家長社區服務分部

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就是讓家長們得到

他們應得的認可。
我們的家長們已經

學會做他們孩子的促

導者。下一個任務就

是要訓練學校員工們

對家長作為他們的資源

而給以認可、尊重並予以利用。”

Caldera女士是一群洛杉磯聯合學

區 (LAUSD) 行政領導中的一員，

他們傳統上就是對家長參與孩子所

受教育這一重大價值的支持者。這

些長期學區領導包括地方學區4總監

Richard Alonzo、地方學區5總監

Carmen Schroeder、地方學區3總監

Carol Truscott和特殊教育總

監Donnalyn Anton。

Caldera女士在2004年繼承已故The

odore Alexander被任名為家長社

區服務分部 (PCSB) 的頭。

她在教育事業上渡過的時光長越36

年 – 所有這些年月都在洛杉磯

聯合學區。她回顧說：“作為一名

教師、校長以及學區行政領導，我

一直都認識到家長和他們所作貢獻

的重要性。看看今年的家長高峰會

，它就是家長們共同努力產生高素

質成果的好實例。”

家長向學區領導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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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都會有一個教師。所有學生都可

以指望會有他們所需的教科書和文

具。

是的，會有一些改變。例如，教

室內可能會有多一些的學生面對一

位教師。當家長和監護人接受這些

改變時，學生就會更容易適應。改

變通常都不容易，但是目前的預算

要求我們所有人聯合起來將焦點放

在學生身上。

在過去，我曾經鼓勵過洛杉磯聯

合學區家長、監護人和朋友們寫信

給當選在薩克拉門托 (Sacramento-

加利福尼亞州首府) 和在華盛頓特

區 (Washington D.C) 制定法律並決

定本學區將能接受多少資金的領導

。這種鼓動始終有助，但是在目前

這個不確定時期，讓我們學生安心

必須處於第一位。

信息， 續自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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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保孩子每天來校並早
些或者準時到學校，作好
上課準備，留在學校直至
放學。放學後，要確保你
孩子完成家庭作業和其它

所有作業。

想知道更多資訊，請上網至: http://www.laus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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