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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 县校区 

父母 和家庭的参与计划。 

 

什么 是家庭的 接触吗？ 

家庭的参与意味着参加的家长和家庭成员中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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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这种家长发挥整体作用，协助他们的儿童的学习。 

b) 这是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 

c) 这种 父母是完全的伙伴，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包括酌情在决策委员会，以协助在教育其子

女。 

d) 在 开展的其他活动，如一节中所述 的 1116 ESSA 。 

关于父母 和家庭的参与 计划。 
 

 在支持，加强学生的学术成就， 具 县学区

（ WCSD ）制定此父参与计划 ，该计划规定

了该区的期望，家长的参与和指导战略和资源

，加强学校与家长的合作伙伴关系，该区的标

题我的学校。 这项计划将说明 WCSD 的承诺

，结合家庭的子女教育和建设的能力，其标题

我学校推行家庭参与的战略和活动旨在实现该

区及学生学业成绩的目标。    

当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努力，支持

学习，儿童往往会做得更好的学校，  留在学

校的时间 和  上学的更多。  第一编，第一部

分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 家庭参与的每一级

的方案，例如在发展和实施地方和学校的计划

，并在进行地区和改善学校的规定。 1116 部

分中的每一个学生成功 ESSA ）法（包含主标

题的第一、第二部分的要求，学校和学校系统

，让父母和家庭成员对孩子的教育。 符合第 

1116 、 WCSD 将会与它的标题我的学校，以

确保所需的学校一级的父母和家庭参与计

划 符合第 1116 （ b ），每一个 包括作为一个

组成部分，一个以学校为父紧凑符合第 1116 

（四） ESSA 。 

 

联合开发 

 在 春季的股份持有人会议上， 所有家长都应邀参加并提供建议 或 想法，以改善该区的家长和

家庭参与 计划 的-2018 2017 学年。 该区已发布了一个公告，在当地报纸上，放置了一个公告，在

地区的网站，并已发送的电子邮件和文本消息通过拨打一个电话，邀请家长和利益攸关者参加会议

。 在这次会议期间，家长也审查和讨论了全面 LEA 改进计划（夹子）。  

利益相关者 将 获邀提供 意见、想法和 反馈意见，计划在任何时候通过提交书面意见， 他们的 孩

子的学校或由参与区内的父项调查。 所有收到的反馈意见 ， 6月30日 ， 2017 ， 包含在该 计划 对

这一学年 。 最后修订后，该区的家长和家庭参与 计划 被纳入到夹已提交的状态。  

http://www.ware.k12.g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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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 区的家长 和家庭参与计划 发布在区内和学校网站， 分布在每年的标

题我校举行会议早在学年中 ，也可在学校的办公室或家长资源中心。 

加强我们的学校 

 今年，该区家庭项目协调员（ FEC ）将提供协助和支持所有的标题我的学校，以确保家庭的参

与要求都感到满意，并认为家庭参与战略和活动目前正在执行中。 标题我的学校将会收到通知和

资源的地区， FEC ，帮助他们改善和加强家庭的参与。 此外，频繁的交流和访问学校时，该区 FEC 

将 提供 定期的 培训，以代表从 标题我的学校。 

 此外，该区将召开一次会议，在  弹簧 与 学校代表 ，审查父母和家庭参与的要求、讨论的机会

，家庭参与的活动和会议 的其余时间，在学校的一年。   

预留的资金 

 在 WCSD 会预留 一个 百分点，从总量的标题我得到资金的18 财年进行的父母和家庭的参与要

求中列出的这项 计划 和一节所述， 1116 的 ESSA 。 此外， WCSD 将分配 90% 的款额预留给 标题我

的学校，以支持他们的地方一级的家庭参与的方案和活动。 该区将提供明确的指导和交流，以协

助每一个标题，我的学校在制定一个适当的家庭参与的预算，它可以解决他们的需要评估和父母的

建议。 

 每一个标题，我校将主办一个利益相关者意见的会议，可为家长提供建议， 如何 参与家庭的资

金将用于在即将到来的一年。 意见卡和分钟路程，这些会议将进行审查，以确定需要领域对于即

将到来的学年和考虑改变家庭的项目预算。 

机会的 有意义的父协商 

 输入和建议，父母和家庭成员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区及学校改善计划，这些计划

的制定每一年。 所有的家长，学生有资格获得一标题我服务将获邀出席两个会议的机会本节所述

，分享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该地区、学校和学生，学生学业成绩达到我们的目标。 

 

 

区家长参与会议。 

 在 6月 ，一个ll 父母均 获邀出席会议 ，听取了最新更新从 WCSD ，提供输入的 2018-19 片段，

并参与修订该区的父母和家庭的参与计划。 春季调查的数据也是共享在会议上。 电子布告栏、电

子邮件和报刊文章的一些示例 ，如何在会议上 公布。 

学校改善 会议。 

 每一个标题，我校将主办了一次会议，可能会对家长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修订了学校的家长和家

庭参与的计划、方案和预算，并参加了 schoolwide 的发展 计划。 会议被宣布为各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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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一个电子 布告栏、一个 立即呼叫、传单 发送首页与学生、和报刊文章。 

意见卡和分钟路程，这些会议将进行审查，以确定需要领域对于即将到来的

学年和考虑改变父母的参与的预算。  

 父输入使用的标题我的资金，以支持父母的参与活动还可提供通过年度母公司的调查。 这项调

查将包含有关的问题父母的参与预算，以及一节为家长提供他们的意见。 

无法出席这些会议？ 电子邮件提出意见和建议， 您的学校校长或 院长穆迪

在 dmoody@ware.k12.ga.us。 

建设 能力的城市 

 在 WCSD 将建立学校和家长的能力强的家庭参与，以确保有效参与的家长和家庭成员和支持一

个伙伴关系之间的标题我的学校、家长和社区， 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通过以下 区范围内的 活动

和方案。 教师和  学生家庭建立学术目标加以解决通过在家学习的活动和战略。 

 父母 - WCSD 将通过其标题我的学校，协助家长了解国家和地区的学术信息连接到他们的学生

的学习和进展情况， 以及 有关以下方面的信息：标题我的方案。 在 WCSD 将会提供机会让家长了

解在改进之间的沟通，学校和家庭，在网络空间安全，并在支持学生在家中。 信息的机会将会发

布在学校网站、回家的学生，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广告。  

 WCSD 的标题也会支持我的学校 在 张贴到学校的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资源和材料，包括家长指南

、学习指南、 与 实践的评估，以帮助父母与子女在家中。 副本，这些材料将在会上提供所有的标

题我校的家庭，可能限制了互联网访问，包括副本在其他语言的要求。 为帮助家长了解在线学生

信息系统和其他数字教育资源（包括教育有关的危害盗用版权）， WCSD 将合作伙伴与标题我学校

提供信息给家长。  

 在 WCSD 有一个区范围内的父咨询理事会组成的家长代表，包括社区领袖和商业合作伙伴提供

输入的一切相关事项，以 家庭 参与第一编，第一部分的一个方案 和其他学校的 方案。  

 在 WCSD 连同标题我学校将负责协调和统筹全区家庭参与计划与当地的学前教育方案和其他联

邦和州的资助 学前教育方案，该区，邀请教师和工作人员从这些方案，参加规划会议的重点是家

庭的参与活动。 在春季，学校将主机 过渡事件不断上升的 幼稚园学生，不断上升的 6 年级 学生，

和不断上升的 9 年级学生。 

 学校工作人员 -的 WCSD 将定期 培训与代表的所有学校，以促进和提高家庭参与、学校、家

庭、社会的沟通联系。 培训 将 redelivered 的教员和工作人员的标题我的学校。  

 为确保有关 地区和学校的家长参与的方案和活动可供 所有家长、学校的每一个标题，我是要求

发送首页和后联机信息为家长和家庭成员中的一个可理解的语言和统一的格式。 今年初，学校工

作人员将接受培训的 能力，家长的参与。 信息张贴在各区 和学校的网站将 被转换为在可行的情况

下。 一个立即呼叫、 区和学校的网站、当地新闻媒体、学校和其他信息系统 将用于 提供 信息 ，

以父母和家庭。  

父母 和家庭参与 评价 

mailto:dmoody@ware.k12.ga.us


 

4 

 

 在 春季 的每 一年， WCSD 将进行一项评价的内容和效力，这种父母和

家庭参与 计划 和活动，以提高学术质量的标题我学校通过每年一度的父调查

和 利益相关者意见的会议。 

 每一个标题，我校将会 进行一 项调查，以收集反馈 和 输入上的 父母和家庭参与的活动和方案

。 除了年度调查中，每一个标题，我校还将 安排 利益相关者意见的会议，讨论需要父母的儿童有

资格获得一标题我服务的设计策略，实现更有效的家庭的参与。    

 在 WCSD 将会使用结果的学校和地区会议，学校和区进行调查，设计策略，以提高有效的家庭

参与，以去除可能的障碍，家长的参与，并将修订其父母和家庭的参与计划。 

可访问性  通过 

在进行了父母和家庭的参与要求设立的节 1116 

的 ESSA ，地区家庭的项目协调员 （ FEC ） 将进

行通信和协作与办事处的学生成绩，以确保充

分的参与机会的家长提供有限的英语能力、残

疾父母，父母的 移徙儿童的学校，包括提供信

息和报告的语言与家长可以理解的。 

 本区范围内的 父母和家庭参与 计划已经共同制定并商定

了与家长 和家庭成员的 学生参与这一方案部分的标题我

就说明了这一点的协作，父母、利益相关者，以及学校

和区的人员在 温泉 区的利益相关者的会议。 这一计划获

得通过的 WCSD ， 6月1日 ， 2017 ，并将生效的 2017 -

2018 学年。 校区将分发此计划 以多种方式对所有参与活

动的家长，第一编，第一部分的一个儿童日或之前 10月1

日 ， 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