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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會

名稱 職位/角色 建設/小組/組織 電子郵件

Sumreen Faraz 家長 Hillview 小學 sumreenfaraz@gmail.com

Polly Lindh 家長 Hillview 小學 pmlindh@yahoo.com

Ashlee Traister 家長 Hillview 小學 ashleetraister@gmail.com

Katie Wilczak 家長 Hillview 小學 kwilczak24@gmail.com

Amy Foley 社區成員 Grove City United Way gcunitedway@zoominternet.net

Patty Wilson 董事會成員 學校董事會 patty.wilson@gcasdk12.org

Tammi Martin
tammi.martin@gcas
dk12.org

Hillview 小學校長 Anna

Lang
anna.lang@gcasdk1
2.org

Hillview 小學老師 Renee

Boyd 老師 Hillview 小學 renee.boyd@gcasdk12.org

Lori Verba 老師 Hillview 小學 lori.verba@gcasdk12.org

Michael Parulo 教育專家 Hillview 小學 michal.parulo@gcasdk12。 org

Joshua Weaver 區級領導 區辦公室 joshua.weaver@gcasdk12.org

Denise Ferguson 其他 區辦公室 de nise.ferguson@gcasdk12.org

Kevin Persch
kevin.persch@gcasd
k12.org

山景小學校長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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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羅夫
市區學區的願景努力確保所有高中畢業生至少有能力在熟練的勞動力培訓和大學入學計劃，以便他們有可行的途徑來支持他們追求成功的未來。我

們的畢業生將是他們對所學科目的掌握程度深入人心的學生。他們將對這些學科有深刻的理解，這將使他們能夠輕鬆地學習其他事物，並將他們所學

的知識創造性地有效地應用到廣泛的問題和挑戰中。他們將能夠綜合從許多領域學到的知識，以便他們可以分析新的挑戰並充滿信心地應對這些挑

戰。在許多媒介中，他們將成為有效的溝通者。他們將學會既自律又富有創造力。他們將通過協作體驗學習如何領導以及如何成為優秀的團隊成員。

我們的學生將面臨挑戰，為自己設定高標準，並準備好努力實現這些標準。他們的性格對我們很重要。他們必須明辨是非，在不容易做的時候有足夠

的勇氣去做正確的事。他們將有機會為他們的社區服務，這樣他們就可以在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體驗為他人服務所帶來的樂趣。當他們發現善待所

有人的價值時，他們必須學會寬容和包容。為了在他們所從事的任何事情中取得成效，我們的學生將面臨制定計劃、為自己設定高目標並準備為實現

其長期目標而犧牲的挑戰。當他們學會監控他們的行為並在必要時改變它時，他們將得到支持。他們將被期望控制自己的情緒，並以耐心和毅力深思

熟慮地克服挫折。格羅夫市區學區致力於提供漸進式和綜合性的學習課程，以及使每個學生都能實現這一願景的系統、資源、關係和學習環境。此外，

我們的整個教育界將努力不斷應用成長心態，這將為所有學生提供實現這些期望的機會，而不會不必要地限制可能超出既定最低期望的相關個性化

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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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和挑戰總結 優勢 計劃中的

優勢

考慮 所有

學生群體都達到或超過 ELA 的臨時目標 是

殘疾學生達到或超過 是

3-5 年級殘疾學生的臨時 ELA 目標 沒有

ELA 達到或超過臨時目標 否

數學達到或超過臨時目標 否

所有學生群體均達到或超過 2030 年全州數學目標 否

經濟弱勢群體達到或超過數學臨時目標 是

所有學生群體均達到或超過數學臨時目標 是

全州 2030 年3-5 年級職業標準基準的目標。 否

使用系統的、協作的計劃流程來確保教學的協調、一致和循證 否

使用各種評估（包括診斷性、形成性和總結性）來監控學生的學習並調整計劃和教學 否

實踐學業和行為支持系統 否

NA 否

挑戰

挑戰 考量

殘疾學生未達到全州範圍的數學目標/中期目標 否

殘疾學生的數學表現較上一年有所下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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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職業標準基準方面的努力。 未

達到全州範圍的數學目標/ 殘障

學生 中期

目標 是

與當地企業、社區組織和其他機構合作以滿足學校的需求 否

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學生未達到 ELA 的全州目標/中期目標 否

殘疾學生 3-5 年級的數學成績 是

ELA 成績的成績不佳3-5 名經濟困難學生 是

NA 否

最顯著的觀察/模式
表現不佳的數學和 ELA 是我們認為需要解決的突出組件，以改進我們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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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優勢和挑戰

優勢

優勢 討論點

所有學生團體都達到或超過 ELA 的臨時目標 識別用於 ELA 的策略可以應用於我們的數學課程。

殘疾學生達到或超過 ELA 的臨時目標 確定用於 ELA 的策略可以應用於我們的數學課程。

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人達到或超過數學中的臨時目標 確定用於該子組的策略可應用於其他子組。

所有學生組都達到或超過數學中的臨時目標 用於所有學生組的策略的識別可以應用於其他子組。

挑戰

挑戰 討論要點 規劃 優先事項 優先聲明

實施基於證據的策略，讓家庭
參與進來，支持學習

家庭參與是我們學校的一個持續目標。我
們會根據需要提供家長參與活動和茶點。

沒有

殘疾學生 3-5 年級的數學成績 這是一個需要額外的當地共同評估和有
針對性的干預的重點領域。我們還包括諮
詢服務。

是 需要完成對學生以及特定數學缺陷的識別。一旦確定了這
一點，就需要實施基於研究的策略，以改善當前的挑戰。

經濟弱勢學生的 ELA 3-5 年級
表現不佳

這是一個重點領域，需要額外的當地共同
評估和有針對性的干預。我們還包括諮詢
服務。

是 需要完成對學生以及特定 ELA 缺陷的識別。一旦確定了這
一點，就需要實施基於研究的策略，以改善當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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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

優先級：需要完成對具有特定數學缺陷的學生的識別。一旦確定了這一點，就需要實施基於研究的策略，以改善當前的挑戰。

結果類別 可衡量的目標聲明
可衡量的目標
暱稱

目標 第 1 季度 目標 第 2 季度 目標 第 3 季度 目標 第 4 季度

數學 在 PSSA 中測試熟練或高級的殘
疾學生的百分比將會增加。

數學支持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70% 的 K-5 年級學生將在秋季到春季的
FastBridge 早期數學或 FastBridge A 數學基準
評估中保持或提高他們的全國百分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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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事項：需要完成對具有特定 ELA 缺陷的學生的識別。一旦確定了這一點，就需要實施基於研究的策略，以改善當前的挑戰。

結果類別 可衡量的目標聲明
可衡量的目標
暱稱

目標 第 1 季度 目標 第 2 季度 目標 第 3 季度 目標 第 4 季度

英語語言藝
術

K-5 年級的 ELA 教師將合作制定符
合標準的範圍和順序課程計劃。

ELA 範圍和順序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確定並幫助學生達
到 70% 的第四季度
目標。

70% 的 K-5 年級學生將在秋季至春季的
FastBridge Early reading 或 FastBridge A 閱讀基
準評估中保持或提高其全國百分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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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劃

行動計劃：課程開發

可衡量目標 預期產出 監控/評估

• ELA 範圍和順序 工作範圍和順序計劃 在審查範圍和順序計劃後，我們會發現我們已準備好

行動步驟
預期開始日
期

預期完成日期 牽頭人/定位 材料/資源/支持所需的
PD 步
驟？

與團隊安排後續工作會議。 2022 Weaver 博士/SAS 助理總監 網站/研究了其他地區的示例。 是

審查範圍和順序計劃。 2022 年 8 月 29
日

SAS Joshua J. Weaver 博士/
助理總監

網站和提議的範圍和順序計劃。 。

Hillview 小學不會向我們的學生提供全校範圍
的 ELA 干預Title I 將資助 3 Title I 教師 1 名助
手、2 名學校輔導員以及家長參與和無家可歸
者的資金（如果需要）

174,079.00 30 Tammi Martin - 校長 美元，助理工資/美元，家長參與 - 2,513.00 美元，無家可歸
者 - 500 美元（如果需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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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行動計劃：數學支持

可衡量的目標 預期輸出 監控/評估

• 數學支持 工作範圍和順序計劃 49,552.00順序計劃，我們會發現我們已準備好

行動步驟
預期開始日
期

預期完成日期 負責人/職位 材料/資源/支持 需要
PD 步
驟？

安排以 K-5 數學乾預為重點的協作計劃會議。 2022 SAS Joshua J. Weaver 博士/
助理總監

網站，各種 1 級、2 級干預措施和其他地區的最佳做法 是

審查並反思干預行動計劃。 2022 Weaver 博士/SAS 助理總監 網站，各種 1 級、2 級干預措施和其他地區的最佳實踐。 沒有

Hillview 小學將為我們的學生提供全校範圍的
數學乾預。 Title I 將為 3 名 Title I 教師、1 名助
手、1 名學校輔導員以及家長參與和無家可歸
者（如果需要）提供資金。

月 30 Tammi Martin - 校長 工資/福利 - 174,079.00 美元，助理工資/福利 - 24,653.00 美
元 學校輔導員工資/福利 49,552.00 美元，家長參與 -
2,513.00 美元，無家可歸者 500.00 美元（如果需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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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行動步驟

循證戰略 行動步驟

課程開發 • 安排與團隊的後續工作會議。

數學支持 • 安排專注於數學乾預 K-5 的協作計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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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發展活動

協作會議，分享有關流程和內容的最佳實踐

行動步驟 受眾 主題 要包括在內 學習 負責人/職位
預期時間表開始
日期

預期時間表完成日
期

• 安排與團隊的後續工作

會議。

ELA 員工
K-5

PA 標準、當前課程計劃、當前當地制定
的共同評估、標準化測試結果

ELA 前後調查 Dr. Joshua
Weaver/Assistant
Superintendent

08/29/2022 06/01/2023

學習

形式 活動類型 頻率 選擇觀察和實踐框架
此步驟符合州所需培訓的要
求

輔導（點對點；學校領導對教師；其他
輔導模式）

正在進行 • 1a：展示內容和教學法知識

• 1e：設計連貫的教學

• 1f：設計學生評估

所有學生的語言和識字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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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開發協作會議

行動步驟 受眾 主題 學習 領導人/職位
預期時間線開
始日期

預期時間線完成
日期

• 安排協作計劃會議，重點是

K-5 數學乾預。

數學人員
K-5

PA 標準、當前課程計劃、當前本地開發的
通用評估、標準化測試結果、基於研究的干
預措施。

K-5 干預計劃 Joshua J. Weaver 博士/助
理總監

08/29/2022 06/01/2023

學習

形式 活動類型 頻率 選擇觀察和實踐框架 此步驟符合州所需培訓

專業學習社區 (PLC) 每月一次 • 1c：設定教學成果

• 3d：在教學中使用評估

• 1d：展示資源知識

• 4e：專業成長和發展

• 1b：展示學生知識

• 3b：使用提問和討論技巧

在包容的環境中教授不同的學習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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