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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2
優質教育——下一次民主運動
在 1961 年一次國會投遞的國民諮情，約翰甘迺迪說；『我們作為國家要進步是沒有什麼比教育迅速進步更為重要。作為世界級領袖的需要、我們希望經濟增長、和公民自己要求一個栽培年

輕美國人能力的年代。人類的想法是我們的基礎資源。』

那麼，現時，我們發現自己正處於十字路口。我們所選的方向必須要由我們兒童的教育需求所帶領

。一個優秀的學校系統，在於教育所有學生——並非僅僅是容易地達到——這個城市、這個州和這個國家有迫切的經濟。更重要，這是我們全體分享的道德義務。

在今日和這個年代，這是公平地說，教育平等的同義詞是平等機會，一個適合每個美國人的承諾。優質教育是在全球經濟成功、在每天生活的競爭、和參與公民的基本規定，它可以量度世界

最重要民主的責任。這並非太多要說的，它肯定是我們今天教育平等的偉大公民權。

在屋崙聯合校區，我們要推倒圍繞著我們的挑戰才可以為每位學生提供高質教育。我們的帶領宗旨是預備屋崙的學生、其所有學生、能夠在大學及就業成功。為了要達到這個目標，轉變學校

系統是必需的。我們為我們的改革計劃命名“預期成功”，僅僅數年，它已經產生了實質的結果。仍有極大工作量，但進度是不能否認的。

在剛過去的三年，跟據學術表現指標，屋崙聯合校區是加州改善最多的大型校區。自從 2003 年，我們有接近雙倍百分比的畢業生符合入讀加州大學 / 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的資格。這是令屋崙

公立學校的學生、教師、校長、和職員感到振奮和值得慶祝的。然而，與此同時，我們知道它仍然未夠好。

我們在屋崙聯合校區建立一個成功的文化，和我們的兒童將會提升至我們訂立的期望程度。在屋崙聯合校區，我們量度成功的方法是有多少位十二年級學生能夠完成高中，並預備好在大學

成功；多少位學生在九年級結束時能夠在代數成功；和多少位學生能夠在三年級結束前能夠有等級或以上的閱讀程度。確切的是我們預期有多少位學生能夠符合這些標準？全部——我們不

能夠擔得起期望更少。

真誠的

Vince Matthews David Kakishiba

代州行政官  主席

屋崙聯合校區 屋崙教育委員會



這份文件是通過很多人士貢獻充滿激情的建議、精確的研究、文雅的批判、生氣勃勃的拷貝、細心的編輯、和僅僅是簡單的鼓舞來編制的，任何確認都可能有遺漏。不過，我們將會努力確認那

些勤勞的人士，他們製作了這份可能及值得的文件。

首先，如常，是學生；沒有他們，這是無需這份年度報告和現今是沒有將來。我們亦衷心感謝教師及校長，他們的指引對幫助我們的兒童認識他們的潛能和校區體驗的任何成功都是非常重要

的。亦深深欠下所有屋崙聯合校區職員，他們是勞動者、經常是在背後默默支持在課室進行的英雄式工作。當然，我們亦感謝偉大的屋崙社區，它支撐我們，和推動我們奮力改善屋崙聯合校

區，因此我們可以全體一起成長得更強大。

我們亦會再次犯錯，若我們忘記確認教育委員會，這是一個改善所有屋崙公立學校學生教育的諮詢團體。誠意感謝﹕

第1區 第2區 第3區 第4區

第5區 第6區 第7區

我們亦必須簡短地提到那些，通過他們服務於年度報告委員會，帶領這個項目的人士，範圍包括從未定形的概念至彩色，三十二頁的現實。他們是﹕

最後，我們要感謝你，讀者；對屋崙聯合校區的興趣。我們希望你將會從這份年度報告中得到一些事情，和也許，找到回報一些東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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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功﹕概述

屋崙聯合校區的數字

學術進度﹕審核我們的一年

財政審核

培養一個大學邊緣文化

在教學及教學大綱中增加嚴格的學術

在學生學術中各人扮演的角色

屋崙聯合校區畢業生升讀大學

注腳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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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功是我們對我們服務的學生、家長和社區所許的諾言。諾言要求屋崙聯合校區的每一

位人士都集中於一個，沒有怨言的夢想﹕創造機會給每位學生來從高中畢業，並做好升讀大學

和就業的預備。我們知道要保持諾言，我們必須繼續努力來改善我們所做的每件事情。我們

必須幫助我們的教師做到最好。我們必須確保學生在學校、在課室內和準備好學習。我們必

須確保家庭參與及投資於學生的學習及成功。

在屋崙聯合校區，我們預期每位學生成功，因為我們知道在學校成功的意思是生活成功。我

們以3、9和 12 標準來測量成功﹕

 3 = 在三年級結束前有多少位學生能夠閱讀等級或以上的程度  

 9 = 在九年級結束前有多少位學生能夠在代數成功

12 = 有多少位學生完成高中，並預備好在大學及工作地點成功

當我們不能夠做到3、9、12 標準，結果是災難性的。不想完成高中的年輕人是﹕

· 更可能失業或祗能得到最低工資的工作

· 更可能活在貧窮或在貧窮中養育孩子

· 更可能涉及暴力 

· 更不能夠負擔得起一間房屋、一輛汽車、或去渡假。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一起努力去確保每位屋崙聯合校區學生都要完成高中和預備好在大學和

就業成功是這麼重要。一起，我們能夠幫助我們的兒童成長為一位快樂、有用的成人。這是預

期成功許諾的目標，這是由學校領袖、教育委員會成員、教師、家長和學生為所有屋崙學生全

年積極爭取平等及優秀。

在近幾年，屋崙社區對學校系統模式的夢想已經吸引了全國的注意和撥款。就此好的原因﹕在

過去三年，屋崙聯合校區是加州大型校區中改善最多的校區。我們支持學生成功的革新策略

包括﹕

· 增加強調個人化學習環境

· 增加專業培訓給所有職員

· 增加學生評審和更多審核有關學生表現資料

· 增加家長控制子女入讀的學校

· 增加學校控制如何使用資源

· 增加對結果的問責和表現資料透明化

· 投資於科技來改善表現及效率

我們要開始做些什麼

建立一個強大的基礎

在屋崙聯合校區，從第一天我們便努力建立一個強大的教育基礎。全天幼稚園是加速學習

計劃的轉捩點，它對準跳躍學術發展，方法是給予年幼學生增加時間去學習有助他們在閱

讀及寫作成功的技能，這是就讀一年級所需的。從 2005 年開始，我們開始了這個計劃，在

二年級的閱讀測驗成績已經增加了兩個百分點，給予年幼學生在學習的啟蒙。

令社區的聲音被聽到

每年的表達意見調查問卷和學校成績表為家庭提供一個方法去分享他們的想法和關注，並

對學校問責。過去兩年，每年有超過三萬人，包括一萬一千位家長，使用調查問卷來提供他

們對屋崙公立學校質素的意見。這項資料被分析和結合於實踐，作為很多改變和改善我們

學校及中心行政的基礎。

把學生留在學校

若學生要學習，他們必須要在學校。現時，我們有政策，當學生不在學校的時候，要立刻打

電話給家庭，因此我們能夠在錯過明顯學習時間前處理潛伏的逃學問題。我們亦與市及縣

機關合作去提升全市的學生勤到。

為學生及家庭提供選擇

每年一度的學校派位程序允許家庭挑選最符合學生需要的學校。去年，83% 的家庭得到頭

三項學校選擇之一。

創造個人化、以結果為焦點的學校

在 2007-08學年，我們開辦了九間新的小型學校，焦點是嚴格的教學、家庭參與和緊密的師

生關係。個別案例﹕自從2001年年， JEFFERSON 小學，它從前服務一千兩百位學生，是一間

全年制小學，被改變為三間小型學校﹕ ASCEND 、 LEARNING WITHOUT LIMITS  和  GLOBAL 

FAMILY SCHOOL 。 ELMHURST   初中，在2003年的學術表現指標是 499分，再生為兩間學

校﹕ ALLIANCE ACADEMY 和 ELMHURST COMMUNITY PREP 。兩間學校的學術表現指標都顯示

有增加，分別是  610 和 594 分。

及時的輔導

我們對所有屋崙公立學校都抱有高標準。去年，我們關閉了三間特許學校和不能夠符合學

生表現預期或報讀人數目標的校區學校。我們亦創辦了學校檔案管理辦公室和擴展我們的

特許學校辦公室來提供更多的監管和監察學校操作。

大學預備計劃

這個夏天，屋崙聯合校區加入加州柏克萊大學來主辦代數專科，它幫助 125位升讀九年級

學生在大學預備代數中成功。 74%  的學生顯示增長，指示促進了他們在代數準備至成功。

我們亦與無數社區組織合作來改善我們的畢業率。那些伙伴幫助接近雙倍的畢業生符合入

讀 UC/CSU系統的資格。在拉丁裔和美國非洲裔學生間，百分比遠超雙倍。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想要的結果
“所有學生都會以關懷、具競爭性和深切思考者來參與，充分知會及具貢獻的公民，預
備在大學及就業成功。”



我們接著要做些什麼 

每位學生都會畢業，並預備好在大學及就業成功

· 在每間學前至十二年級學校提升讀大學的文化

· 繼續把高中課程目錄連貫UC/CSU A-G 規定

· 增加提供 AP 課程的數目，和為美國非洲裔及拉丁裔學生提供額外輔導來增加 AP 合格

率

· 繼續創製新的系統性選擇來符合每位學生的需要（如﹕給英語學習者的新國際高中學

校）

· 增加  PSAT  和  SAT 測驗的學生參與率和表現；今年，每位屋崙的十年級學生都要考 

PSAT

九年級結束前，每位學生都會在代數成功 

· 改善小學的數學課程和教學實踐，方法是擴展我們成功的試驗性計劃，從三間至八間學

校

· 增加初中集中代數成績

· 為八年級學生主辦第二屆暑期代數專科來過渡至高中

· 確保代數教師、輔導員、和校長得到與代數教學有關的專業培訓

三年級結束前，每位學生都能夠讀和寫等級或以上程度

· 在學前和兒童培育中心增加學生名額

· 繼續在所有小學操作全天幼稚園來為教師提供更多時間去集中早期文學和學校預備技

能

· 使用校區共同連貫標準的文學計劃 （OPEN COURT 閱讀計劃）來集中不同的教學法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想要的結果

“所有學生在所有學術科目都符合或超越嚴格的標準。”

我們社區的每一位在預期成功諾言中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 學生履行諾言，方法是每天上學和盡力做到最好。

· 家庭履行諾言，方法是預期及支持學生每天在學校做到最好和畢
業時預備好入讀大學。

· 教師履行諾言，方法是集中學生的學術結果；提供嚴格的教學大
綱；利用已被證實的最佳教學實踐；以中肯的文化來教學；和貫徹
反影及學習如何改善他們的教學實踐。

· 學校行政人員履行諾言，方法是使用壓力及支持來確保每間課室
都是集中學術；和教師有資源、數據、和不同教學法所需的意見來
符合每位學生的需要。

· 屋崙聯合校區職員，無論是否直接在課室教導學生、或支持這項
工作，每位人士的努力焦點都應該是確保每位學生能夠高中畢業，
並作好入讀大學和就業的預備。每位人士都扮演一個角色。例如﹕

– 我們的學校保安員支持校長及教師來創造一個正面、安全、以成
績為焦點的文化。而我們的很多其他非文憑職員支持廣泛的服務
來支持學校及學生。

– 每位屋崙聯合校區僱員，甚至那些很少踏足在課室的人士，對教
育程序都是很重要，因為每位僱員都有權致力幫助我們的學生在
學校成功，最終在生活。



學生分佈

在 2006-07學年期間， 39,705 位學生入讀屋崙聯合校區的公立學校。屋崙聯合校區自誇是加

州有最多元文化學生人口之一。當我們奮力預備所有學生入讀大學及就業時，我們社區有豐

富文化及多種語言是我們最大的資產。

右面圖 1顯示現時校區不同族裔及種族的百分比。亞裔種族類別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日

本、韓國、和亞裔印度學生，以及其他亞洲國籍。1

在屋崙聯合校區，多元文化亦反影報讀特別計劃的學生人數，如﹕英語學習者、特殊教育、補

償教育、後備教育、和天才教育。參看右面圖 2的詳情。2

屋崙聯合校區有 11,219 位英語學習者學生，那裏有超過四十種語言。除了英語，最廣泛使用

的母語是西班牙話(73%)、廣東話 (10%)、越南話 (4%) 、和柬埔寨話 (2%)  。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想要的結果

“學生要對他們自己負責和是良好的公民。”



職員分佈

屋崙聯合校區的職員中，大部分是教師，一組代表幾乎六成僱員，並且是我們教育努力的心

臟。其他有文憑的僱員包括教學服務職員及行政人員。非文憑職員是屋崙聯合校區僱員中的

第二大類別。他們包括文員及在學校的技術性僱員、潔淨員、學校保安員、和幫助確保學校及

校區操作順暢來令學生得到最多學習時間的其他工作人員。圖3 提供一份學校僱員的完整分

佈。3



我們的學校

屋崙聯合校區承諾在每個鄰舍提供最少兩間優質學校選擇。我們已經執行嚴格的學校檔案管

理程序，我們通過它會繼續發展能夠超越的新學校和關閉不能夠符合高表現標準的學校。自

從2000年，屋崙聯合校區已經開辦了四十間新的學校。最近開辦的學校列舉如下﹕

在2007-2008學年，屋崙聯合校區擁有的學校﹕

· 64 間屋崙聯合校區小學，包括六間新的學校﹕

– Futures Elementary （Lockwood 校園）

– Community United Elementary School （Lockwood 校園）

– Learning Without Limits（Jefferson 校園）

– Global Family School （Jefferson 校園）

– East Oakland Pride （Whittier 校園）

– Greenleaf Elementary （Whittier 校園）

· 20間屋崙聯合校區初中，包括兩間新的學校﹕

– West Oakland Middle School （Lowell 校園） 

– Alternative Learning Community （Toler Heights 校園）

· 23間屋崙聯合校區高中，包括新的國際高中（Carter 校園）

· 34 間特許學校，包括五間新的學校﹕

– ARISE High School

– American Indian Public Charter School II

– Conservatory of Vocal/Instrumental Arts

– KIPP Bridge Charter School

– Oakland Charter High School

屋崙聯合校區的學生勤到

實際的學生勤到告訴我們報讀的學生有多少比率是全學年每天上學。 100% 的意思是每位報

讀的學生每天都上學。全校區的實際學生勤到率從 2005-06學年的 93.91% 下降至 2006-07學

年的93.01%  。從2005-06 至 2006-07學年，小學及初中的勤到率上升，而高中、特殊教育及後

備學校卻下降。

屋崙聯合校區已經採納了一個表現文化，在那裏會測量成功的結果和驅動決定。至此，校區已

經執行表現測量來在圖表中說明學生勤到。為了完成這些目標，我們已經與市及縣機關合作

來提升全市的學生勤到。此外，校區領袖及校長正與學校職員合作來培養及鼓勵高勤到文化。

例如﹕每間學校都有學生勤到檢討小組，它為爭扎於勤到問題的學生預備一個調解計劃。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操作期望

屋崙聯合校區“應保證可以提供多類型的高質學校（傳統、新的小型學校、特許學校、

等。）給學生及家庭，無論是鄰舍內和全校區。”

屋崙國際高中

屋崙聯合校區奮力在我們的學校增加多種計劃編排選擇，因此每間學校都最能夠符合其學生

人口的需要。例如，去年屋崙聯合校區評審英語學習者學生的數據，並與家長及社區成員對

話來決定校區如何能夠為高中年齡的英語學習者(ELL) 提供更好的服務。今個秋天，在研究最

佳實踐後，屋崙聯合校區與公立學校國際網絡合作協辦一個新計劃給最近移民到屋崙的學

生。新的屋崙國際高中現時服務九十四位屋崙的英語學習者。



高期望文化 

“這是這間學校的高預期文化。”當我們一起奮力達到我們的目標，我們必須創立學校文化，

所有家長、學生和職員都必須同意這項聲明。這是預期成功諾言的基本。如圖 1指出，回應者

同意這項聲明的百分比是小學高於初中或高中；所有小學回應者中有 72%  同意，相對初中及

高中祗有62%。小學教師  (79%)  和初中  (82%)  及高中  (73%) 校長強烈同意這項聲明是他們

學校的真實情況。

明顯更高的學生百分比表達在2006-07 年較 2005-006 學年覺得在學校安全。仍然，如你在圖

2 所見，安全繼續是最大的關注。在2007年，有超過三分之一被調查的初中及高中學生並不覺

得在學校安全（比 2006 年的58%初中和68%的高中已經有改善）。此外，大部分家長同意他們

的子女們匯報對在學校安全的關注。就回應，今年我們採取了一個步驟是派發新的災難應變

箱給所有學校。

從  2005-06  至  2006-07  學年，家長和學生對學校整潔的觀點增加。雖然圖3的數據指出改

善，清潔的學習環境仍然是關注，特別是學生。少於一半的初中及高中學生同意他們學校的樓

宇及操場是清潔。此外，保持學生洗手間清潔繼續是  2007-08  學年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屋崙聯合校區，我們期望每位學

生、在每間課室、每一天都成功。我

們通過多種調查問卷來測量我們的

溝通和支持這個信息做得有多好，方

法如﹕學校氣氛調查問卷和表達意見

調查問卷。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操作期望

屋崙聯合校區“應該訂立及維持一個安全、尊重及傳導學生學習的學習環境。”



屋崙聯合校區在學術表現指標  (API)  繼續得到進步，整個校區增長七分，至總分是658——在

過去三年，使屋崙聯合校區成為加州有最大改善的大型校區。 API  總結一個校區在加州標準

測驗的表現。圖1 顯示屋崙聯合校區在過去五年所做的 API 增長。4

屋崙聯合校區的每個學生附屬組別在2006-07 所做的 API  增長。若干學生人口在  API  表現

中顯示特別深刻的進步。例如﹕菲律賓裔和太平洋島民學生人口跨了一大步，分別在  API  增

長 27 和41分。其他附屬組別人口，如﹕亞裔和殘障學生亦做了顯著的增長。5

屋崙聯合校區在過去三年是加州最大改善的大型校區。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操作期望

屋崙聯合校區“應該維持一個嚴格的教學計劃，它提供具挑戰性及相關的機會給所有

學生來達到教育委員會的結果政策定義。”



在2006-07 學年，學生在重要範圍，如閱讀及數學增加熟練，這是比較上一年的加州標準測驗

(CST) 6  。在過去三年，屋崙聯合校區的學生比加州其他大型校區的學生有較大的增長。但我

們必須繼續集中關鍵的學術指標，如﹕三年級的閱讀熟練和九年級結束前的代數熟練。

在 1999 年，加州立法編制加州高中結業試 (CAHSEE)。所有加州公立學校學生都必須滿足 

CAHSEE   規定，以及所有其他州及本地規定，才可以得到高中畢業證書。 CAHSEE 的目的是改

善高中學生的成績和幫助確保高中畢業的學生能夠顯示等級程度的閱讀、寫作、和數學能力。

我們與 Peralta 大學合作為有需要通過  CAHSEE 的學生提供額外幫忙。

提供需要額外幫忙來通過  CAHSEE 的學生。 CAHSEE  包含兩部分﹕英國語文藝術  (ELA) 和數

學

圖2 顯示三年級的閱讀熟練，以過去五年CST來測量。

圖3 顯示被測試代數熟練的八和九年級學生百分比，以過去三年CST來測量。

下面圖表反影完成加州大學和 / 或加州州立大學收生規定的所有課程 (A-G)，並得到平均 

“C” 級或以上成績的屋崙聯合校區畢業生百分比。從  2004-05  至 2005-06學年，在屋崙聯

合校區通過這些課程的畢業生人數從 29%  增加至  37% 。



每位屋崙聯合校區(OUSD) 僱員都要奮力確保每位學生在課室有最佳的機會去做得最好。有效

地分發我們有限的資源是支持這個目標的重點。在過去一年，屋崙聯合校區努力制定政策級

程序來確保我們是屋崙社區最好的服務員來奉獻教育我們的學生。向前望，屋崙聯合校區將

會繼續建立我們的成功，除了其他事情，將會更新以結果為基礎的預算(RBB)系統——校區給

學校和中央辦公室部門的主要預算工具。下面是額外的資料，它顯示屋崙聯合校區稅收來源，

屋崙聯合校區如何使用這些金錢和描述校區體系的財政健康。

財政現況

屋崙聯合校區已經努力邁向改善它的財政狀況。下面列舉了過去四年比較多項達到的成績。

2003年的財政狀況﹕

· 2002-2003 學年所採納的一般教育基金*預算結存﹕負五千九百七十萬元

· 沒有預算法律規定的儲備

· 亞拉米達縣發出的負額證書

· 債券價格是負數

2007年的財政狀況:

· 2006-07 學年的一般教育基金*最後結存﹕四千三百二十萬

· 完全地預算法律規定的儲備

· 亞拉米達縣把證書提升至“合格”

· 債券價格是已經從負數增加至穩定

· 虧欠州政府的金額: $87,292,836

一般教育基金稅收

校區的一般教育基金稅收來自一定數目的來源。72006-07學年的一般教育基金總稅收是

$440,359,516  。州政府提供的稅收  78%  是來自有限制的稅收和其他州稅收。

* 一般教育基金包含不受限制和種類教育計劃基金。

屋崙教育委員會政策——操作期望

屋崙聯合校區“不應該構成或允許任何財政活動或情況是實質上背離教育委員會所通

過的預算；構成或允許任何財務情況是不連貫達到教育委員會的結果或符合任何操作

期望目標；或把校區的長期財政健康處於危機。”



按撥款分配資源

下圖總結了2006-07 學年校區所有撥款的開支。詳細審核這些撥款，請參考第 26-27頁的附

錄。

* 特別儲備 

繼承 $32,816,816；從其他財政來源轉入 

** 設施債券 

包括從其他財政來源轉入 $130,000,000

學校及中央辦公室的一般教育基金——不受限制的允許

為了更佳服務學生的需要和最適當地引用資源，屋崙聯合校區已經把預算權力從中央辦公室

移交給學校。值著通過工具，如﹕以結果為基礎的預算  (RBB) 把資源分配決定移交至更接近

課室和支持學校，將會更有效地符合學生的需要。 RBB 讓有份參與的人士更易控制預算，如﹕

校長及學校事務委員會，去直接撥款給他們的學校。主要的格律是確保為學校提供更多錢，即

不受限制的一般教育基金的錢是分配給學校。

2006-07 學年的不受限制一般教育基金總數是 $268,198,595 ，83% 的這些基金是被分配給學

校。



一般教育基金開支

2006-07 學年的一般教育基金總開支是 $424,786,230 ，開支的69% 是薪金及福利。

一般教育基金佔校區總資源的64%。職員開支，如﹕薪金及福利，佔一般教育基金開支的 69%，而餘下的  31% 是用作非勞工有關的費用，包括書籍、用品、服務和其他操作費用。

文憑職員的薪金最主要是與教學有關的工作。這些職位，如﹕校長、教師、和教務主任。非文憑職員的薪金之職位，如﹕助教、文員、樓宇及操場僱員、潔淨員和辦公室經理。屋崙聯合校區繼續

投資策略來提供優質教學、乾淨的環境、和額外的學習機會。例如﹕在 2006-207 學年，屋崙聯合校區投資一億一千五百萬元在教師薪金。為了提供乾淨及保養課室及設施，屋崙聯合校區投資

一千四百萬元在潔淨員和一千萬元在維修及翻新。屋崙聯合校區亦投資九百萬元在課後計劃。



計劃 .................................................................................................................... 開支

削減課室人數 .......................................................................................................$4,996,032

藝術 ...........................................................................................................................$549,635

音樂 ........................................................................................................................ $1,689,532

資深教師 ................................................................................................................... $972,957

支付小學輔導的專業培訓 ....................................................................................$2,474,178

SSO – 學校保安員 .....................................................................................................$2,282

高級程度派位 (AP) ................................................................................................ $1,024,084

圖書館﹕中央辦公室 / 初中 / 小學 .................................................................. $1,708,834

Advance VIA Indiv Place .............................................................................................. $477,987

馬丁路德金朗誦比賽 ................................................................................................ $26,013

教科書 .......................................................................................................................$423,089

OFASS (（暑期計劃）) .................................................................................................. $61,461

輔導服務 ....................................................................................................................$277,941

初中自選科目 .........................................................................................................$2,355,159

教師醫療福利 ..........................................................................................................$923,377

課後保安 ....................................................................................................................$213,261

初中數學 ................................................................................................................... $162,345

紀律聽訟計劃之初中個案經理.............................................................................. $551,542

其他本地計劃目標 ............................................................................................................... -   

教師，新教師計劃.....................................................................................................$531,711

學校保安替工 ..........................................................................................................$524,785

總數 .......................................................................................................................$19,946,205

物業稅開支

額外的捐獻，大部分值得注意是 E提案的本地物業稅，是校區成功的重要因素。一個由社區成

員組成的委員會，它負責通過 E提案的分配。下面是在2006-07 學年期間如何使用撥款的總結。



12
在  培養大學文化 

顧名思義。在 Think College Now（現在就考慮大學小學）已經表達了一切。除了提供嚴格的學

術經驗外，Think College Now小組 (API 781) ，由David Silver 校長帶領，承諾確保所有學生及其家

庭會明白把大學夢變真的途徑及策略。

每年，這間幼稚園至五年級學校的教師組織一次大學精神週，它包括自選

課程經驗、大學旅行、演講嘉賓、和職業討論。在這一個星期，學生創製教

育旅程橫幅，它會加插他們大學之路的個人里程碑。

學校的五項核心價值觀是突出於每天管理每間課室和包括﹕尊重、責任、決

心、反影、和真實（令大學成真）。學生會得到清晰教導有關核心價值觀和

在極力爭取後會得到獎勵。在學年開始的時候，導師會教導核心價值觀課

程，並連接相關的文學。目標是令新舊學生都有相同的期望和認識學校夢想的工具——大學

是每位學生可以和應該做到的事實。在 Think College Now，學生吸收校歌，它列舉了帶領大學

教育給每位學生的行為﹕

這間課室的每一個人都會是一位有責任的學習者，要尊重他們自己及我們的社區。

每一個人都會在他們的行動中反影，要做聰明、正面的選擇。我們常常會做到最好，

因為有決心，我們將會把入讀大學變成事實。 

此外，教師會全年在課室使用“大學言論”。例如﹕獨自研習班時間稱為自修，課室工作被稱為

工作學習，學生小組被稱為大專及大學後，教師主持辦公室時間，家課取得學分，校區學術指

標測驗亦稱為期中考試，加州標準測驗被稱為期末考試、等。

今年，學校打算把教學大綱加深連繫至讀大學的文化和編訂額外適齡的活動，使學生及家庭

可以前瞻每一級，作為  Think College Now 的傳統一部分。例如﹕幼稚園會在旅行時參觀加州

柏克萊大學；一年級會創製一本字母書或字牆，  “A” 的意思是學術，和所有字母都會連接

去大學；在二年級，學生會訂立生命地圖，它亦是連接去大學，和每年都會掛起來。

在2006-07 學年結束時，Think College Now 為第一屆五年級升讀初中的學生舉行升學禮。每位

五年級學生都已經看過各間大學的課程目錄，填寫模擬大學申請表，和懇求朋友及教師寫推

薦書。一位學生已經開始儲蓄來讀史丹福大學，和全級已經兩次旅行往加州柏克萊大學與大

學生會面。最後，學校與東灣大學基金合作來獎予每位五年級學生各一千元獎學金，他們可

以把獎學金用於入讀大學，祗要他們能夠完成高中及畢業，並符合入讀大學的資格。

大學可能對這些學生來說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有效的學術表現是始自這裏和現在。自從

2004年，Think College Now學生在加州標準測驗之英國語文藝術的熟練程度已經從 8% 增加至 

48%；而數學卻從23%增加至59%。

Think College Now 把這個歸因於單一想法的增長，即每位學生都應該擁有決定他們生活途徑的

工具和有平等的機會去入讀大學，追求一份他們所選的職業和認識他們的夢想。

在  的大大增長 

在2006-07 學年， Grass Valley 小學是教育改革努力及學術成就的溫床。努力充電的小學跨出

一大步，邁向確保所有它的學生都能夠在閱讀和數學熟練。

通過結合徵詢程序、鑒定需要、和有闖勁的行動策劃， Rosella Jackson 校長及她的教師們提出

了提案來擦出改善學術成績的火花。介紹閱讀輔導有賴“什麼是可行”策略，

這是由校長和教師們舉行的教學大綱會議時所鑒定的。而且，Grass Valley 讓

家長參與來發展透明的改善計劃給每位個別的學生，並提供遊戲及常見生字

來強調在家中使用。最後， Jackson 女士與每位教師舉行經常，個別會議來討

論個別學生的工作和鑒定額外的支持及重整所需的方向來確保學生成功。

Grass Valley的努力在今年的加州標準測驗中有成果，學生在英國語文藝術，

從2005-06 學年的38%熟練增加至 2006-07學年的55%。Grass Valley學生在數學亦做了類似的增

長，從2005-06學年的35%增加至 2006-07學年的50%。Grass Valley的經濟貧困學生亦同時在閱

讀及數學做了很大的增長——按加州標準測驗測量，達到在閱讀熟練增加 17% 和在數學熟

練增加 15%。

林肯投遞一項教育聲明——

金錢並非萬能  

林肯小學已經證明了在最貧困背景之下蘊藏著令人難以置信的豐富才能。華埠一間有超過六

百位學生的學校；近九成符合免費或減費校餐資格。很多林肯學生是新移民的子女或他們自

己是移民，講廣東話、國語或英語以外語言的兒童佔大多數。

這個大家庭的挑戰看似是突顯可怕的學術成績障礙。然而，在林肯，困難——學術、經濟及語

言——被全速向前而清除。在2006年，州教育總監， Jack O’Connell 的辦公室，在縮窄貧富學

生“學術差距”中引用林肯的成功，並提名林肯小學兢選全國  Title I 傑出學校獎，這個獎項是

每年頒發給予五十個州，每個州兩間低收入學校。

林肯有幸得到這項殊榮，當校區刊登它的學術表現指標 (API)驕人成績，這是加州用來評審測

驗成績表現的格律。在一個介乎200-1000分的標度——800分會被當作優秀——林肯卻取得如

恆星一般的864 分。

在歷史性勝利之後，學校被公眾廣泛吹榜，但謙虛地推說是全體的榮譽。林肯享受平穩的學

術增長和它現時的  API  成績是穩佔 899分。學校的強烈表現讓很多觀察家驚訝他們是什麼

做得到的。余陳愛雪校長有一些答案。

余校長解釋﹕『林肯的學術成功是茲因很多因素﹕大量家庭及學生對教育的承諾；專

業人士的質素及職員的穩定性；集中教學，並對學生及職員有高期望；學校連接服

務；社區組織的補充性支持；和統一的校區支持教學大綱。潛伏在我們所有的努力

是巨大的信任，家長把子女交托職員來教導。林肯小學慎重地負起沒有兒童被遺忘

的責任。結果令職員、學生、家長和社區都感到驕傲。』

79%的屋崙聯合校區學生

相信他們能夠入讀大學



Think College Now小學，五年級教師，  Mariah Howe 說﹕『我相信入讀大學是縮

窄學術差距的關鍵成分。至此，我把教導大學結合於上學天的每一個部分。我

的學生沒有課室工作，但他們有“工作學習“。他們參與自選科目和自修。他們

編訂高中上課時間表，它不單祗將會允許他們符合  A-G 規定，而且讓他們考

慮 AP 堂。』

每位學生都要考 PSAT

今年，第一次，屋崙聯合校區做了必需的策略及財政承諾來確保每位十年級學

生都有機會考 PSAT。 PSAT 是一個重要的經驗，幫助學生熟悉高層次的測驗，

如﹕  SAT 和  ACT ，這些都是大學收生規定的考試。PSAT 亦是屋崙學生符合

全國優異獎學金計劃資格的機會。



得到計劃

屋崙聯合校區奉獻給單一成就、圍繞所有目的﹕預備每位它的學生在大學或就業成功。達到這項

目標需要不變地改善學校系統的每方面；特別是當學校被標簽為“不成功” 的時候，些少的改

善是很難會令人滿意。

沒有兒童被遺忘法案規定  Title I 學校——那些有高度低收入學生人口的學校——若它連逐兩年

不符合某些標準，便被分類為改善計劃(PI)。雖然改善計劃身份是跟據一項事情，縮窄測量學校的

總體表現，它影響公眾對學校是否做得好的觀點。結果是，“P”和 “I” 有時會被教育界視作鮮

紅色的字母。

去年，可是，兩間屋崙聯合校區學校被證實是 PI 身份，當然不受歡迎，是被判死刑。  Bella Vista 

和 Parker小學從  PI 身份中翻身，並在足夠的年度進度 (AYP) 格律中有驕人的成績，AYP 是決定一

間學校是否改善計劃身份。

Bella Vista 和 Parker小學超越州政府規定的英國語文藝術及數學熟練標準，把它們的學術表現指

標分別推高36和17分，達至777和 723分。祝賀學生及教師！清楚地，不會被貼上舊標簽。

屋崙聯合校區啟動大學準備網絡 

預備學生入讀大學和就業是屋崙聯合校區的帶領宗旨，在2006-07 學年，屋崙聯合校區成立了

一個以宗旨來控制的中心，稱為大學準備辦公室。大學準備辦公室提供培訓及支持給屋崙聯

合校區的教務主任、監督屋崙體育聯盟、出版學生成功指南給所有高中學生、和管理大學準

備網絡——一個具力量、新徵募焦點來確保所有屋崙高中學生都有機會及資源在高中或之後

成功。

在2006-2007 學年，大學準備網絡團結屋崙聯合校區和加州柏克萊大學、 Peralta 大學、加州州

立東灣分校、大學考試局、大學峰會、獎學金組織和其他社區組織，它們共同承絡準備所有學

生入讀大學和就業。合作是具影響力，就 2007-08學年，大學準備網絡發展成為一個旗艦式計

劃，即屋崙聯合校區的新大學準備辦公室，為屋崙聯合校區學生及職員提供有關大學預備的

培訓及資源。大學準備辦公室亦管理屋崙聯合校區與大學考試局的合作來提供額外的培訓給

教師和支持美國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增加通過 AP 試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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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不太差  

只不過提到“代數”和“暑期班”一詞已足夠令一些學生冒冷汗。今年的 OUSD-UCOP  暑期代

數學院有差不多119 位學生。這組將會升讀九年級的學生避開遲睡和玩Playstation，而寧選早上

班及直線的公式。結果是，他們發現對升讀高中有更好的預備，和邁向大學教育之路。

學生可以感謝他們自己的奉獻，以及屋崙聯合校區和加州柏克萊大學校董局的聯合努力。在

2007年，加州柏克萊大學和屋崙聯合校區聯合協辦兩個，為期五星期的暑期代數學院，目標是

提升成績差學生人口的數學能力。計劃復制一個模式，它在幾個加州農村校區介紹時非常成

功，但屋崙聯合校區卻是第一個都市校區採納這個方法。

暑期代數學院的設計是﹕

· 增加九年級在代數和其他高中課程的學術表現

· 培養讀大學文化，確保家長及學生明白 A-G 規定和九年級學術表

現的重要性

· 增加符合 UC 和 CSU 大學資格的學生人數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學生在 Oakland High 和 Oakland Tech 參與一個密

集，為期五星期的環節。任何入讀這些兩間學校的學生都可以申請，

但焦點是把對數學有困難的學生帶至與其他學生同一速度。學生入

讀代數班，每星期四天，每天四小時，學生與教師比率是十六比一。

並不等於全天在購物商場，但結果是值得的。

在學院開始和結束時，為學生執行MDT 代數準備測驗 (ART) 。有超過

74% 的學生顯示增長，指出他們對代數技能有鞏固的改善。在目標強

調的兩個地方，操作及文字題和表達及公式，在教授前和教授後測驗

中，小組見到鞏固增加20%和14% 。

初次表現是極端令人滿意。UCOP官員將會追蹤學生的發展，方法是收

集及分析他們在高中期間的數據，以及監察入讀大學率。這是連貫教

學大綱的目的﹕為學生提供對大學規定的概念，以及符合這些需求的

技能。就這方面，這是激勵的成功。當一位教師備注計劃評估時﹕『讓

學生盡早考慮大學和熟悉高中校園是計劃的最大資產——重要的是

審核數學內容來支持他們明年在代數成功。』

每個星期三，學生與總監、外展統籌員及輔導員會面和參與銜蓋這樣主題的峰會，如﹕“大學，

讓它發生”；“時間管理”；“造一個細細的夢”；“揭穿財政援助的神話”和“做筆記”。環節

有助為大學經驗下定義，和增加把它變成學生及其家庭的現實。一位駐校總監說﹕『這真正是

一個家長和子女圍繞大學夢的社區。』

所有注意都有它想要的影響。盡管誘人是暑期天氣和與朋友聊天的好時光， Oakland Tech 的

平均每天勤到率是91%，而 Oakland High 的勤到率亦有 84%。而且亦有口碑。當一位學生觀察

到﹕『它讓我認識到不能夠再懶散，因此我需要更留心工作。』

早期兒童教育學習——教育之旅的第一步 

古諺語說﹕萬丈高樓從地起。不論是應用在那裏都不會比應用於教育更為貼切，當預備兒童

在大學及就業成功是始自他們不再睡嬰兒床的時候。

在屋崙聯合校區，邁向大學之路是始自輔助學習辦公室的早期兒童教育部 (ECE)。ECE承諾確保

所有兒童都準備好入讀幼稚園和為他們從學前班做順利的過渡至小學。

ECE以令人驚訝的嚴格時間表來激勵幼兒的思考。幼年學生參與各種設計來發展語言及閱讀準

備技能的個別及小組活動，以提高體能、社交、情緒及智能增長，和發展增加他們在學校成功

能力的技能及態度。

早期兒童教育總監， Lynne Rodezno 解釋﹕『學前班是兒童體驗教育系統

的第一個機會，若我們的目標是預備所有兒童，讓他們有機會參與高等教

育，然而我們的目標必須是培養每位兒童熱愛學習和給予家長工具去在

子女教育經驗中倡議及支持他們。』

ECE從早期閱讀第一基金中得益，它支持在學前班執行 Open Court 閱讀計

劃。 Open Court有助學生建立強大的讀寫技能，這是符合將未來等級程度

標準所需的。類似，培養一位讀者計劃為兒童提供機會每星期帶一個裝滿

多種語言書籍的背囊回家——是終身教育之旅的第一小步。全年期間，教

師會以想要的結果發展檔案來評審兒童的發展進度，並會在正式的會議

中與家長分享這些資料。

終身學習

每個人的腦海都有一幅“學生”應該是怎樣的圖片。對很多人來說，這是

熟悉的影像，送兒童上學，拖著背囊。但並非每位學生都適合這幅圖片。

有很多學生，事實上，不遵守這個觀點。

學生亦可能是那些沒有完成高中的家長，重返課室來激勵子女和取得學

位。或許是一位移民母親虛心地上英語班 (ESL)來得到一些英語技能，因此

她能夠幫助子女的家課。或許是一位耆英想通過屋崙聯合校區的五十歲以上長者計劃提供的

課程來交朋友，保持心境和學一技之長。這些，和其他，全是屋崙聯合校區的面孔，和那些未

善用慣例途徑的學生，屋崙成人及職業教育 (OACE)亦提供方法來讓他們完成高中學位或闖出

一片新天地。

在屋崙，成人教育是校區的一部分，使屋崙聯合校區能夠著手整個家庭的學習過程。想法是

教育應該是包含及容易讓所有學生得到，並非祗是傳統的一種。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士從不會

停止學習，這是為什麼屋崙聯合校區支持一個成人教育的綜合系統，它允許年紀較大的學生

在符合他們的專業、家庭及公民責任之餘，仍然能夠發展他們的技能和能力。

屋崙成人及職業教育在三個競技場中提供高質素的計劃給成人及高中青少年﹕工作動力發

展；社區發展及給學前至十二年級學校的輔導服務。很多校區的家長尋求OACE 的SEL和職業技

讀大學文化包括工作地點經驗 

今個夏天，兩百三十位高中學生參與由屋

崙成人及職業教育部與屋崙市政府協辦

的學徒計劃。學生得到一般工作預備培

訓，以及服務全市僱主的在職學術計劃。

就一些學生，這些暑期學徒計劃是改變生

活的機會，把真實生活連接“大學預備”

概念和把他們能夠得到的大學教育融入

就業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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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計劃作為他們尋找個人及專業進修的一部分。

在2006-07 學年，校區加強及擴展與社區機關的合作，來為家長提供目標語言及文學技能和多

種的輔導服務，如﹕職業培訓和工作派位機會。這並非祗有家長從這些計劃得亦，年輕的學生

亦一樣。

OACE 在教育學生這個重要任務上，亦為成人提供重要的支持——它的講座系列是設計來為

家長提供實際的技能及工具去幫助年輕人面對今天生活的挑戰。無論是“家課無需憂慮”或

許“在 Open Court  閱讀計劃中支持貴子女”，OACE 家長教育班是設計來幫助家長支持學齡兒

童的學術成功。哲學家 Plato 智慧地備注﹕『教育是年長的最佳條文。』它清楚地指出年輕和年

長都能夠從不斷的知識渴求中得益。

得到黃金目標 

要在不同領域達到最大成就的人無需眼望眼。然而，每個專業巨人都會同意的一件事情是

訂立具體目標和實行一個達到它們的計劃是最為重要。他們為 East Oakland School of the Arts 

(EOSA)的十一年級美國歷史科學生團結而讚頌。

由無畏的 Aryn Bowman 老師帶領，學生同意一個具野心的目標——在加州標準測驗 (CST)  的

美國歷史科要做得比州平均更好。這個艱難的數字意思是  64% 的十一年級學生都要在測驗

符合基本、熟練或優秀的程度，測驗把學生的技能分成五個類別﹕遠低於基本、低於基本、基

本、熟練和優秀。

表面上，它並非好像這麼高檔次。但你卻要考慮 2006 年的CST 成績，當時祗有38%的學生達到

基本或以上，和僅僅有 2% 被判斷是熟練或優秀。要符合這個目標，即在這個學年的時間要提

升 59%的成績。

無畏的， Bowman 向她的學生提出這項挑戰，而最重要的是，令他們相信他們可以為結果下賭

注。 Bowman 解釋 CST 與學生前途、她的專業名譽、學校的身份及社區福祉間的關係。學生一

旦清楚這個希望他們能夠在CST 做得好後，他們訂立夢想成真的目標。

2007  年度的成績顯示投資有漂亮的回報。EOSA 的學生不單祗比加州平均做得好——他們沖

破它。整整83%的學生得到基本或以上的成績——是去年總數的雙培，比州制平均的63%多出

接近三分一。

同樣令人印像深刻的事實是47%的學生得到熟練或優秀成績——比州平均多出12%——從

2006年的2%  熟練或優秀上升。總體來說，得到熟練和優秀成績的學生人數與柏克萊高中一

樣。可是，柏克萊卻不能夠在所有方面保持步伐，祗有68%的十一年級學生得到基本或以上的

成績，對比 East Oakland School of the Arts 的 83%強。

問題是究竟 Bowman 女士和她的學生能否符合他們的大膽目標，答案的回響是“能夠”。

在  增加嚴格 

參觀 EXCEL 高中如同踏進龍卷風的風眼。當走進它的大門時，你走進一個受控制的旋渦教育

活動，以積極及承諾為動力的地方。

在其中一堂遊覽課室的時候，參觀者在生物堂時見到學生小組解剖豬，教師在課室顯示如何

簡化代數題，課室的牆上掛上海報列舉每位學生的姓名及他們在每項代數標準的熟練程度，

和學生在化學堂時審核鄰近工廠發放的有毒氣體的影響和編制一份環境性公正行動計劃。

你無需要是一位教育家才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EXCEL 高中是安排了有力量的嚴格教學及學習

課程給所有學生。這並非意外，而是共同努力的結果去執行一個新和更有效的教學及學習系

統。幾項關鍵的策略突顯 EXCEL 的方法﹕

在 EXCEL ，所有教師都會以學生容易明白的方式為掌握及介紹課程目的來評分。課程目的是

跟據內容標準和書寫“我可以”聲明來強調集中及勤力便可以欣然達到這些目標。

要實踐這項可能性，每位 EXCEL 教師都溝通一個信念，相信每位學生都有能力和努力創造每

位學生成績程度透明化。例如﹕加州標準測驗數據現在出現於 EXCEL 學生的教育總記錄內和

每個部門的教師都會審核數據及職員會議時會強調輔導和家庭與學校的溝通。

同等重要是 Yetunde Reeves 校長和學校事務委員會決定投資較少人數的班，保持九年級在1:20 

的教師與學生比率，和維持十至十二年級的 1:25  比率。

EXCEL  教師提倡讀大學文化，並討論 A-G 規定、SAT測驗及申請大學的程序，以及參觀本地大

專和大學。此外，每年一次， Reeves  校長在春季假期時，帶領參觀歷史性黑人大學。

最後， EXCEL 已經採納了一個以全校為焦點的文學。每科的每位教師，在每間課室，都提升詞

匯發展、閱讀理解、和寫作技巧。

在 EXCEL，學生並非單單學習學術，而且他們亦是改變我們社區的動力。在四月，他們齊步前

往市政府和要求成為聽眾來與  Dellums 市長討論他對圍繞西屋崙 McClymond 教育大樓鄰舍暴

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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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兒童來克服障礙，和他們必須貢獻這樣做，若他們想完成他們的學術潛能。在2007

年，39%的EXCEL  十年級學生和89%的 EXCEL 十二年級學生通個加州高中結業試。 EXCEL 的全

校學術表現指標在 2006-07學年期間從 568分上升至 574分，值得注意的改善，但並非是這間

學校最終的學術表現。

EXCEL 的改變仍是新和將要花時間去令他們的效果被完全認識，但諾言是證據。文化已經戲劇

性改變，如搜集暴風雨，是準備好掠過剩餘的往年和傳達新時代的成功。

列舉它自己的課程

屋崙聯合校區是一個大型及奇妙的多元文化校區，並有多種學術始創，但有一個支配一切的

目標﹕確保所有屋崙公立學生畢業時都準備好在大學及就業成功。

為了達到這項目的，屋崙聯合校區已經鑒定了數個步驟來改變教育境界和允許學術熟練，由

從前荒蕪之地開花結果。這些測量的最重要一項是承諾確保每個家庭都能夠在鄰舍得到最少

兩間優質學校的選擇和能夠在屋崙廣泛教育選擇上挑選。

當屋崙聯合校區的傳統公立學校銜蓋都市公立學校範圍，校區的三十二間特許學校在已經豐

富提供的計劃供應中更多添補充選擇。

沒有比這個更明顯，在Oakland Charter Academy。

在2006-07 學年， Oakland Charter Academy (OCA) 在它的學術表現指標成績跳升了非凡的四

十分，它現時整整得到 896 分，而800分是被當作優秀。 OCA 現時在所有初中學校中排名第

二，被加州優秀圓桌商業學校點名讚揚，並被命名屋崙優秀特許學校，它顯示在過去兩年在

州考試中有連貫的增長。威信的大學們亦有讚揚。今年， Johns Hopkins 大學從 Oakland Charter 

Academy挑選幾位學生參加它的天才青少年學者計劃。

然而， OCA 並不單祗在課室突出它自己的課程，以及在操場——和水上。學者亦誇讚欖球及

船隊，證實腦袋及肌肉都發達。

“我做的每個教學決定都是由我的

數學知識所支配。我需要繼續學習

和溫故之新…我活在一個有生氣的學

生討論，他們討論數學題目或學生可

以問一些英明的問題。”——  Juliana 

Jones，Montera 初中，七和八年級 NBCT

數學教師； 2007 年度亞拉米達縣年

度教師。



全國文憑教師公會

教學是我們所做的基礎，和屋崙聯合校區承諾建立一個優秀的學者系統，有具力量的教員作為基石。在每間課室提供及支持高質素教師並非祗是人力資源部的最高優先事項，而且亦是整個機構

的基本目的。

自從 2003 年，我們有三倍的教師持有全國認可的教學文憑來服務屋崙的學生。和自從2001年，有超過五十位屋崙聯合校區的教師取得威信的全國證書。有超過一百五十份有關全國證書的報告和

文章，並發現 NBCT文憑教師對教師表現，以及學生學習、參與及成績做了可測量及明顯的影響。

McClymonds 校園內的 EXCEL 高中現任校長，兼前十一年級社會教師， Yetunde Reeves 說﹕『身為一位都市教師， (NBCT) 程序給予我機會去反影最佳實際，為我的學生訂立可靠的學習目標，以及慶祝

我那一班的學術成就。』



技術上，牛頭犬是州冠軍

Oakland Tech  實至名歸，在今年的加州展覽中有強而有力的表現。與全州各間學校作賽——

私立、地方及公立、農村、都市、和郊區——學校的工程專科在工業及科技教育比賽中，比任

何其他計劃都帶回更多的獎杯。

在Parker Merrill 的領導下， Oakland Tech 學生得到總體最高成績，並囊括了多項個人大獎，成

績彪炳，有二十五隻牛頭犬獲得冠、亞、季軍。一位學生得到全場總冠軍，和三位得到傑出項

目獎，而 Merrill  先生自己亦得到最佳導師獎，一個發給學生積累最多分的教師，這是跟據獎

項數目及名次來計分。

Tech   學生在建築、立體電腦輔助設計 (3-D CAD) 、描述性幾何學（手繪）、工程原理（手繪）、

力學繪圖及多部分裝嵌類別都得到冠軍。 Tech 在電腦輔助設計  (CAD) 及綠色建築亦合資格

得到獎章。

Parker Merrill 在二十年前開始這個計劃，自當時起已經建立了一個皇朝。技術性及文學性來

說，他的學生是全場最佳。

航行於特許教育的大海

在波濤洶涌的都市教育中穿越課程，有時可能是有困難。幸運地，屋崙聯合校區的特許學校

辦公室 (OCS) 是指引到岸的明燈。今個夏天，新而改善的 OCS 初次訂立目標來加強及擴展支

持及監管校區半自治學校的程度。

經驗已經顯示一間優質特許學校是更可能會存在及成功，當它得到優質授權人所支援。授權

的工作——創辦新學校；允許他們革新；和令它們問責——並不單祗是聰明學校的改善工作，

最重要是要保障公眾對學生成功的興趣及支持。

重組特許學校辦公室是一項承諾去確保它的工作代表質量、透明度、問責及服務的核心價值

觀。遵循這些價值觀會有助推動邁向它的目標﹕

·  加強屋崙聯合校區的特許學校批準標準

·  增加社區對屋崙聯合校區有能力有效地監察及監管特許學校的信心

·  影響學校，方法是保障選擇和自治之餘，要求問責

·  擔任重要的資源來推高學生成績

屋崙聯合校區確認特許學校常常是別有風味，但偶爾仍爭扎於有關獨立的挑戰，並知道他們

可以從額外資源中得益。新的特許學校辦公室會提供這些服務的指引，如它的外借圖書館；一

個儲存許多資料的網站，這是特別為特許學校而設計的；和輔導重要問題，如﹕條例、評審學

生學習、勤到及財政管理。改頭換臉的特許學校辦公室不能夠保證順利帆行，但它卻可以扮

演船長的角色來幫助屋崙特許學校通行邁向學生的學術及社交目標。



操作輔導員 

在屋崙聯合校區，操作輔導員並非僅僅提供輔助——通常他們令事情變得有可能。問問 Piedmont Avenue  校長， Angela Haick 。Haick 女士正籌備五年級去位於

南灣的科學營旅行。她知道要途經史丹福大學才可以到達終點，並知道它將會是學生一次鼓舞的經驗，可以近距離瞥見傳說的校園。她亦知道在管理學校及支

持教師們之餘，她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組織旁支的旅行。

時間是寶貴的，當 Haick女士通知操作輔導員， Amanda von Moos，有關她的困境時， Amanda 沒有浪費任何的機會。她開始研究旅行的可能性，當發現該校園

在該星期的觀光已經完全約滿的時候，可以說是結束。但並未受到嚇阻，Amanda 找到兩位義工願意擔任導遊。噢！她便開始統籌參觀及安排集合地點、觀光路

線、和巴士泊車。

除了遊覽校園和進食午餐外，學生出席一次特別的演講，並有特別嘉賓，他讓學生參與課室討論，為五年級學生提供了一次難忘的經驗。由科學營贊助人錄影遊覽全程，他現在打算把校園觀

光放入所有未來的科學營旅行行程內。Haick 校長附加說，若沒有  Amanda  的“敬畏執行”，參觀是沒有可能發生的——她的非凡舉動是無話可說的。

在 2006-07學年期間，屋崙聯合校區的操作輔助員服務六十六間幼稚園之十二年級學校。“操作輔導”，顧名思義是協助校長，擔任教學領袖來協助他們（一）通行校區的資源及程序；（二）創

立有效的操作系統；和（三）增加校長及職員的能量。操作輔導員亦提供直接輔導，如需要，負擔校長想追求但缺乏時間執行的特別項目。

學校秘書， 
校長

Robin Sasada從 1997 年開始便已經在  Kaiser 小學擔任行政助理，服務屋崙學生及家庭。在這十年間，她極負盛名是有強大的組織技能、聰明的輔導、和恆星般

的客戶服務來確保學生及家庭得到他們所需的。Robin 一部分是秘書、一部分是母親和一部分是調查報導。她並不單祗回答家庭的問題，她會深入了解家長想

要的成果，並給予他們所需要的條文及額外輔導來取得必需的教育及健康服務。

Kaiser 校長， Mel Stenger 宣稱 Robin 的聆聽技能並不單純是聽，卻是察覺究竟兒童需要什麼，類似秘書 ESP。Stenger 解釋﹕『在我告訴她之前，她已經知道我想

什麼。沒有她，我不能夠做到我的工作。』他回想有一次，好了，無數次，當兒童帶著輕傷出現在校務處的時候。 Robin 立即知道兒童是不高興，花時間平靜學

生，和送她回課室上課。

今年，Robin 得到她自己的一個特別里程碑。她的第一位兒子，Jake，成為 Skyline 高中 2007 年度畢業生，今個秋天會離開前往夏威夷入讀大學。Jake是幾位男孩子的榜樣——Robin 有另外三位

兒子在屋崙公立學校讀書。Robin 把她的自由換取使其他兒童更好，今個夏天，她抽時間給她自己。雖然如此，她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Robin 在今個八月回到  Kaiser 籌備學校給教師及學生。這會允許她在開學的第一天取假，幫助Jake搬進大學宿舍。她知道他需要的正是機會。

Robin 得到 2007 年度期望成功獎之優秀學校服務獎。

學校保安員， 

小學

Terri McIntosh 並沒有打算教學。當 2006-07學年開始，在 Fred T. Korematsu Discovery Academy   ，她的正式職銜是“學校保安員”；數星期後，她的正式職位是“輔

導員”。

在秋天， Terri 自動成為輔導員，每天輔導學生閱讀十五分鐘。一位兒童表達特別需要教學，因為他不懂閱讀或寫作，並在同學面前感到尷尬。 Terri 把學生放在

她的羽翼下，給予他一個機會在非正式的環境學習，她抽自己早上的小休時間來輔導他。他現在有信心在同學間閱讀！

屋崙的學校保安員幫忙來確認每位學生都有一個正面、安全的環境去學習。他們與教師及其他學校職員合作來確保我們的校園是安穩和當學生應該要在課室

便在課室。今年，Terri McIntosh在  Santa Fe 小學服務學生。



重生

三月二十七日的早上應當是 Peralta 小學全體師生和家長另一個明亮的春天。代替的卻是，它

帶來黑暗及絕望，當家庭及職員凝視著發黑的入口和燒焦殘存而曾經一度令他們感到自豪的

學校。

Peralta  在肆意的縱火罪中被破壞這間富田園風味的學校，令人感動人而知名的“平地寶石”。

他可能成功地燒毀大樓，但 Peralta 社區精神卻越燒越發亮。

當利用一個上午來平復震驚後， Peralta 的家長和職員採取了唯一的選擇——他們要工作。在

下午，造成了委員會，編訂要做的事項名單和行動已經誕生了。目標﹕修建 Peralta ，使它比從

前更壯麗。

這個細小的壯麗，可是，需要工作來令夢想成真。除非你在搶救的傢俱中找到寶藏、搬動用品

和運送都市叢林， Peralta 花園的新地點。通過血、汗和眼淚， Peralta 社區把空置的 Carter 初

中轉變成一個可愛的地方，臨時湊合的家。然而，它並非 Peralta 。它甚至不接近，和學校社區

不願意就此作罷。

Peralta 家長， Christopher Waters 回想﹕『沒有時間哀悼。我們集合。我們工作。我們整理。兒童

打破他們的錢罐，把全部款項捐出而毫不保留。兒童以愛的緊抱及吻來撫摸我們。』

家長和職員決定要讓重整校園，在2006-07 學年開始時準備好。有些人嘲笑這項想法。其他

恥笑。更多慷慨的心靈引用紅膠紙和慢慢地花時間通過學校的建設項目和表達有禮貌的懷疑

論。

Peralta 的支持者對批評裝聾和聳聳肩膀。他們緊密地與 Tim Whtie，屋崙聯合校區之設施及策

劃管理部副校區總監，合作於這個兩百二十萬的翻新項目。

他們聯絡其他校區行政人員、本地政客、州官員、公司捐獻者、和美國印地安部族幫忙。對，

印地安部族—— Lytton Band of Pomo Indians 投入十萬元捐款。 Home Depot、 Safeway、Oakland 

A’s 、  Jennifer Bury 和  SEIU Local 1021 亦慷慨地捐贈時間和金錢。

而且，他們全體都出席了學校開學第一天的 Peralta 重生典禮。當時唯一的笑聲是兒童的喜悅

聲及成人對夢想成真和工作做得好的狂歡。

Waters  說﹕『這是很多漫長的工作天，和很多漫漫長夜的策劃及整理來代替睡眠。我們使社區

參與和我們從灰塵中做到一些驚人的上升。』

在2006-07 學年， Peralta 小學的學術表現指標增加八分，至 805分——跨越加州為高質學校

所訂立的 800分門檻。

屋崙聯合校區整容

Marilyn Monroe  曾一度評論﹕『我希望年老時無需整容。』這可能是一位步入中年人士有感而

發的評論，但對校區卻不可能，茲因它承諾提供一個安全、乾淨及健康的環境給它的學生及

僱員。

這是為什麼屋崙聯合校區承諾在 2007 年撥出 $56,782,687 來為校區設施來一次大整容。不論

樓宇屬那種或類別都會全力修復、翻新、美化和提高屋崙學校。

“我在學校大部分與人的交際令我成為今天的我，其中有一位人士改變了我生活的外貌，這

便是我的教師， Darrick Smith。 Darrick 教導我很多事情，這甚至是我無法開始解釋他在我生

命是何等珍貴。他對我顯示在課室得到最高成績並不代表我比別人好，他幫助我發展我的結

合，以及我的特點。Darrick在課室教學有助我選擇追隨我對大學的熱情。沒有他的影響，我不

能夠成為今天的我。”—— Ivie Arasomwan  ，Oakland Tech 2007 年度畢業生，  Loyola 



高調的工作，如﹕修復 Peralta 小學，它被大火所毀，成為頭條，但其他較少魔力的，亦是同等

重要，去年完成了項目。履行了景觀及灌溉工作、油漆樓宇、護土牆聳立、更換防火及保安警

報系統、重鋪人行道及停車場、維修體育館、修建洗手間、新屋頂、流動課室及完成修復、地

板、照明、和安裝通風系統、和整個校園的現代化工程。

這些改變，結構及審美學兩者，並非僅僅是浮夸。帶領的目的是創造更舒服、受歡迎的環境以

激勵兒童達到學術目標來預備他們在大學及就業成功。

設施策劃及管理部副校區總監， Timothy White 說明﹕『今年，校區實行了另一系列的活躍年來

創辦新的小型學校和回應創造學習環境所需的來投遞校區踴進的學術計劃。接著的三年，亦

會是令人感到非常興奮的年代，已經有一個兩億五千萬元的改善計劃。』

White 備注，除了不斷翻新校區的學校外，在未來，會更強調現代化各間診所及兒童培養中心，

它培養及主理學習程序。

如欲瀏覽設施總計劃，登陸 www.ousd.k12.ca.us 。點擊 Services & Departments，點擊Facilities  ，

然後是OUSD Facilities Master Plan。

得到優秀服務培訓

作為一個機構要體驗真正的成功，在每級的操作都要有優秀的標準。這是為什麼，若要

達到我們預備學生在大學及就業成功的目標，每位屋崙聯合校區僱員都要承絡提供優

秀的客戶服務。

在 2006 年，我們踏進得到優秀服務——一個教導技巧及練習的培訓計劃，它允許個別

屋崙聯合校區僱員專心致致及連貫地提供傑出的客戶服務給我們的學生、家長、社區、

同事及伙伴銷售商。

至今天，已經有超過七百五十位服務組及學校文職僱員完成了十六小時的計劃——包括

每位人力資源部及出納部的隊員、所有教學及科技服務職員、和很多營養科職員、文員、

和學校保安員。

每個完成培訓的服務範圍都見到在客戶服務方面的改善，從2006-07 年度的表達意見調

查問卷結果中可以見到。



高中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新鮮人

Roger Moy   生長於大學邊緣的人家。身為一位  Mandela 高中 

2007 年度畢業生，他的父母從幼年便鼓勵他繼續教育。Roger 

的家長在六年級時把他報讀於一個名為“大學預備專科”。這

個計劃，由東灣徵募處操作，把大學生與小學及初中學生配

對。Roger 說﹕『我通過計劃而得到的[輔導] 是令我想去大學，

成為他們一樣。』

當  Roger  進入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時候，他仍未決定主修科目——物理科學，他仍然想對

其他機會抱有開放態度，與此同時他會探索其他機會。除此之外，他選擇戴維斯的其中一個原

因是因為“戴維斯校園有許多資源可以利用。”Roger 亦有一位兄長和幾位朋友在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就讀和這有助鞏固入讀的決定。

高中
加州州立大學， 分校

Chyna Jules  是  Mandela 高中 2007 年度畢業生。

她剛在加州州立大學  Fresno 分校開始她的第一

年，她讚揚很多屋崙聯合校區的校長、教師、輔

導員和職員，他們在她的整個教育生涯中幫助

她完成大學夢。

Chyna   決定入讀加州州立大學  Fresno 分校，因為它最接近家園，和因為現時

她亦有家人入讀該大學。她對在加州州立大學 Fresno 分校能夠探索很多教育機

會而感到興奮，她挑選了心理學為她的主修科目，因為她對了解“勞工人士的內

心”極有興趣。她亦發現對手語及聾人文化亦極有興趣和可能會追求聾人研究

為主修科目。現時，她對在  Fresno 第一年和她在四年制大學的機會感到興奮。

職員幫助我見我自己是加州
大學的材料。

畢業生，加州柏克萊大學新鮮人

在 ，我不變地被鼓勵追求
更高教育。

畢業生， 大學新鮮人

高中
西雅圖大學新鮮生

Evan Morier 在六月從 Skyline 高中畢業。他選擇入讀西雅圖大

學，因為他覺得已經在這裏完成教育，它有助他決定他想在人

生中做些什麼。他仍未決定主修科目，但他傾向政治或國際研

究。

Evan  讚揚他的教務主任， Raheem Mohammed  和 Jan Munn 對他

在預備大學的幫忙及指引。 Munn 女士幫忙申請表程序，並寫了一封極佳的推薦書。高級程度

政府科教師， James Richter 亦影響 Evan 對政治的興趣。 Evan 寫﹕『他是我在屋崙聯合校區十

四年中最好的一位教師。』此外， Evan 說，在整個高中的高級程度和榮譽班令他遇見很多大學

邊緣的學生，他們亦對他有很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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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07學年，屋崙聯合校區分配了多種稅收撥款，全年用作不同目的。下面詳細說明那些撥款在年中如何分配和支出。





3912
OAKLAND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