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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标题 I？ 

作为《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 的一部分，MES 被

确定为 Title I 学校。Title I 旨在支持与具有挑战性的

州学术标准相关的州和地方学校改革努力，以改善 

                                  学生的教学和学习。Title I 计划必 

                                        须基于提高学生成绩的有效 

                                              方法，并包括支持家庭参 

                                                 与的策略。所有 Title I 学 

                                                   校必须与家长和家庭共 

                                                    同发成员 书面的家长 

                                                   和家庭参与计划。  

 

共享学校计划  

学生成绩 

它是什么？ 

这是一个计划，描述了 Midway 小学将如何 

提供改善家庭参与的机会以支持学生 

学习。MES 重视家长的贡献和参与 

和家庭成员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提高学生成绩的共同目标。该计划描述了不同的方式 

MES 将支持家庭参与以及父母/家庭如何帮助计划 

并参与促进学生在学校和家中学习的活动和事件。 

 

它是如何修订的？ 

MES 欢迎家长和家庭成员随时就我们吸引家长和家庭的计划提出意见和意见。每年修订计划时都会考虑所有

家长和家庭成员的反馈。MES 邀请所有家庭参加我们的 MES 家长咖啡厅会议，以审查和修订我们的家长和家

庭参与计划和活动，以及学校改进计划、我们的学校家长契约、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培养员工能力的机

会，以及即将到来的学年的家长和家庭参与预算。我们的计划发布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供家庭全年查看和提

供意见。家长和家庭成员可以填写在线利益相关者反馈表，将建议发送至klydon@pierce.k12.ga.us，或在我们

位于学校门厅的意见箱中发表意见。我们还向所有家庭分发年度调查，征求他们对我们的计划、员工能力建设

、预算和学校/家长契约的建议。 

 

它是给谁的？ 

鼓励并邀请所有 MES 学生和家庭充分参与本计划中描述的机会。在可行的情况下，MES 将为英语能力有限、

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识字率有限、具有任何种族或少数民族背景的父母和家庭成员、残疾父母和流动儿童的

父母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 

 

它在哪里可用？ 

该计划包含在学生手册中，该手册在学年开始时发给所有学生，并在入学时发给新生。家庭可以在 MES 前台

索取本计划的副本，和/或在 MES 网站上查看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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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学区目标 
 

 学术成就高 

 优质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员工 

 支持性学习环境 

 高效、高效的运营 

 强大的家长和社区支持 

 大学和职业准备 
 

区家长咨询委员会  

欢迎所有家长听取皮尔斯县学区的最新消息，并审查并为

我们的学区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和学区改进计划提供意见

。2022 年 2 月 23 日在皮尔斯县教育委员会加入我们 

上午 11:30。回复 (912) 807-0048。 
 

 

学校-家长契约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MES 和我们的家庭将制定年级学校-家长

契约。这些契约是由家长、家庭成员、教师和学生制定的协议，用

于说明家长、家庭和教师将如何共同努力以确保所有学生达到年

级标准。契约将根据家庭、学生和教师在 MES 家长咖啡厅会议期

间和年度 Title I 家庭参与期间的反馈进行审查和更新 

民意调查。契约的副本是 

 由所有老师和  与父母一起审查  在家长/老师期间  整个会议 年。   

                                          契约副本 和所有人一起被送回家 学生， 

                                                   张贴在 MES 网站，可能是 在 

                                             前台获得。  

 

让我们聚在一起！ 

MES 将举办以下活动，以建立强大的家庭参与能力，以支持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

的伙伴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请在与您的孩子一起寄回家的时事通讯和传单

、Livingtree Engage 和我们的 MES Facebook 页面上查找这些和其他事件、日期和时间

。 
 

ESOL/移民开放日——待定  

与您的 ESOL 老师、支持人员和系统范围内的翻译人员会面并完成所有必要的工作  

以您的母语编写的入学文件。这是询问有关即将到来的一年的问题的好时机。 

开放日 – 待定 

参观学校，参观教室，与我们乐于助人、友好的工作人员一起会见您孩子的老师。  

导师和志愿者培训 – 8/19/21 @ 7:45 am 

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不同。接受培训和信息，让您做好成为一名有效的导师或志愿者的准备。 

年度标题 I“Extravaganza” – 21 年 9 月 2 日下午 6:00 

快来解答关于您孩子的课程、标准、评估、如何在家帮助您的孩子、如何监控您孩子的进步、Title I 计划和计划以及您参与的权利的

所有问题！ 

Table Talk 家长培训 

加入我们的培训，了解如何支持您孩子的教育成功。培训面向所有 PC 家庭开放！所有培训于中午 12:00 开始。 

日期：10/6/21 地点：帕特森 初级 话题： 识字与阅读 

日期：11/3/21 地点： 网络研讨会  话题： 针对 ADD/ADHD 的育儿干预 

日期：03/02/22 地点：PC中学 话题： 技术提示 

地区移民家庭之夜 – 10/21/21 @ 6:00 pm、01/13/22 @ 6:00 pm、04/21/22 @ 6:00 pm 

快来了解为您的孩子提供的学术和支持服务。就我们如何提供帮助提出您的想法！ 

学习机会 

加入我们，学习年级水平的策略，以在家中帮助您的孩子。在 Facebook、MES 网站和年级时事通讯上查找日期和时间。 

ESOL 家庭之夜 – 11/09/21 @ 6:00 pm 

与您孩子的老师会面，详细了解即将进行的评估以及您可以在家中帮助您孩子的各种策略和方法。  

MES Parent Cafes – 1/27/22 & 4/28/22 @ 中午 12:00（虚拟）或下午 2:45（面对面） 

参与圆桌讨论，讨论我们如何改进家庭参与活动以及与您沟通的最佳方式！此外，MES Café 将为您提供机会，帮助您修改我们

的 Title I 计划计划、学校/家长契约、建设员工能力培训和预算。 

闪耀之星大会 – 体育期间的 10 月、1 月、3 月和 5 月 

颁奖典礼以表彰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幼儿园开课 - 5/5/22 @ 6:00 pm 

为在 MES 上幼儿园的 Pre-K 学生、其他 5 岁儿童和家庭成员做准备。 

搬到中学 – 5/3/22 @ 5:30 pm 

为明年 6 年级的家长和家庭成员讨论向中学过渡的方向。 

 



 

家长和家庭参与 

 

MES 认为家庭参与意味着父母和家庭成员定期

参与双向的、有意义的交流，包括学生学术学

习和其他学校活动，包括确保…… 

 家长在协助孩子的学习方面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孩子在学校的教育； 

 父母是孩子教育的全面合作伙伴，并酌情

参与决策和咨询委员会，以协助孩子的教

育。 

 

MES 致力于帮助我们 

父母和家人参加家庭 

本计划中列出的活动。请打电话 

如果您需要帮助，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托儿服务和/或翻译服务 

以便参与我们的计划。 

Kim Lydon，(912) 807-0084 或 

klydon@pierce.k12.ga.us 
 

翻译服务 – (912) 281-3249 

 

Midway Elementary 开学啦！ 

MES将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和支持家长和家庭成员作为学校的重要基础，以加

强学校并实现我们的学校目标。我们会... 

 

 确保与学校和家长计划、会议和其他活动相关的所有信息都以英语和西班牙

语发布（在可行的范围内），发布在 Livingtree Engage、Facebook 上，并包

含在年级通讯中。 

 

 为员工提供有关家长和家庭参与实践和有效的发展  

员工改善与父母/家庭沟通的策略和想法 

父母和家庭的参与。工作人员还将在定期安排期间分享最佳实践 

会议。 

  与 Head Start 和其他联邦、州和地方计划（包括公共学前计划）合作，分享有关家长和家庭参与活动

的学校信息，这将有助于家长、家庭成员和他们的孩子为幼儿园做好准备并改善学校过渡。  

 与皮尔斯县中学合作，分享有关家长和家庭参与活动的学校信息，这将有助于家长/家庭及其孩子为

中学做好准备并改善学校过渡。 

 在学校网站、Livingtree Engage 和年级时事通讯中分享英语和西班牙语信息（在可行的范围内），让

家长/家庭了解学校的学术标准和评估以及家长/家庭可以监控孩子学习的方式进步并与教育工作者合

作。  

 通过时事通讯、Facebook、传单、学生议程和 Livingtree Engage，定期与所有家庭和社区就学校范围内

的事件和活动进行沟通。 

 与我们的家庭合作开发相关培训和有用的演示，以教育我们的员工父母和家庭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支持学生学习。 

 在会议、会议和活动中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讲义，以帮助家庭与孩子一起努力提高孩子的学业成

绩。 

 使用我们的学校理事会、学区家长咨询委员会和 MES 家长咖啡馆来提高对学校家长和家庭参与计划

中列出的活动和事件的认识和参与度。 

 为家长和家庭成员提供扫盲和技术资源/培训，以帮助他们进一步提高各种教育技能。 

 在家庭参与活动中收集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反馈，提供  

 在学校门厅的意见箱，并在学校张贴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表  

 网站，以响应父母和家庭成员的额外请求 支持家长和家庭参与活动。  

家庭资源室 

快来参观位于 MES 媒体中心的家庭资源室，

查看书籍、学习材料和游戏/活动，以便在家里

与您的孩子一起使用。家长可以使用电脑浏览

家长门户（无限校园）和教育资源。 

周一至周五，上午 7:20 至下午 3:10 

 



 
 

家长和家庭参与标准 

MES 和我们的家庭已采用国家 PTA 家校合作标

准作为学校吸引家长、学生和社区参与的模式。这

些标准是： 

 

1. 欢迎所有家庭 

2. 有效沟通 

3. 支持学生成功 

4. 为每个孩子发声 

5. 分享力量 

6. 与社区合作 

MES 家长咖啡厅会议 

制造执行系统邀请所有家长和家庭参加 MES Café 

会议，分享想法和方法，让其他家长和家庭参与

，与学校、家庭和社区建立伙伴关系。会议将在

学年举行两次，但任何人都可以在所有活动和会

议期间以及通过我们的家长调查、网站和意见箱

提交想法或建议。如果您想了解有关 MES Cafés 

的更多信息，请致电 (912) 807-0084 联系顾问  

                                          Kim Lydon 或完成“注册我 

                                                      ！” 形式。 

 
 

 

注册我！ 
 

 是的，我有兴趣参加 MES Parent Café 会议。 

 我想参与以下工作：（圈出所有适用项） 

 

辅导孩子  特别活动  年级志愿者 

秋季节   实地日   志愿服务学校照片 

学校义工 委员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孩子的姓名和年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享你的意见 

我们希望听到您的意见！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者如果您觉得本计划的任何部分

对学生和学校的学业成就目标不满意，请在提供的空间中向我们提供您的意见或

在意见箱中留下您的意见位于学校门厅。 

（可选）姓名：                                                           电话号码： 

注释： 

 

  

 

查看我们在 Pinterest 上的“虚拟”皮尔斯县家庭资源室，获取参与资源以支持您孩子在家学习的资源！

我们的“虚拟”资源室为 PreK-12 年级提供有价值的活动、尤里卡数学视频以及来自皮尔斯县教师的教学

视频和培训！立即访问该网站... www.pinterest.com/pcresourceroom/_sa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