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1。 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团体将从上一年度通过强化整治和指导方案利用率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水平的 3％，以给予经济上处于弱势，特殊教育特别强调

，和非洲的美国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 1.全面的需求评估将 校区的校长 每月的 （L）本地 总结 - 叙事 

通过校园基于地点进行  十月  综合需求 

委员会（包括父母，业务  十一月  评定 

代表，社区成员，     

学校的工作人员），以确定教育优势     

在学生表现的弱点，     

学校文化和气候，人员素质，     

课程与教学，家庭和     

社会参与，学校环境和     

组织和技术。（标题 I SW：1）     

（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1,2,3）     

（的 CSF：1,5,6,7-）     
     

2.延长学习时间，策略类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3周 （L）本地 总结 - 干预计划 

与充实，加快课程会    和课程计划 

在校期间提供更好的满足     

我们的学生在不符合的风险需求     

在挑战国家的学术标准。     

在英语和数学的意志干涉主义     

提供小组指令。（标题我 SW：     

9）（目标群体：所有，AA，ECD，加快，

AtRisk）     

（战略重点：2）（的 CSF：1,4）     
     

3.提供数据驱动指令，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月月 - （L）本地 总结 -  DMAC报告， 

从 DMAC报告分类数据  九月  评估表 

STARR结果将在规划使用     

指令。（标题我 SW：8,9）（目标群体：     

所有）（战略重点：2）（关键成功因素：2）     
     

4.加强核心学术课程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 3周 （L）本地，（S）教学 总结 - 课程计划与 

并提供机会让所有儿童 教学与技术  材料配股 STAAR掌握改善 

迎接挑战国家学术     

标准对齐课程与教学     

将在所有芯受试者被利用     

从 TEKS资源合作资源，     

地区 8 ESC培训和区域 4     

工作簿和教科书。（标题 I SW：2）     



（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2）     

（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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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1。 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团体将从上一年度通过强化整治和指导方案利用率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水平的 3％，以给予经济上处于弱势，特殊教育特别强调

，和非洲的美国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5.教师将被纳入决策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 总结测评 

关于学术评估，包括    委员会登录表， 

将在施用基准    基准计划 

每年评估四个核心内容领域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计划干预前     

状态检测。（标题 I SW：8

） （目标组：     

所有）（战略重点：2） 

（CSF的

：1）      
      

6.战略干预班会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在......的最后 （L）本地 总结 - 介入类 

数学和英语语言艺术提供给  每学期  课程计划; STAAR测试结果 

地址 2018无缘系统保障     

STAAR问责结果。（标题 I SW：9）     

（目标组：AtRisk）（战略优先：2）     

（的 CSF：1,4）       
     

7.提供更深入的，高质量的学习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辅导登录 

时间，小组辅导会前提供    床单，STAAR测试结果 

学校并在预定的活动时间段     

提供核心强烈干预     

课程。（标题我 SW：9）（目标群体：      

AA，ECD）（战略重点：2）（关键成功因素：

1,4）     
     

8.数学策略实验室将得到维持和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 9周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总结 - 学生时间表， 

用于提供真实世界的例子为 教学与技术   数学实验教具 

动手活动，地址错过     

在 2018 STAAR制度保障      

问责结果。（标题 I SW：9） （目标     

组：AtRisk）（战略重点：2） 

（关键

成功因

素：     

1,4）       
     

9.老师教谁被测试类 校区的校长 每月在 （F）标题 I，A部分 总结 - 通信 

由 EOC考试将有机会  春季学期  记录，utoring记录， 

为辅导期间进行补偿的    时间表和 EOC结果 



会议期间（并把他们的会议     

期间学校天时间之外），所以     

额外的干预时间会      

提供谁拥有高危学生      

工作/放学后的活动。（标题 I SW：9）     

（目标群体：所有，AtRisk）（战略重点：     

2）（的 CS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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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1。 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团体将从上一年度通过强化整治和指导方案利用率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水平的 3％，以给予经济上处于弱势，特殊教育特别强调

，和非洲的美国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0

。 一个特殊的教育认证老师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 9周 （S）特殊教育 总结 - 人员配备 

是在一天中的本几个周期 特殊服务   作业，学生 AEC 

道森 Hillmon另类教育中心    放置记录 

确保特殊教育学生     

教学需求得到满足，而他们是在     

中心。（标题我 SW：2,9）（目标群体：     

SPED）（战略优先：2）（CSF的：1）     
      

11

。 一个信用恢复助手将确保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3周 （S）国家比较 - 金额 - 总结 - 总结，人员编制 

该在线信用恢复方案   

$ 10,984.68，（S）国家比较
FTE 分配，审核信用 

完成达到毕业质量要求。   -  0.5 恢复记录。 

（目标群体：9日，10日，11日，12日）（关

键成功因素：     

1,4,6）     
      

12

。 标题我干涉主义将指示处于危险之中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F）标题 I，A部分 总结 - 总结，人员编制 

学生，以防止他们显著    DMAC的任务，回顾 

落后于他们的年级进步水平。（标题    数据 

我 SW：3）（目标群体：9日，10日，11日，

12日）     

（战略重点：2）（的 CSF：1,4）     
      

13

。 标题我准专业，结合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F）标题 I，A部分 总结 - 人员配备 

创纪录的老师，将提供小    分配，EOC测试结果 

类组指令预先示教，     

加强和建立在风险的信心     

学生们。（标题我 SW：9）（目标群体：     

AtRisk，9日，10日，11日，12日）（战略重

点：     

2

） （的 CSF：1,4）     
      

14

。 妊娠相关的服务（包括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S）国家比较 - 金额 -  $ 500 总结 - 怀孕或父母 



老师家访）将提供   （S）状态小样 FTE  -  1 学生成绩和分数 EOC 

在高危学生资格。（标题 I SW：9）     

（目标群体：9日，10日，11日，12日）（关

键成功因素：1）     
      

15

。 英语教师将与中间相遇 校区的校长，主任 学期 （L）本地 总结 -  STAAR结果 

学校英语教师对齐的指令 教学与技术    

垂直，尤其是在等级 7  -  12，以及     

地址 2018无缘系统保障     

STAAR问责结果。（目标组：     

AtRisk）（战略优先：2）（CSF的：1）     
      

16

。 具体的，在数学教学针对性和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L）本地 总结 -  STAAR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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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1。 所有的学生和学生团体将从上一年度通过强化整治和指导方案利用率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水平的 3％，以给予经济上处于弱势，特殊教育特别强调

，和非洲的美国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阅读 Africian美国，白    结果 

经济弱势将是     

实施地址无缘系统     

保障与 2018 EOC评估。该     

数学和 ELA课将开发和     

实施起搏日历，以确保所有     

TEKS被 coveredd。（目标组：     

W，AA，ECD）（战略优先：2）（CSF的：1

）     
     

17.扩展服务年会提供给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六月 （S）国家比较 - 金额 -  $ 7,200 总结 - 延长一年 

满足高危学生的需求。（目标 教学与技术  （S）状态小样 FTE  -  3 学生注册，STAAR 

组：AtRisk）（战略重点：2）（关键成功因素

：    掌握结果 

4）     

     

18.管理员和老师见面会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会议记录 

每季度评估学生的进步，     

讨论学生的需求，确定     

适当的学术评估时间表     

（如基准）和协作在     

关于教学策略，将     

使所有学生面对挑战     

国家的学术标准。（目标群体：所有）     

（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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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2。 公平和高品质的机会，将会为所有的学生，包括 GT，LEP，诵读困难，移民，面对风险的所有程序提供，并特殊需要的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职业与技术课程，反映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S）CTE 总结 - 学生的时间表， 

地方和国家的就业市场和经济， 教学主任和   主生产计划，学生 

将提供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技术   认证报告 

学生群体，将包括      

学生获得的技术机会     

认证。（目标组：CTE） （战略     

优先级：3）（CSF的：1）      
     

2.差异化教学实践会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教案 

在教室用于处理各种学生     

学习方式。（标题 I SW：9） （目标     

组：所有）（战略重点：2） 

（CSF的：

1）     
      

3.修改指令，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S）特殊教育 总结 - 教案， 

住宿/可及性，教程和 特殊服务总监   日程安排，IEP的，和 504个计划 

干预班将提供     

学生需要干预。（标题 I SW：9）     

（目标组：SPED，AtRisk）      
     

4.学生将有机会去追求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L）本地，（S）CTE 总结 - 主计划和 

他们通过示范美术兴趣    学生时间表 

艺术，乐队，花艺设计，戏剧类。     

（标题 I SW

：9） （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重点：2,3） （CSF的：1）      
     

5.人力性欲指令将被提供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S）CTE 总结 - 课程计划和 

通过健康科学技术班，    主要时间表 

通过注重预防怀孕     

禁欲和疾病预防。（标题我     

南方周末：9）（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优先级：3）（CSF的：1）      
     

6.学生将有机会 校区的校长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的记录 

竞争在学术 UIL事件。（目标    出席学术满足 

组：所有）（战略重点：3） 

（CSF的：

1）     

     

7.科技将提供援助 教学主任和 每周 （L）本地 总结 - 科技门票 



通过集中部署的技术支持 技术    

计划。（标题我 SW：9）（目标群体：所有）     

（战略重点：2,3）（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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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2。 公平和高品质的机会，将会为所有的学生，包括 GT，LEP，诵读困难，移民，面对风险的所有程序提供，并特殊需要的学生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8.提供老年人与有效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年 （L）本地 总结 - 学生参加 

过渡是大学和职业准备，所有    高校，军队或收购 

少年将在地区参加了“招聘会”    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月期间 8服务中心     

九月。学院和军队征兵意志     

被邀请到校园，为学生提供     

整个学年的信息。德州     

国家技术学院将做     

演示所有银。班来解释     

程序，它们的价格。（目标群体：所有）     

（战略重点：3）（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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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3。 谁达到的性能水平的优秀学生将被识别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学生谁所有实现所有 A光荣榜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可以 （L）本地 总结 - 学术奖 

四年高中将获得的荣誉    程序 

毯。（目标群体：12）（战略     

优先级：3）（CSF的：1）     
     

2.学生谁是良好的信誉 校区的校长 可以 （L）本地 总结 - 期末考试 

学者，考勤和纪律意志    豁免清单 

有资格在期末考试豁免     

十二月和五月。（目标群体：所有）     

（战略重点：2）（CSF的：1）     
     

3，当地媒体将被通知的优秀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3周 （L）本地 总结 - 报纸文章 

由学生和学生团体的成就。    和无线电广播 

（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功因素：1,6）     

     

4.学术颁奖典礼将举行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可以 （L）本地 总结 - 学术奖 

认识到优秀的学生。（标题我 SW：    程序 

6）（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     

2,3）（的 CSF：1,6）     
     

5.学生谁使 A和 AB光荣榜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收益和直写 

将获得在学校使用证书    获奖者的 UPS 

商店。（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     

2）（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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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目标 4.所有学生将被给予机会，并鼓励他们参与中学后培训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的释放时间 1.至少一个期间将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学生时间表 

可用来支持和鼓励学生     

参加大专班。（目标组：     

第 11，第 12次）（战略优先：3）（CSF的：

1）     
     

2.学生将提供机会 参赞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学生的测试结果 

参加 PSAT考试，ASVAB，AP，ACT和 SAT  （如测试   

试验。（目标群体：11日，12日）（战略  提供）   

优先级：3）（CSF的：1）     
     

3.荣誉，预 AP，AP和富集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主生产计划， 

课程将提供先进的，高    学生时刻表 

表演和有天赋的学生。     

（目标群体：GT，9日，10日，11日，12日）     

（战略重点：2,3）（CSF的：1）     
     

4.与当地院校的协调，双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DC招生名单 

学分课程和同步注册     

课程将在降低学费来提供     

率。（标题我 SW：10）（目标群体：     

第 11，第 12次）（战略优先：3）（CSF的：

1）     
     

5.所有学生将了解并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参赞页和 

鼓励完成高考    时间表 

要求。（目标群体：11日，12日）     

（战略重点：3）（CSF的：1）     
     

6.一种加速指令意愿程序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S）国家比较 - 金额 总结 - 登记记录 

被提供用于高危学生需要贷款    对于 OdysseyWare 

复苏。（标题我 SW：9）（目标群体：     

AtRisk）（战略优先：2）（CSF的：1）     
     

7.通过与特克萨卡纳合作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登记记录 

学院，QCHS学生将有     

机会参加劳动力类。（标题我     

南方周末：10）（目标群体：CTE，11日，12

日）     

（战略重点：3）（CSF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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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提供全面的教学计划，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成绩，访问和公平。 

 

目标 5。 学生们将在一个水平上进行，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满足联邦体制保障。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 ELA和数学教师提供辅导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月在 （L）本地 总结 - 辅导记录; 

让学生在没有通过 ELA的危险  春季学期  EOC测试结果 

EOC评估。（标题我 SW：9）（目标     

组：AtRisk）（战略重点：2）（关键成功因素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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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见面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需求，包括教学和积极的学校，widebehavior的鼓励。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开发和维护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坚定，公正和一贯的纪律 校区的校长 每周 （L）本地 总结 - 手册和 

管理计划将审查和    行为守则; 学生 

每年实施。（目标群体：所有）    纪律记录 

（CSF的：6）     

     

2.所有的设施将在保持锁定 校区的校长，主任 日常 （L）本地 总结 - 安全检查 

每天上课保护学生和消除 辅助服务    

外人未经授权的访问。（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6）     
     

3.学校工作人员将在接受培训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L）本地 总结 - 专业 

每年对安全的学校开始 辅助服务，主任   发展记录 

程序。（目标组：所有）（CSF的：6） 教学与技术，    

 学校护士    
     

4.学校将保持积极的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安全演习日志和 

与地方当局如当地关系 辅助服务   报告。 

警察和消防员和联邦实体（如     

政府的方舟-Tex的委员会）和，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适当的     

安全演练和培训。使用共同努力     

联邦，州和地方资源，将有     

安全意识和改进学校     

气候为目标。（标题我 SW：10）（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6）     
     

5.一种多种策略，包括活性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L）本地 总结 - 学生纪律 

和午餐拘留将被用于维持    记录 

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和减少     

学生人数放置在 ISS或 DAEP。     

（目标组：所有）（CSF的：6）     
     

6.一种安全检查系统将维持 校区的校长 日常 （L）本地 总结 - 安全检查 

在前面的办公室，以确保任何人获得    系统报告 

入口处的校园没有一个     

犯罪记录，将构成威胁     

学生或教职员工。（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

功因素：     

6）     
     



7.安全将所有的家庭提供 校区的校长， 每周 （L）本地 总结 - 支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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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见面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需求，包括教学和积极的学校，widebehavior的鼓励。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开发和维护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体育事件。（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功因素

： 所长   安保人员 

6）     

     

8. DAEP老师会提供安全，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S）国家比较 - 金额 - 总结 - 总结，人员编制 

确保学生而正确的指令 所长  

$ 18,135.11，（S）国家比较
FTE 分配，登录在片材 

完成学科计划。（目标组：   -  0.375 DAEP 

9日，10日，11日，12日）（关键成功因素：

1,4,6）     

     

9.一种 DAEP辅助人员将提供安全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S）国家比较 - 金额 - 总结 - 总结，人员编制 

并确保学生正确的指令 所长  

$ 10,220.94，（S）国家比较
FTE 分配，登录在片材 

同时完成学科计划。（目标   -  0.5 DAEP 

组：9日，10日，11日，12日）（关键成功因

素：1,4,6）     

     

10.在必要的时候，学生有严重 校区的校长 每月一次 

（S）国家比较 - 金额，（S）国

家 总结 - 学生 DAEP 

纪律问题将被分配给   比较 FTE 考勤记录。 

另类教育中心纪律     

为了获得更多的个性化帮助     

自我控制。（目标组：所有）（CSF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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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见面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需求，包括教学和积极的学校，widebehavior的鼓励。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将是一个无毒环保。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

。 学生领导介绍，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节目时间表 

品格教育，解决冲突，健康 学校护士    

意识，吸毒和酗酒     

意识将在提供     

年。（目标组：所有）（CSF的：6）     
      

2

。 随机和彻底的搜索会 校区的校长 每年 4次 （L）本地 总结 - 搜索报告 

采取措施防止禁止存在  （随机）   

物品如药物，酒精和武器上     

校园（目标群体：所有）     
      

3

。 老年人和他们的父母将参加 校区的校长 可以 （L）本地 总结 - 项目毕业 

项目毕业：一种安全无毒    会议记录和照片 

庆祝毕业的夜晚。（标题我     

SW：6）（目标组：第 12次）（CSF的：6）     
      

4

。 QCHS将保持学生药检 校区的校长， 一年四次 （L）本地 总结 - 药物测试 

方案，其中将包括测试对于合成 所长 （随机）  计划合同; 学生药 

药物。（目标组：所有）（CSF的：6）    检测结果 

      
5

。 工作人员将继续进行训练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L）本地 总结 - 员工发展 

欺凌的预防和干预欺负。 教学与技术   记录 

（目标群体：所有

） （CSF的：6）     

      
6

。 校园将在任何行动 校区的校长，主任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学校卫生 

从学校健康建议 教学与技术，   咨询理事会分钟 

顾问委员会。 

（目标群体：所有）（关键

成功因素： 学校护士    

6

）        
      

7 从健身评估报告（定 校区的校长 可以 （L）本地 总结 -  FITNESSGRAM报告 



。 

所有学生参加体育    分析 

和乐队）将被分析需要的地区     

改进。 （目标群体：所有）     
      

8

。 学生谁表现出心理健康的迹象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参赞和 

问题进行评估和提供咨询 特殊服务总监，   诊断专家报告 

介入。 （标题我 SW：9）（目标群体： 学校护士    

所有）       
      

9

。 体力活动是通过带提供，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每周 （L）本地 总结 - 主计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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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见面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需求，包括教学和积极的学校，widebehavior的鼓励。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将是一个无毒环保。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体育，啦啦队，和田径。    学生时间表 

（目标组：所有）（CSF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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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2。 皇后城高中见面会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安保需求，包括教学和积极的学校，widebehavior的鼓励。 
 
目标 3。 在皇后城高中所有的参与者将接受培训，并在安全和应急程序精通。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 QCHS将保持危机管理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专业 

团队，将有助于预防暴力和    发展 - 小心处理 

暴力干预。（目标群体：所有）    训练; 学生纪律 

（CSF的：6）    记录 

     

2.工作人员和学生将实行紧急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钻文档 

演习和程序在常规基础上。     

（目标组：所有）（CSF的：6）     
     

3.培训和认证的工作人员 教学主任和 八月 （L）本地 总结 - 专业 

在使用自动体外的 科技，学校护士   发展记录; AED 

除颤器将保持不变。AED的会    评论 

可在所有功能和心肺复苏术和第一     

急救程序。（目标群体：所有）     
     

4. QCHS将保持更新紧急 校区的校长，主任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紧急 

管理计划完成地图的 辅助服务，   管理计划 

校园，其包括用于气体截止阀 所长    

和水。（目标群体：所有）     
     

5.工作人员将继续接受培训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八月 （L）本地 总结 - 员工发展 

识别和获得帮助的学生 学校护士   记录 

谁证明自己危害的迹象。     

（目标群体：所有）     
     

6.倘有悲剧或攻击 校区的校长，辅导员，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咨询记录 

（学生死亡，死亡的教师，进攻上 教学主任和 如所须   

学校，或这类任何其他活动） 技术，特种总监    

咨询和指导将用于提供 服务，学校护士，    

我们的学生。（目标群体：所有）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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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3。 皇后城高中都会有老师在核心学科领域适当认证的 100％。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招募和维持适当的认证教育。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学区将支付$ 4000个以上的国家 校区的校长， 八月 （L）本地 总结 - 中央办公室 

基薪表，保持和签名 所长   薪资报告 

奖金为国家紧缺的教学     

区，并为大师的额外津贴     

度。（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优先级：1）（CSF的：7）     
     

2.经验丰富的导师的教师会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师徒日志 

分配给新教师。（目标群体：所有）     

（战略重点：1）（CSF的：7）     
     

3.适当地认证的教师和高度 校区的校长，主任 春  总结 - 员工认证 

合格的辅助人员将寻求填补 教学与技术， 夏天  记录 

空缺。电子应用系统 所长 学期   

将被用来帮助找到资质申请。     

（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1）     

（CSF的：7）     
     

4.专业发展/培训会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总结 - 认证记录 

提供给工作人员谁不 教学与技术 九月   

适当的认证。（标题我 SW：3,4）     

（目标群体：所有）（战略重点：1）     

（CSF的：7）     
     

5.如果可能的话，面试委员会 校区的校长 春 （F）标题 I，A部分 形成性 - 应用和 

将选择和面试，谁是  夏天  员工认证记录 

考虑适当的认证。（目标  学期周期   

组：所有）（战略重点：1）（关键成功因素：

3,7）     
     

6.保留/津贴招聘教师 校区的校长 每年，八月 

（F）标题 II，A部分，（F）标

题 IV， 总结 - 人事安排 

缺水地区将提供给作为   A部分  

鼓励教师合同女王     

市 ISD和 QCHS。（目标组：     

9日，10日，11日，12日）（战略重点：1）     

（的 CSF：1,7）     
     

7.所有工作人员将给予机会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月一次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形成性 - 专业的工作人员 

提高自己的教学和拓宽自己的 教学与技术，   发展纪实 



的的多样化需求的知识 所长    

学生，尤其是经济     

弱势学生和非洲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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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3。 皇后城高中都会有老师在核心学科领域适当认证的 100％。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招募和维持适当的认证教育。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学生通过员工发展     

出席在所有学术领域。服务     

通过地区 8服务收缩     

中央。（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优先级：1）（CSF的：7）     
     

8.数学教师将参加在 CAMT 校区的校长，主任 七月 （六）农村和低收入格兰特， 总结 -  CAMT注册 

夏天，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教学与技术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支付和 CAMT出席 

学生们。（标题我 SW：4）（目标群体：所有

）    证书。 

（战略重点：1）（CSF的：7）     

     

9.所有工作人员的专业发展会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L）本地 形成性 - 专业 

由区在以下领域提供 教学与技术   开发时间和 

技术，解决冲突，课堂    登录功能表 

管理和最好的教学实践。     

（标题我 SW：4）（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优先级：1）（CSF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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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4。 皇后城高中将采用策略来提高上座率和消除辍学。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维持或改善我们的日常考勤率。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家长会关于他们的联络 校区的校长 每周 （L）本地 总结 - 学生出勤 

孩子的过度缺勤。（目标组：    报告 

所有）（关键成功因素：4,6）     

     

2. TxEIS程序跟踪缺勤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月一次 （L）本地 总结 - 考勤报表 

将保持不变。（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功因

素： 教学与技术    

6）     
     

3.学生不能满足 90％规则 校区的校长，主任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礼拜六派 

出席会被要求参加周六 教学与技术   考勤记录 

学校考勤恢复信用。（目标     

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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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5。 皇后城高中将实施战略，以提高合作伙伴与社会和促进有效的家长和家庭的参与。 

 

目标 1。 皇后城高中将发展和保持与父母和其他社区成员的良好关系，并鼓励他们在学校活动的参与。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社区成员和家长会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L）本地 形成性 - 会议纪要和 

受邀担任校园委员会等 教学与技术，   登录功能表 

作为 CTE咨询会，校园 所长    

改善委员会，助推器俱乐部，     

学校健康咨询委员会。（标题我     

SW：6）（目标组：所有）（CSF的：5）     
     

2.皇后城校友会和王后 校区的校长 十月 （L）本地 形成性 - 服务的记录， 

市高中将携手提供     

学生有特殊需要的服务。     

校友将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在回家的社区活动     

和其他学校的功能。（标题 I SW：10）     

（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3.校友链接将被保留在 教学主任和 学期周期 （L）本地 形成性 - 网站链接 

区网站。（标题我 SW：10）（目标 技术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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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5。 皇后城高中将实施战略，以提高合作伙伴与社会和促进有效的家长和家庭的参与。 

 

目标 2。 家长将被告知学生的进步和活动。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工作人员可利用提醒作为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形成性 - 提醒信息 

通讯工具。（标题 I SW：6）（目标    和专业发展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记录 

     

2.学校帐篷将被更新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F）标题 I，A部分 形成性 - 上跑马灯时间表 

定期与相关信息。（标题我    计算机和显示字幕 

SW：6）（目标组：所有）（CSF的：5）     

     

3. QCHS将利用一个自动电话 校区的校长 每月一次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形成性 - 电话通知 

通知系统让家长的    报告 

校园活动。（标题 I SW：6）（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4.家长将有机会获得他们的孩子的 校区的校长，主任 日常 （F）标题 I，A部分，（L）本地 形成性 -  Gradespeed合同 

通过考勤和成绩信息 教学与技术    

基于Web的程序。（标题 I SW：6）（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5.打印成绩报告将被发送到家长 校区的校长 每 3周 （L）本地 总结 - 进展报告 

每三周为那些有学生    和报告卡 

一个 74平均或下方。（标题 I SW：6）（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6.校园将举办的年度“拜见 校区的校长 八月 （L）本地 总结 - 登录在表 

。教师”夜（标题我 SW：6）（目标群体：     

所有）（关键成功因素：5）     
     

7.一种姿态将之前举行 校区的校长 八月 （L）本地 总结 - 登录在表 

学校开始为新生和     

他们的父母。（标题 I SW：6）（目标组：     

所有）（战略重点：3）（关键成功因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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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6。 皇后城高中将准备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了解和使用新兴技术。 

 

目标 1。 所有学生将使用技术的学术内容更深入的了解。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所有的学术教室将保持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 9周 （L）本地，（S）CTE， 总结 - 技术记录 

一到一个学生到设备比率 教学与技术  （S）教材  

技术融入所有内容领域。   配股  

（目标组：所有）（CSF的：1）     
     

2.每名教师将开发至少两个 校区的校长 学期周期 （L）本地 总结 - 课程计划与 

以技术为基础的课程，其中包括    学生作品 

电子产品的学生发展     

其中结合理解的     

主题。（目标组：所有）（CSF的：1）     
     

3.学生将使用技术在每周 校区的校长 每周 （L）本地 总结 - 教案 

基础，因为他们表现出学生的掌握     

期望。（目标群体：所有）（战略     

优先级：3）（CSF的：1）     
     

4.所有教室将有无线上网 校区的校长，主任 每周 （六）农村和低收入格兰特， 总结 - 技术 

访问，最新的防病毒软件，并获得 教学与技术  （L）本地，（S）CTE， 记录; 项目合同 

适用在线课程，以增加   （S）教材  

学生的技能水平。（目标群体：所有）（关键成

功因素：   配股  

1,6）     
     

5.在风险提供信用恢复软件 校区的校长 每学期 

（S）国家比较 - 金额 -  $ 4,200

个  

学生保持毕业要求。     

（目标群体：9日，10日，11日，12日）（战

略     

优先级：4）（的 CSF：1,4）     
     

6.提供网络支持，监测，为 校区的校长 每学期 （S）国家比较 - 金额 -  $ 250 总结 - 总结，人员编制 

电脑和信贷复苏。（目标组：    技术的转让，回顾 

9日，10日，11日，12日）（关键成功因素：

4）    支持报告，回顾 

    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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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CITY HIGH SCHOOL 
 
目标 6。 皇后城高中将准备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了解和使用新兴技术。 

 

目标 2。 所有教师将按照国家标准展示熟练的理解和使用新兴技术 

 

活动/策略 人负责 时间线 资源 评估 

     

1.教师将完成年度工作人员 教学主任和 弹簧 （L）本地 总结 - 调查结果 

发展调查将包括其 技术    

需要技术的领域。（目标     

组：所有）（关键成功因素：7）     
     

2.所有教师将保持电子 校区的校长，主任 八月 （F）标题 I，A部分 总结 - 教师技术 

投资组合将包含产品 教学与技术   投资组合 

展示自己的技术能力     

根据国家标准。（目标组：     

所有）（关键成功因素：7）     
     

3.在一年中至少有一次，老师们 校区的校长 每 9周 （L）本地 总结 - 课程计划与 

使用过程中的技术为基础的经验教训    评估 

课堂观察。（目标群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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