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加州学校评分板) (www.caschooldashboard.org) 是一款在线工具，旨在帮助本州各社区访问关
于K-12学区和学校的重要信息。Dashboard (评分板) 有便于阅读的报告，表明学校成功的多项衡量标准。Dashboard仅是公共
教育一系列重大转变的步骤之一，这些改变提高学生学习的门槛，改造测试，并且更加注重公平。

学校成功的10个指标

州指标
六个指标可进行跨学校和学区比较。

高中毕业率

学业表现

停学率

英语学习者进步情况

大学/职业准备

长期缺勤率

基于全州采集的信息。

所有学区、学校以及有30名以上学生的所有确
定学生群体 (如种族群体、低收入和英语学习
者) 的结果。

学校和学区在六项州指标中的每一个，会得到
五个颜色代码表现水平之一。

(最高) (最低)

红色橙色黄色綠色蓝色

填满的圆圈颜色和数量，是表明表现水平的
两种方法。例如，绿色始终有四个区段填满，
红色始终有一个区段填满。

总体表现水平根据现在表现 (状态) 与以往表现
的比较 (变化) 确定。

本地指标
四项指标基于各学区、县教育办公室和特许学
校采集的信息。

基本条件
• 教师资质
• 安全清洁的建筑
• 所有学生都有教材

学业标准执行情况
学校氛围调查
家长参与度

各学区根据它们是否采集和报告本地数据，在
四项本地指标得到三个表现水平之一。

• 达标
• 未达标
• 两年或以上未达标

下页继续。

没有可用于本地指标的学校和学生群体信息。

https://www.caschooldashboard.org/


了解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 (接上页)

California School Dashboard有四份不同的报告，可以提供学校成功的定制视图。使用者也可点击单一指标，了解所有学生群
体在该指标的表现。点击单一学生群体，显示该学生群体在所有六项州指标的表现。

4份报告提供学校成功的定制视图
公平度报告      状态/变化报告 详细报告 学生群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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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Report

West Chavez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 San Joaquin County

Enrollment: 4, 150

Foster Youth: N/A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10%

Grade span: K‐12

English Learners: 5%

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The Equity Report shows the performance levels for all students on the state indicators. It also shows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that 
received a performance level for each indicator and how many of those student groups are in the two lowest performance levels (Red/Orange).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may vary due to the number of grade levels included within each indicator.

长期缺勤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停学率 (K‐12) 9 2

英语学习者进步情况 (K‐12) N/A 1 0

毕业率 (9‐12) N/A 6 4

大学/就业
2017年秋季可用。选择11年级评估结果。

不适用 不适用

英语语言艺术 (3‐8) N/A 8 0

数学 (3‐8) N/A 8 1

州指标 所有学生表现 学生群体总数 红色/橙色学生群体

基本指标 (教师、教学资料、设施) 达标

学业标准执行度 未达标

家长参与度不适

本地氛围调查 达标

本地指标 评级

两年或以上未达标

公平度报告      状态/变化报告 详细报告 学生群体报告

公平度报告
显示：
• 所有学生在州指标的表现
• 每项州指标的学生群体总数
• 红色/橙色表现水平的学生群体数
• 本地衡量标准的表现 (仅学区水平)
可按指标挑选信息

长期缺勤率 

停学率 (K‐12) N/A 低
2.2%

提高
+0.3%

英语学习者进步情况 (K‐12) N/A 很高
90.2%

提高
+2.7%

毕业率 (9‐12) N/A 高
93.1%

降低
‐1.5%

大学/就业
2017年秋季可用。选择11年级评估结果。

英语语言艺术 (3‐8) N/A 很高
低于3级49分 

保持
+6.2 分

数学 (3‐8) N/A 高
低于3级31分 

提高
+6.5 分

州指标 所有学生表现 状态 变化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不适用不适用

公平度报告 状态/变化报告 详细报告          学生群体报告

N/A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10%

Grade span: K‐12

English Learners: 5%

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Copyright 2017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on

Quesons?  Send them to lcff@cde.ca.gov.

状态/变化报告
显示各项州指标：
• 所有学生表现
• 状态 (现有表现)
• 变化 (与以往表现的差异)

详细报告
显示州指标在一定期间的表现信息
显示本地收集的本地指标表现信息
划分为三类：
• 学业表现
• 学校条件和氛围
• 学业参与度

学生群体报告
显示所有学生和各学生群体的州指标表现
可按表现水平选择学生群体
• 蓝色/绿色 (即达到标准)
• 黄色
• 红色/橙色

更多信息见于：www.caschooldashbo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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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y Report

West Chavez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 San Joaquin County

Enrollment: 4, 150

Foster Youth: N/A

Socio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10%

Grade K‐12

English Learners: 5%

Reporng Year: Spring 2017

The Equity Report shows the performance levels for all students on the state indicators. It also shows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that 
received a performance level for each indicator and how many of those student groups are in the two lowest performance levels (Red/Orange).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 groups may vary due to the number of grade levels included within each indicator.

长期缺勤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停学率 (K‐12) N/A 9 2

英语学习者进步情况 (K‐12) N/A 1 0

毕业率 (9‐12) N/A 6 4

大学/就业
2017年秋季可用。选择11年级评估结果。

不适用 不适用

英语语言艺术 (3‐8) N/A 8 0

数学 (3‐8) N/A 8 1

州指标 所有学生表现 学生群体总数 红色/橙色学生群体

基本指标 (教师、教学资料、设施) 达标

学业标准执行度 未达标

家长参与度不适

本地氛围调查 达标

本地指标 评级

两年或以上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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