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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能够领导一个多元化的学区，让所有学生和家庭受到重视、尊重和支持。正如我们的
战略规划中所述，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中所有意味着无一例外。我们认识到社区中的多元文化
以及学生和家庭使用的多种语言都是巨大的资产。我们相信，支持我们的双语学习者掌握英语是
为他们学业的全面进步以及为大学和职业做准备提供机会。

作为一名双语学习者，我充分认识到强大的英语语言发展计划的巨大影响，并相信我们的英语语
言学习者主要计划是一项全面的计划，能为我们的从业者提供确保学生成功的明确蓝图。该计划
符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确保所有学生成功并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责任，
我们必须培养所有学生的天赋和才能。

诚挚祝愿，

Parvin Ahmadi
督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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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CVUSD)
英语语言学习者主要计划的目的
本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的目的是根据联邦和州的法规、计划组成部分以及综合 TK-12 英语语言
发展 (ELD) 课程的教学材料，为管理人员、教师、支持人员、学生和家庭提供有关学区目标和
期望的指导与指示。它概述了学校英语学习者的基本要素，以及所需的学区系统，以成功实施一
致和连贯的实践、教学材料和服务以确保英语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使其达到年级水平标准，
且可顺利从高中毕业并为进入大学和步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CVUSD 战略规划
愿景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旨在将学生培养成适应能力强、
能批判思考的人才，发扬激情，为世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使命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与社区加强合作，为学生创造一
个安全、鼓励成长、文化相应性的学习氛围。教师优秀而谆谆善诱，充分利用创新教学、课程和
技术对学生进行指导。
核心价值
★ 促进学生成功是全体教职工的责任。
★ 培养所有学生的天赋和才能。
★ 学校是最安全的场所。
★ 我们承诺公平，确保教育系统不区分个人和社会情况，对所有学生做出回应。
★ 我们对所有的学生、家庭和职员都一视同仁，其都会得到重视和尊重。
★ 所有意味着无一例外
重点
学业
❏ 所有 CVUSD 高中毕业生都备有大学学业规划。
❏ 每个三年级学生将达到或超过年级水平。
❏ 我们支持每个学生达到或超过年级期望水平。
❏ 所有学生都能安全负责地使用新技术，并能进行合作、交流以及探索大千世界的相关知识。
❏ 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所有年级提供各种学习机会。
社交/情感
❏ 学校中，每个学生都有安全感并受到重视。
❏ 每个学生都将至少有一位忠诚的好友。
学习环境
❏ 所有教职工都会在日常工作中融合文化回应性、以研究为基础的、有效的实践活动。
❏ CVUSD 将招募和吸引各种高素质专业人才为学生、教职工和家长/监护人提供服务和帮助。
❏ CVUSD 致力于持续的合作对话。
财务
❏ 所有财务决策都会支持学区的使命和愿景。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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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USD 将谨慎处理财务事项，建立和维护可靠的财政储备，充分保护学生。
学区目标和对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期望
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CVUSD) 致力于制定和实施系统的英语学习者计划，其中包括识别、教
学实践、评估、监控和评估等基本要素。这种方法将确保所有英语学习者尽快熟练掌握英语，并
在积极丰富的学习环境中掌握年级水平标准。教师每周将提供 150 分钟的指导，教授指定 ELD
并通过综合 ELD 教学扩大核心内容，这种指导能够满足我们英语学习者的多样化优势、学习水
平和需求。英语学习者计划将在各个层面实施，以确保所有英语学习者通过高质量的教学获得核
心内容，并在日常课程中嵌入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响应教学实践。

学区目标：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将：
➔ 让学生参与严谨和相关的学术教育，并提供社会情感支持，以确保英语学习者从高中
毕业并为进入大学和步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 通过系统和一致的计划，确保英语学习者尽快地在所有四个领域（口语、听力、阅读、
写作）中获得高水平的接受能力和高效的英语语言能力。
➔ 实施系统的基于标准的教学计划，教授必要的技能，以确保在英语语言习得的初始阶
段到全面素养方面取得稳步进展。
➔ 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资产，支持学生的社交及情感健康。
➔ 评估语言能力数据，为教学实践（包括年度州评估、当地学术评估）提供信息，以监
督进展，并向家长/监护人传达进展。
➔ 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包括家长/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成员，以确保英
语学习者计划的有效性。
为确保英语学习者实现这些目标，将采取以下措施步骤：
❏ 根据州和联邦指南确定并评估英语学习者，以确定 EL 教学计划设置选项。
❏ 在日常指定和综合 ELD 教学中调整 ELA/ELD 标准，以确保学生在语言习得方面取得
进步，学习和获取具有认知挑战性的核心内容，以掌握年级水平标准。
❏ 通过形成性和总结性评估来评估英语学习者，以确保 EL 在英语语言艺术 (ELA)、数
学、科学和社会研究等学科领域学习英语和年级水平的学术标准。
❏ 实施多层支持系统 (MTSS)，通过频繁的评估，支持和监控英语学习者的学术和社会
情感需求。
❏ 为教师和教职员工提供持续的职业发展，包括有效的 ELD/ELA 教学策略、扩大核心
内容的课程、文化语言反应 (CLR) 策略和评估方法。
❏ 评估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有效性，通过与推荐指南一致的基准评估来衡量，确保学生习
得英语熟练程度和学术内容。
❏ 监控英语学习者如何以及何时以有意义的方式融入学校社区，包括参加课堂和课外活
动。
❏ 促进家长/监护人的参与，参与孩子在现场和学区级别的教育经历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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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USD 董事会政策
BP 6174 英语学习者的教育 , AR 6174 英语学习者的教育, 物证 6174 英语学习者的教育 .
CVUSD EL 主要计划符合加州教育法规要求和联邦法律的法律依据。
1. 英语学习者尽可能快速有效地熟练掌握英语。
(20 USC 1703(f), 6892;EC300 (f), 5 CCR 11302 (a))
2.英语学习者符合国家学术成就标准。(20 USC 1703(f), 6892; 5 CCR 11302 (b) )

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法律依据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篇
禁止基于学生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歧视。
民权办公室 (OCR) - 1970 年 5 月 25 日备忘录
要求学区采取积极措施纠正语言缺陷，以便为所有学生开设教学计划。
Lau v. Nichols - 1974
那些专门用英语授课、不提供英语学习帮助的州拒绝为英语水平有限 (LEP) 的学生提供有意义的
教育机会。
1974 年《平等教育机会法案》
要求教育机构采取适当措施教育英语学习者。
Castaneda v. Pickard - 1981
学区有义务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并有义务提供学术内容教学。
Gomez v. 伊利诺斯州教育委员会 - 1987
要求州教育机构为学区提供监督和指导
2002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 NCLB（第三篇）
要求所有英语学习者都能获得学习英语和年级学术内容的高质量指导。
2015 年《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ESSA)， 替代 NCLB
提升公平性并要求所有就读于美国的学生都要接受高学术标准的教育，为他们为在大学和事业上
取得成功做好准备；重新授权联邦《中小学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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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CVUSD 英语学习者母语
阿尔巴尼亚语
阿姆哈拉语
阿拉伯语
亚述语
缅甸语
粤语
克罗地亚语
英语
波斯语（波斯）
法语
德语
希腊语
古吉拉特语
印地语
印度尼西亚语
日语
高棉语（柬埔寨）
韩语
老挝语
普通话
其他非英语语言
普什图语
菲律宾语（塔加拉族语）
波兰语
葡萄牙语
旁遮普语
罗马尼亚语
俄罗斯语
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捷克
语、塞尔维亚语）

索马里语
西班牙语
瑞典语
台语
泰米尔语
泰卢固语
泰国语
台山话
土耳其语
乌克兰语
越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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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加利福尼亚州报表
CDE 使用颜色范围标明学生达到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评估的年级标准的程度。该评估基于学生
在智慧平衡评估联盟 (SBAC) 的表现，3-8 年级和 11 年级的学生每年进行一次。颜色范围为红色
= 最低成绩，蓝色代表每个成绩区域的最高成绩。
1

2016-2017 学年
英语语言学习者进步 - 绿色

2017-2018 学年
将在 2018-2019 学年报告英语语言学习者的进步状况
语言艺术指标
学生分组

颜色

状态等级

变化等级

当前状态 变化
与标准的平 当前状态与
先前状态之
均差距

本学年有
效学生人
数

本学年有效
残障学生人
数

上一学年
有效学生
人数

上一学年
有效残障
学生人数

先前状态 - 与
标准的平均差
距

间的差异

全体学生

绿色

高

持平

34.2

-1.5

4,701

*

4,821

*

35.7

英语学习者

黄色

中等

持平

8.6

1.9

840

*

852

*

6.7

数学指标
学生分组

颜色

状态等
级

变化等级

当前状态 - 变化 - 当前 本学年有
与标准的平 状态和先 效学生人
均差距
前状态之
数
间的差异

本学年有效
残障学生人
数

上一学年
有效学生
人数

上一学年
有效残障
学生人数

先前状态 - 与
标准的平均差
距

全体学生

绿色

高

提高

22

3.1

4,698

*

4,807

*

18.9

英语学习者

绿色

高

持平

9

2.8

841

*

848

*

6

1

CDE 加州学校报表和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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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英语学习者课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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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者研究
英语学习者特征概述
英语学习者指母语非英语且正努力习得学术英语年级水平熟练程度的学生。对英语学习者进行广
泛的语言习得研究已进行了一到两年的时间，让学生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对话。达到学术熟练程
度平均需要五到七年 - 其他学习需要四到九年 (Hakuta, Butler & Witt, 2000; Harley, Allen,
Cummins & Swain, 1996)。会话流畅性（也称为基本人际沟通技巧 (BICS)（Cummins，1989 年））
与学术熟练度（也称为认知学术语言能力 (CALP)（Cummins，1989 年））之间的区别为教师提
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指导教学。达到学术英语熟练的程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需要以学生为中心，
以研究为基础的最佳实践，以确保英语学习者能够学习具有认知挑战性的内容，发展学术英语，
批判性思考，并培养学习技巧，从而取得成功。以下几个因素会影响学生达到学术英语水平的速
度。
1. 学术基础
2. 社会情感
3. 年龄

学术基础
英语学习者习得学术英语的速度和程度的最大预测因素为英语学习者使用家庭语言学习的学术准
备水平。基础方面包括家庭语言、词汇、语法、话语、学习技巧和批判性思维技能。如果不具备
这些基础，学生将需要大量支持。
英语学习者来到学校，接触到广泛的学科领域，接触大量阅读量并进行广泛的阅读，掌握大量的
家庭语言词汇，他们将以更快的速度习得英语 (Cummins, 1989; Hakuta, Butler & Witt, 2000;
Harley, Allen, Cummins & Swain,1996, Krashen,1992)。

社会情感
除了 6-12 年级学生（中学新生）的语言需求外，务必谨记英语学习者对国家不熟悉，因此需适
应新的语言和文化。考虑到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学生可能需要文化同化支
持：接触度、性别规范、师生关系规范以及如何在课堂上表现。此外，他们可能在本国经历过创
伤或接受过极少的学校教育。此外，学生可能会由于对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以及受家庭分离等压力
因素的影响，对参加课堂活动犹豫不决。了解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是有帮助的，这里总结一下：
蜜月（即时）：最初的热情和乐观，极度的快乐/兴奋，理想主义
敌意/文化冲击（4-6 个月）：回归现实、思念祖国 - 逃避主流文化、头痛、充满困惑、焦
虑、孤立、抑郁、愤怒等。
幽默/恢复（逐渐）：由旧状态进入新状态、更具建设性的态度和更少的焦虑、接纳、新
朋友、调整、更多使用英语交流、尝试新事物。
家/融合（最终，或许永远不会实现）：接纳他们的新家、更加信任、能够重视“旧”和
“新”文化

年龄
学生到达美国学校的年龄对于英语学习者的英语熟练程度非常重要。年轻的英语学习者有时间的
优势。例如，作为幼儿园儿童入学的 EL 学生有十三年的时间在学术上精通英语。此外，小学课
堂提供高度语境化、互动性和语言丰富的环境，是语言习得的理想选择，因此英语学习者可以同
时习得语言和基础知识技能。听到英语和解读单词的额外支持有利于语言习得。(Cummins, 1989;
Hakuta, Butler & Witt, 2000; Harley, Allen, Cummins & Swain, 1996)。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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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读初高中的英语学习者必须参加有效的 ELD 课程，获得有知识渊博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
员、研究型课程、高质量教学和社会情感支持。6 - 12 年级的 EL 将受益于各部门、管理人员、
辅导员和机密人员之间的高水平沟通和协作。工作人员有机会与英语学习者及其家人建立有意义
的、支持性的关系，以协助指导教育体系及适应新的文化。(Walqui, 2000)。
加州英语语言艺术 (CA ELA)/英语语言发展 (ELD) 框架，2014 年
加利福尼亚州采用了 ELA 识字和英语语言发展标准，这将有助于教师实施这些标准，同时开发了 CA
ELA/ELD 框架。

新重点：ELD 标准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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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LD 标准强调了四个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代表与之前 ELD 标准的重大转变：
1. 语言是创造意义的一种资源
2. 语言意识对于语言学习至关重要
3. 必须与他人及复杂文本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4. 智力挑战的任务和文本构成了所有学习的动力
这些新重点应该在综合和指定 ELD 期间应用。例如，所有教师都应创造学习机会和任务，根据
受众、目的、主题和沟通方式，要求学生口头或书面回答。教师指导学生创造语言进行有意义的
交流，强调语言是实现特定目标的强大模式，而不是一套语法规则。
同样重要的是让学生有机会思考其他人（作者、诗人、教师、学生、记者）如何使用语言以及选
词、语法和文本结构如何帮助传词达意。通过让学生反思语言，他们将发展元语言意识，这将使
英语学习者能够选择语言来传达准确的信息，以便其他人能够理解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
学习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学习的这种社会性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尤为重要，他们从语言模型中受
益匪浅。英语学习者需要许多有组织的机会进行文本互动，并与他人讨论他们的理解和问题。他
们需要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参与有意义的讨论，以验证和质疑他们的理解和立场。
为使英语学习者习得高水平的学术英语并成功学习学术内容，他们需要有机会参与具有学术挑战
性的任务和文本。这再次要求教师仔细选择文本并提供必要的框架和协作结构，以便于英语学习
者获取这些文本，并培养必要的技能和内容知识。

英语语言习得的阶段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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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 ELA/ELD 框架描述了英语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英语学习者可通过这三个阶段越来越熟练
地作为一门新语言掌握英语，不断取得进步。三个熟练程度描述符用于标明学生通常知道和能够
做的事情。教师可以使用描述符来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

发展

● 这一阶段的学生正在学习使用英语来满足眼前需求。
● 他们开始理解和使用学术词汇及学术语言的其他特征。

拓展

● 这一阶段的学生可在更多的语境中提高他们的英语技能，并学习更
多种类的词汇和语言结构。
● 他们以适合其年龄和年级水平的更精细的方式应用不断增长的语言
技能。

弥合差距

● 这一阶段的学生将继续在各种语境中学习和应用一系列高水平的英
语语言技能，包括理解和制作高技术含量的文本。
● “弥合差距的过程”是指向全面参与和成功开展具有较少支持的核
心内容领域的年级水平学术任务和活动的过渡。

无论这些学生的个人背景和英语水平如何，所有能力的英语学习者都能够从事具有智力挑战和内
容丰富的活动，并在语言和学术学习需求方面提供有意的教学支持。在以下情况下，英语学习者
可以充分理解语言：
➔ 激活先验知识并开发背景知识
➔ 提供上下文及真实对象的连接，以及使用真实物体“实物”
➔ 情感过滤很低
➔ 接受错误为语言习得的一部分
➔ 鼓励通过建模获得积极反馈并予以纠正，尝试创造语言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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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识别、安排和通知

识别、安排和通知
加州 2018-19 ELPAC 家长/监护人信息指南是了解加州新英语语言能力评估 (ELPAC) 的绝佳资源。

英语学习者识别流程图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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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监护人会收到所有 ELPAC 结果和计划安排的通知。

注册后，家长填写家
庭语言调查 (HLS)

问题 1、2 或 3 列出除
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学生被评定
为仅英语
(EO)

所有四个问
题都仅为英
语

完成流程

学生在 Aeries 中被评定为 T。计划专家检查之
前学区的分级 CALPADS，并在 Aeries 中更新之
前 ELPAC 结果以确定下一步。若学生为 IFEP 或
RFEP，完成流程。若学生为 LEP，学生将参加
春季总结性 ELPAC。

若学生为加州公立学校的新生，该生将参与初始 ELPAC。
学生信息系统和评估专家通知学校测试管理员安排初始
ELPAC 测试。必须在学生开学首日的前 30 天内提交初始
ELPAC。

学生初始 ELPAC 成绩为整
体表现水平为 4（良好发
展）
学生被评为初始
英语流利生 (IFEP)。完成
流程。

学生 ELPAC 成绩为入门或拓展水平，学生被评
为英语水平有限 (LEP)
学生将获得英语语言发展指导。
学生将参加春季总结性 ELPAC。

首次识别：
首次入读加州公立学校时，学生家长/监护人需填写家庭语言调查 (HLS) 表，以说明家庭中的语
言使用情况。如果 HLS 的前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为英语以外的语言，则对该学生
进行加州初级英语学习者能力评估，以评估英语熟练程度。该测试的结果可确定学生的英语水平，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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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初级英语流利生（双语）及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英语学习者）都适用。《教育法典》第
52164.1 节（CA 法规，第 5 篇，第 11 章，第 7.5 分章）。
家庭语言问题：
1. 您的孩子在学习说话时首先学习了什么语言？
2. 您的孩子在家最常说什么语言？
3. 在与孩子交谈时，您（父母/监护人）最常使用哪种语言？
4. 家中成人（父母/监护人、祖父母或任何其他成年人）最常说什么语言？

学生在 1-12 年级转入 CVUSD 学校
1. 当学生在 1-12 年级从另一所加州学校转学时，除非学生在过渡幼儿园 (TK) 课程中，办公
室工作人员将会要求家长/监护人完成家庭语言调查 (HLS)（此调查为注册流程的一部
分），然后 CVUSD 学校的工作人员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从前一学校请求原始 HLS 的副
本。.
2. 原始 HLS 将优先作为学生的官方 HLS、CVUSD 临时 HLS 将予以销毁。必须立即更新
Aeries，并向教育服务部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学生语言能力已更改。
3. 然而，如果在 15 天内未收到上一所学校的原始 HLS，则将在开学第一天起 30 天内进行
原始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ELPAC)，以符合原始 ELPAC 测试要求。
4. HLS 保存在该学区的每个学生的档案中，包括移民、特殊教育和进修学校。一个学生仅
需完成一项 HLS。

英语语言发展教学计划安排选项：
➔ 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根据 ELPAC 评估，作为 1-2 级英语学习者的 K-12 学生英语水平
为“最低限度水平或稍高水平”。学区的“庇护英语沉浸式”课程的课堂教学应以英语授
课，且须结合为学习该语言的学生设计的课程和演示文稿。（教育代码 305、306）学生每
天接受英语语言发展 (ELD) 指定教学，并通过专门设计的英语学术教学 (SDAIE) 获取核心内容科
目。ELD 教学侧重于英语听、说、读、写，针对学生的英语水平，并以 ELD 标准为基础。

核心内容教学基于加州共同核心州级标准，教师利用适当的策略确保教学的可理解性。
➔ 主流英语语言 (ELM)：经过 ELPAC 评估的 3 级或 4 级 K-12 学生的英语水平为“中等或
略高”。学区语言主流课程的课堂教学应以英语授课，每日指定和综合 ELD 教学，针对
学生的语言能力需求及基于加州共同核心州级标准的核心内容的年级教学，并采用明确的
策略教授教学语言需求。SDAIE 策略继续用于 ELM 计划，以确保教学的可理解性。
➔ 替代计划 (Alt)-ELD 教学针对学生的英语熟练程度，学术科目以第一语言授课。家长/监
护人有权要求替代计划父母/监护人例外豁免。为此，家长/监护人必须每年访问其子女的
学校并申请父母/监护人例外豁免。学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之一：a) 英语了解程度和学业
成绩至少达到五年级水平；b) 十岁或以上；c) 十岁以下的学生，已经完成上 30 个日历日
的英语课堂，和/或出于特殊需要。

家长/监护人安排通知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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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学生进行 ELPAC 评估时，将自学生入学日期起后 30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父母/监护人。该
信函包括 ELPAC 等级的初始英语熟练程度结果，基于 ELPAC 等级的 EL 课程安排选项（如上
所列），并包括父母/监护人权利。家长/监护人通知应提供西班牙语和简体中文两种版本。

家长/监护人例外豁免
根据 CVUSD BP 6174 英语学习者教育（参见 5145.6 - 家长通知函）中概述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家长/
监护人应要求在孩子双语课程中安排例外豁免，英语学习者的家长/监护人可选择最适合孩子的语言习得
计划。学校应尽可能提供学校 30 名或更多学生的家长/监护人或 20 名或更多任何年级学生的家长/监护人
所要求的语言习得计划。（教育代码 310；5 CCR 11311），基于第 305 节 5 CCR 11310 的要求。
如果督导长或指定人员拒绝豁免请求，则须向父母/监护人提供拒绝书面理由。家长/监护人可以
向学校董事会对督导长的决定提出书面上诉，学校董事会可在下次定期董事会会议上审议此事。
董事会可决定不审理上诉，在这种情况下，督导长的决定将为最终决定。如果董事会审理上诉，
督导长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将董事会的决定发送给父母/监护人。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为 ELPAC 确定了四个表现水平描述符，用于识别学生通常知道和能够做的事
情。教师可以使用描述符来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以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
等级

说明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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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个级别的英语学习者具备良好的口语（听力和口语）和写作（阅读和写作）技
能。他们可以使用英语以有意义的方式学习和交流，这些方式适用于各种社会和
学术环境中的不同任务、目的和受众。他们可能需要偶尔的语言支持来参与熟悉
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他们可能需要少量支持来沟通不熟悉的任务和主题。
该测试表现水平对应于 2012 年加州英语语言发展标准，幼儿园至 12 年级（CA
ELD 标准）中描述的“弥合差距”熟练水平的上限。

3

这个级别的英语学习者具备中等口语（听力和口语）和写作（阅读和写作）技
能。他们有时可以使用英语在一系列主题和内容领域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学习和
交流。他们需要很少的语言支持来参与熟悉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他们需要适度支
持来沟通不熟悉的任务和主题。
该测试表现水平对应于“扩展”熟练水平的上限范围到 CA ELD 标准中所述“弥
合差距”熟练水平的较低范围。

2

这个级别的英语学习者具备较好口语（听力和口语）和写作（阅读和写作）技
能。他们可以使用英语来满足即时通信需求，但通常无法使用英语来学习和交流
主题和内容领域。他们需要适度的语言支持来参与熟悉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他们
需要大量至适度的支持来沟通不熟悉的任务和主题。
该测试表现水平对应于 CA ELD 标准中描述的“扩展”熟练水平的中低范围。

1

这个级别的英语学习者具备较差英语口语（听力和口语）和写作（阅读和写作）
技能。他们倾向于依靠学到的单词和短语来在基本层面上传达意义。他们需要大
量到适度的语言支持以在熟悉的社会和学术环境中交流；他们需要大量语言支持
来沟通不熟悉的任务和主题。
该测试表现水平对应于 CA ELD 标准中描述的“入门”水平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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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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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服务
英语发展计划
所有课程选项均基于加利福尼亚英语语言发展 (ELD) 标准，以确保 EL 通过精心设计的、基于研
究的标准每日指定和综合 ELD 教学，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教学策略整合了阅读、写作、听力和
口语四个领域。ELD 教学计划建立在学术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它明确地教授形式、功能和流
畅性，将语言的意义和用法与非正式和正式的学习机会相结合 (Dutro and Moran, 2002)。每个选
项都将确保完全获取严格的核心教学，并为不同英语语言水平的学生提供框架和支持。在各种环
境（主流课堂、灵活分组、基于 ELPAC 等级的 EL 学生集群式或长期英语学习者 (LTEL) 状态
（中学庇护式教室）中进行 ELD 指定和综合指导，以确保学生受到挑战，通过课程提升英语流
利程度。CCSS 和 CA ELD 标准资源支持使用加州英语语言发展标准（CA ELD 标准）教授共同
核心州级标准 (CCSS)

ELPAC 等级与 加利福尼亚州 ELD 标准一致
计划安排取决于加利福尼亚州初级或总结性英语学习能力评估 (ELPAC) 测试的总体熟练程度。
ELPAC
等级
描述符

ELD 标准

1
较差
入门

2

3

较好
低水平扩展

4

中等发展
中等水平扩
展

高水平扩展

良好
低水平弥
合差距

高水平弥合
差距

综合和指定 ELD 教学

每日指定 ELD -英语语言发展所需的时间
年级跨度

学区对指定 ELD 的期望

TK-5

ELPAC 1-4 级每天 20 至 30 分钟，每周至少 150 分钟指定 ELD 教学

6-12

每周为 ELPAC 1-3 级的英语学习者提供至少 200 分钟的指定 ELD 教学的一个
时期

6-12

为 ELPAC 4 级的英语学习者提供每天 20 至 30 分钟，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指
定 ELD 教学

加利福尼亚州 ELA/ELD 框架（2014 年）指出，“所有英语水平和所有年龄段的 EL 都要求对他
们特定的语言学习需求或指定 ELD 进行综合 ELD 和专门关注，”每日教学必须有计划、有意识、
针对语言习得、明确英语学习者的整体教育。即使法律没有规定 ELD 教学的最长时间，该学区
的期望是 Tk-5，所有 ELPAC 等级，每天 20 至 30 分钟，每周至少 150 分钟的指定 ELD 教学。
对于 6-12 年级，ELPAC 等级为 1-3 的学习者，每周至少要完成 200 分钟指定 ELD 教学。对于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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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AC 等级为 4 的 EL，在核心内容课程中提供指定和综合教学，每天 20 至 30 分钟，每周至
少 150 分钟的指定 ELD 教学。

指定 ELD
指定 ELD 指是基于学生语言水平的英语学习者英语语言习得中的专业教学。指定 ELD 发生在教
学日的受保护时段。教师利用加州 ELD 标准作为重点标准，在指定 ELD 课程中构建“进入”和
“来自”核心内容教学。

综合 ELD
综合 ELD 是指全天在所有内容领域教授的英语发展计划。教师使用加州 ELD 标准，并结合加州
ELA 和其他内容标准，支持学生的语言和学术进步。教师专注于需要语言生成（口头和书面）、
培养词汇、语法和阅读技巧的课程。他们在进行该计划时难度增加。教学重点是，通过综合
ELD 达到年级标准和习得表达理解所需的学术语言。指导语言习得设计 (GLAD) 策略，关于 EL4：
英语学习者框架教学的四个焦点策略 的 CVUSD 职业发展，以及基于研究的教学实践为教师可用于提
供综合 ELD 教学的几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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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ELD

指定 ELD

-旨在实现与年级水平标准保持一致的明确
学习目标

-旨在根据加利福尼亚州 ELD 标准制定明确
的学习目标

-教学是围绕内容目标构建的。

-教学是围绕语言目标构建的

-明确的语言教学支持学生理解和使用年级
水平作业所需的语言

-教学内容包括：语言功能（使用语言提问、
描述动作、预测、比较/对比等）；和语言形
式（句子结构、动词时态、连词等）。

-教师使用实物、图形、图形组织器、图表
和图形来使内容易于理解

逐步释放责任
-精心设计的课程采用以下一系列内容：
● 我做，（说明、模仿）
● 我们做（指导、合作）
● 您做（配对和独立练习）
-当学生经常有机会参与以下所有四种交流方式时，他们能学到最好：听、说、读、写。
口语练习
-学生必须占用大部分 ELD 课程时间独自、与合作伙伴或小组一起使用该语言进行口语练
习。
-互动是有条理有目的的。
-句子框架可以作为构建口语流利度的有效支撑。
-口语能力是识字的桥梁。学生写不出他们说不出的内容。

英语学习者计划模板（TK-5、6-8、9-12）
小学教学课程
年级：TK-5
选项：结构式浸入英语与主流英语语言
ELPAC 等级：1-4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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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每日综合 ELD，指定 ELD（每天最少 150 分钟），增加对年级水平核心内容和采用
课程的练习
补充课程：
Ballard ＆ Tighe 的 Carousel 系列、流利框架和图片学习软件。
在小学课堂中，强烈建议按熟练程度和年级水平对英语学习者进行集群（分组），以便每位教师
根据学生的语言需求区分核心课程与 ELD 课程。指定 ELD 和综合 ELD 教学对于提高英语水平
至关重要，以确保掌握年级水平内容并取得学业成功。教师应利用 2015-2016 学区“CDE 规定
外名单”ELA/ELD 采用教材（例如 Expeditionary Learning、Okapi Flying Start、Mondo Bookroom、
Heinemann Calkins’ Units of Study in Writing、Fundations）的嵌入式 ELD 部分以及他们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专长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指定 ELD 教学。在语言艺术教学时段的每个点确定指定 ELD，
包括学区平衡的全面的识字教学课程。教师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型来提供涵盖核心内容的每日指定
ELD 教学和综合教学。其中包括：
➔ 提供有关 El 框架内容的直接教学，然后是小组教学（仅限 EL 学生），侧重于教学以
扩大语言发展的理念。
➔ 提供指定 ELD 以建立学术词汇发展和特定语言教学，以在全班直接教学课前或课后
放大核心内容
➔ 根据学生的英语熟练水平，通过差异化教学，在“中心时间”轮流集中分组。
➔ 安排时间将具有相同熟练程度的英语学习者分组到整个年级的目标 ELD 教学。
图片学习、流利框架和 Carousel 是在课上和课后干预期间使用的补充计划，旨在满足入门和扩
展阶段英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小学 ELD 计划实施的学区时间表
小学 ELD 计划时间表
启动
2017-2019
●
●
●
●
●

分享学区目标和期望
为指定 ELD 建立并实施受
保护的教学时间
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和初
始课程资源
制定教学策略和资源菜单
使用数据分析来评估和通
知学区 ELD 计划的数量

实施
2019-2020
●
●
●
●

持续实施
2020-2021

通过专业发展继续培养教
师和学区的能力
扩展教学策略和课程资源
菜单
开发系统和结构以确保学
生成功
扩展数据分析以评估和通
知学区 ELD 计划的质量

●
●
●

●
●

专业发展
巩固教学策略和资源菜单
审查和修改既定的系统和
结构，以确保学生取得成
功
调整资源以确保持续实施
和持续支持
继续数据分析以评估学区
ELD 计划

中学教学课程
每个中学点都安排一位与 ELD 和课程内容教师密切合作的 EL 教练。教练支持教师制定和实施
最能满足一个教室不同 EL 级别需求的策略。包括修改课程和评估以纳入 ELD 标准，以确保英
语学习者正培养英语熟练水平并达到年级水平标准。
中学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可以集群式（根据 ELPAC 能力分组）参加系统的英语语言发展课程，或
核心英语课程，以提高他们与英语口语同学的语言能力程度。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年度学生成绩和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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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评估 (CAASPP) 结果、ELPAC 熟练程度、基准评估、学业成绩和教师推荐，学生会安排到
不同的计划中。一般来说，ELPAC 1-3 级的学生会安排到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 计划或 ELD 集
群式核心英语课程，而 ELPAC 4 级的学生则会安排到主流英语语言 (ELM) 课程。
为支持中学点的不同登记注册，已经为需要的 ELPAC 2 级或 3 级英语学习者开发了 EL 专用的
综合核心内容课程，并通过改进教学和课程作业来提高英语熟练程度。教师开发系统课程以满足
EL 的语言需求，包括支持获取核心内容的有针对性的学术语言教学。在某些情况下，英语学习
者以集群（分组）式参与到主流英语语言 (ELM) 课程中，其中指定和综合的改进课程侧重于语
言习得和核心内容的获取。EL 教练专门与这些教师合作修改课程，明确地嵌入语言发展策略、
理解内容以及学术讨论。

初中 6-8 年级
选项：结构式浸入英语（ELPAC 1、2 或 3 级）
课程内容：StudySync 语言艺术课程与 EL 部分和采用的年级水平和针对内容的核心课程材料出
版商：McGraw-Hill’s
补充课程：畅所欲言系列出版商：Ballard & Tighe 和 Rosetta Stone。
课程选择：
➔ 大峡谷
◆ 安排 EL 支持课时的 ELD 入门英语课程
◆ 安排 EL 支持课时的 ELD 扩展英语课程
◆ 英语核心课程中的 EL 分组
➔ 溪畔
◆ ELD 课程 - 作为入门和扩展英语课程
◆ 英语核心课程中的 EL 分组
➔ 综合 ELD (大峡谷和溪畔）
◆ 核心内容的庇护式课程。
● 按英语学习者和英语单一语种学生的数学、科学和历史的年级和语言能力对
学生进行分组

选项：主流英语语言 (ELM)（ELPAC 4 级）
课程内容：StudySync 语言艺术课程与 EL 部分和采用的年级水平和针对内容的核心课程材料出
版商：McGraw-Hill’s
补充课程：畅所欲言系列出版商：Ballard & Tighe 和 Rosetta Stone 软件
课程选择：
➔ 大峡谷和溪畔
◆ 指定 ELD 的英语核心课程
◆ 核心内容课程（如数学、科学和社会集群研究）中的综合 ELD （按 ELPAC 3 级或
4 级分组）
➔ 大峡谷和溪畔：长期英语学习者 (LTEL)
◆ 将个人决心进阶 (AVID) Excel 作为选修课程
● 加速语言习得和培养识字能力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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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o Valleyf High School（卡斯特罗瓦利中学） 9-12 年级
选项：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ELPAC 1-3 级）
课程内容：Hampton-Brown Edge 系列
补充课程：Rosetta Stone 软件
课程选择：
➔ 指定 ELD
◆ 两课时 ELD 入门英语课程
◆ 两课时 ELD 扩展英语课程
◆ 英语核心课程中的 EL 分组（按 ELPAC 熟练程度分组）
➔ 综合 ELD
◆ 核心内容的庇护式课程。
● 按英语学习者和英语单一语种学生的数学、科学和历史的年级和语言能力对
学生进行分组
具有初级熟练程度-入门水平的英语学习者的典型课程安排
高一学生：两课时初级 ELD、EL 综合数学 I、EL 生物学、EL 健康（学期）、EL 文化 C 与地理
（学期）和体育。
二年级学生：两课时初级 ELD、EL 综合数学 I / II、EL 生物学 / EL 化学、EL 现代世界历史和体
育。
三年级学生：两课时初级 ELD、综合数学 I / II、EL 生物学 / EL 化学、EL 美国历史和选修课。
毕业班学生：两课时初级 ELD、综合数学 II、EL 化学、EL 政府（学期）、EL 经济学（学期）
和选修课。

主流英语语言（ELPAC 4 级）
课程内容：采用的年级水平和针对内容的核心课程
课程选择：
➔ 与指定 ELD 综合
◆ 指定 ELD 的英语核心课程
◆ 核心内容课程（如数学、科学和社会集群研究）中的综合 ELD （按 ELPAC 4 级分
组）

Redwood High School（红杉高中）9-12 年级
红杉高中是一所提供小型学习环境的非传统学校。
➔ 与指定 ELD 综合
◆ 指定 ELD 的英语核心课程
◆ 核心内容课程（如数学、科学和社会集群研究）中的综合 ELD （按 ELPAC 4 级分
组）
中小学新入学学生计划支持
美国教育部开发了一个新入学学生工具包，为新入学学生和家庭提供支持资源。计划和支持系统基于
此新入学学生工具包。该研究表明，新入学学生处于最早的语言习得入门阶段。许多英语学习者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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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掌握足够的语言技能；因此，教师必须为有意义的参与、理解基本的教师讲授、课堂规定、
教学和问题提供实质性支持。为了能对正常的课堂活动、作业或评估提供适当的响应，教师必须
根据具体情况修改课程，以确保英语学习者能够理解。中小学教师将获得以下教师支持新入学学
生指南，并采取明确的步骤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支持：小学教师支持新入学学生指南或 支持主流
中学课堂新入学学生策略

长期英语学习者 (LTEL) 和较难成为长期英语学习者的学生

LTEL 通常称作在美国学校学习六年或六年以上的学生。通常，英语学习者会首先培养发展社交
语言，但不需要达到国家年度 ELPAC 评估和/或学术层面的英语熟练程度。
为确保英语学习者掌握英语熟练程度和学术技能，网站管理员、教师和学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必须
监控 ELPAC 年度进度和学业成绩。必须共同承诺在所有课堂中树立对 LTEL 的高度期望。正如
研究所述，网站系统和教学实践必须协调一致，以确保 LTEL 达到英语熟练程度和学术成就，并
期望为大学和就业准备就绪。每年春天，各教学点须制定下一年的课程安排，其中 LTEL 被安排
在严格的年级水平课程中，英语口语同学按与合格的、训练有素的教师交流的熟练程度进行分组。
学生会议期间，辅导员和教师与每个学生面谈以制定个人目标和监测全年进展的系统，并在必要
时实施多层支持系统 (MTSS)。将为所有教师提供侧重于明确教授学术语言、识字和扩大核心内
容的教学实践专业发展 (PD)。以下链接为各教学点和学区办事处开发的为期一年的系列研讨会
的资源。“满足长期英语语言学习者的独特需求”
各小学正在共同努力，专注于每日指定的明确教授语言和基础识字技能 ELD 教学和综合 ELD，
以确保英语学习者获取核心内容和掌握年级水平的基本标准。通过这种有意的计划，小学英语学
习者将被重新分类并进入中学水平，以达到年级水平基本标准，继续培养语言习得技能，并达到
高水平的英语水平，并做好从高中毕业的准备。
中学阶段实施正在 AVID Excel，以在阅读、写作、口语、学术词汇、大学准备技能和核心内容课程的
学术支持方面的英语语言发展和学术语言针对性课程中加强明确教学的 LTEL。教师将参加培训，以有效
实施和监控提供 AVID Excel 课程的计划。

K-12 教学材料和资源
TK-5 年级
2016 年采用的核心 ELA 材料中嵌入了 ELD 部分（见下表）。2017 年，Calkins 的写作学习单元
计划中增加了一个名为支持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新 ELD 工具包。所有小学教师都收到了 Calkins 的
EL 支持手册的电子版本，以便根据年级水平进行使用。学区的期望为教师使用所有核心材料作
为在每个内容领域实施基于研究的实践的基础。教师通过专业判断来丰富核心材料，但教师不得
替代或取代所采用的课程。

采用核心 TK-5 ELA/ELD 材料
➔ 支持写作学习单元的英语语言学习者
➔ Expeditionary Learning
➔ 基础（参见“学生成功”一章中 EL 的“差异化”）
➔ Mondo Book Room Guided Reading Library
➔ Okapi Flying Start Guided Reading Library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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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K-5 ELA/ELD 材料-出版商 Ballard & Tighe
流利框架_材料面向英语语言习得的入门、扩展和弥合差距阶段所需的 基本词汇、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 。
➔ 流利框架 A 套和图片卡（每个学校每 K-2 年级一套）
➔ 流利框架 B 套和图片卡（每个学校每 3-5 年级一套）
➔ 流利框架主题图片卡 A 套（每个 K-2 年级老师一套）
➔ 流利框架主题图片卡 B 套（每个 3-5 年级老师一套）
补充资源
➔ 图片学习（TK-5 年级的 ELPAC 1 级或 3 级 学生的个别学生许可）补充软件课程
(http://www.imaginelearning.com/)。图片学习还从所有 CVUSD 教师可获取的教师资源
列表中提供额外的小组指定 ELD 学习活动。
➔ Footsteps2Brilliance (preK-3) Footsteps2Brilliance (http://www.footsteps2brilliance.com/)
是一项在线早期识字计划，包含 1,000 多本互动书籍、歌曲、可以设置英语或西班牙
语两种语言模式的游戏。既可以在家里也可以在学校使用，以支持西班牙语的第一语
言使用，并促进英语语言习得。
6-8 年级
2017 年采用的课程
➔ Study Sync（含 ELD 部分），出版商 McGraw-Hill，
◆ 综合阅读与写作
● Study Sync 包括现代和经典文学摘录的融合，将写作任务整合到严格的阅读
计划中
● 嵌入式技能课程
○ 技能课程确保学生每天培养基础语言和理解技能，以及读写和研究方
面的习得技能。

➔ 英语语言学习者 (ELL)
◆ 通过第一次阅读、仔细阅读和相关技能课程组织资源。ELL 技能课程强调明确的
词汇教学、语言习得和阅读理解
补充课程
➔ 畅所欲言 ELD 计划 -- 出版商： Ballard and Tighe
◆ 系统范围和顺序
◆ 通过单元引入和加强语言形式（语法）和功能（任务）。语言目标与州英语语言
能力标准保持一致，并支持共同核心州级标准。
◆ 畅所欲言在整个计划中明确地教授和构建语法流畅性和准确性。
补充课程
➔ Rosetta Stone，一个面向学校和家庭的专注于语言学习的软件程序
9-12 年级
➔ 采用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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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pton-Brown 的 Edge 系列通过相关内容和多元文化作品为学生的大学和事业成
功做好准备。系统和专注的教学材料为学生的共同核心州级标准成功做好准备。专
题单元通过不同的文本类型、写作形式、词汇和语法来支持学生的学习。
➔ 补充课程
◆ Rosetta Stone，一个面向学校和家庭的专注于语言学习的软件程序

双语印章
卡斯特罗瓦利中学 (CVHS) 遵循加利福尼亚州教育部颁发的双语国家印章更新程序的程序，以在
毕业生颁奖典礼上对符合以下标准的学生进行表彰。

为 AP 和 SAT II 提供的 CVHS 语言：
AP 语言测试

SAT II 学科语言测试

AP 汉语和中国文化
AP 法语和法国文化
AP 德语和德国文化
AP 意大利语和文化
AP 日语和日本文化
AP 西班牙语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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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来自本州督导长 Tom Torlakson 的信函概述了对学生进行双语印章表彰的程序和要求。

2017 年 11 月 7 日
亲爱的县及学区督导长与直接资助特许学校管理员：
颁发州双语印章更新程序
最近经议会法案 (AB) 1142 修订的 2012 年加利福尼亚州《教育法典》 (EC) 第 51460-51464 条中编纂
的“州双语印章”(SSB) 的要求。SSB 对除英语之外还使用一种或多种语言表现出熟练的口语、阅读和
写作能力的高中生进行表彰。
授予 SSB 的每个学区、县教育办公室 (COE) 或直接受资助的特许学校都必须保留适当的记录，以确定
符合既定标准的学生，并为每一名合格学生的文凭或成绩单加盖 SSB 徽章。以下粗体语言表示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 AB 1142 所带来的 SSB 收入要求的变化。
根据 EC 第 51461 (a) 节，要获得 SSB 资格，高中毕业生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标准：

● 完成所有英语语言艺术的毕业要求，且这些课程的总成绩平均分为 2.0 或以上。
● 通过十一年级实施的加利福尼亚州学生表现评估和英语语言艺术进步情况，或任何后续考试，达
●
●
●
●

●

到或超过“规定”成绩水平，或达到由州公共教学督导长 (SSPI) 确定的后续测试成绩水平。
通过以下一种方法证明，除英语外还熟练掌握一种或多种语言：
以 3 分或更高分通过外语大学预修 (AP) 考试，或以 4 分或更高分通过国际文凭 (IB) 考试。
成功完成国外（世界）语言的四年制高中课程，该课程的总成绩平均分为 3.0 或以上，并且口语
能力与通过 AP 或 IB 所需的口语能力相当。
如未参加 AP 考试或现有的语言测试，学区可以向 SSPI 证明考试符合该国（世界）语言的四年
制高中课程的严格要求，通过学区语言考试，英语以外语言的口语、阅读和写作评估能够达到熟
练水平或更高水平。如果学区提供使用 AP 考试或现有语言考试的语言进行考试，学区考试应由
SSPI 批准，以确定英语以外语言的熟练程度。如不以听说读写作为判断学生的语言水平是否具
备获得 SSB 资格的标准，那么只要具备熟练或更好的语言能力的学生都能通过评估。
通过学术评估测试 II 外语考试，分数为 600 或以上。

根据 EC 第 51461 (b) 节，如果 9-12 年级（含）中任何一年级的学生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则该学生需
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以获得 SSB 资格：

● 过渡幼儿园、幼儿园或一年级至十二年级的任意一个年级（含所有年级）的加利福尼亚州的英语
语言能力评估、或任何后续英语语言能力评估。
● 符合 EC 第 51461 (a)(1)(2) 和 (3) 节中列出的所有标准。
参与收集数据并在其所在地区实施 SSB 的所有工作人员应阅读 EC 部分 51460-51464，这些部分可在加
利福尼亚州立法信息网页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codes.xhtml 上找到。
有关常见问题和以下文档，请访问加州教育部 (CDE) SSB 网页：https：//www.cde.ca.gov/420511：

● SSB 要求清单（此清单仅供本地使用。请勿将此清单提交给 CDE。）学区、COE 和直接受资助
的特许学校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此电子表格来确定符合 SSB 标准的毕业学生。

● SSB 徽章申请表（完成填写并在线提交给 CDE。）学区、COE 和直接雇佣的特许学校工作人员
必须在线填写并提交此表格，以便为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文凭徽章。CDE 不再接受纸质徽章申请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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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 将于收到 2017-2018 学年的徽章申请后即开始处理。虽然未规定提交表格的截止日期，但请在第一
次毕业典礼日期之前尽早地提出请求，以便留出充足的时间让 CDE 处理请求，以及让学校工作人员将徽
章加盖在文凭上。至少留出四周的时间来处理和交付。
请将此消息传达给负责 SSB 实施的指定人员（例如高中校长、管理员、世界语言部主席和英语学习者计
划主管）。如果您对 SSB 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916-319-0845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EAL@cde.ca.gov 联
系语言政策与领导办公室。敬上，Tom Torla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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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对有特殊需求
的英语学习者
进行再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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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英语学习者
2018-2019 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语言能力评估 (ELPAC) 信息指南 - 加州教育部概述了如何支持有特殊
需求的英语学习者、IEP 团队的职能以及再分级要求。今年，特殊教育部开始将程序和文件与加州教

育部 (CDE) ELPAC 信息保持一致。
请注意：以下摘录来自 ELPAC 信息指南（第 22 和 26 页）作为初始参考。但是，教学点和个
人教育计划 (IEP) 团队必须将此文档作为支持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的一个资源。
再分级指南（第 22 页）
2017 年 4 月 28 日，CDE 在加州英语语言发展测试 (CELDT) 向 ELPAC 过渡期间提供了有关再分级选项
的指导。
一旦总结 ELPAC 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开始运作，CDE 利用 SBE 批准的（2017 年 11 月）总结 ELPAC 的
初步阈值分数提供临时再分级指导。有关信息，请访问 CDE 网站 www.cde.gov
再分级标准（第 22 页）
友情提示，自 2015-2016 学年以来，根据 EC 第 313 (f) 节，再分级标准保持不变。目前，LEA 将继续使
用以下四个标准来制定当地的再分级政策和程序：
1.评估英语语言能力（使用客观评估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ELD 州测试）
2.教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对学生课程掌握的评估）
3.家长意见和咨询
4.学生在基本技能方面的表现比较（与基于相同年龄的英语熟练学生的表现的基本技能的经验确
定的表现范围相比较）
残障学生的 EL 再分级（第 24-25 页）
将为残障学生提供（包括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与无残障学生同等的再分级机会。因此，当地 IEP 小组
可根据基于 E 网站 (https://www.cde.ca.gov/be/ag/ag/yr17/documents/ nov 17 item 08 addendum.doc) 的当地再
分级政策，确定 ELP 的适当措施和基本技能的表现以及相当于具有类似残障的同伴的英语熟练程度的这
些措施的最低熟练程度。
根据联邦和州法律，IEP 小组可以根据 EC 313(f) 部分中的四项再分级标准，使用多项标准来满足每个患
残障 EL 的个人需求。这四项标准是 LEA 必须在其本地再分级政策中涵盖的最低要求部分。其他标准可
用于补充四项必要标准，以确保为每个学生做出最恰当的决定。有关评估残障学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19 页，其中概述了残障学习者联邦指南。这是 IEP 团队必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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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将 EC 第 313(f) 节中的四项标准应用于有关残障英语学习者的当地再分级政策的建议：
标准 1：ELP 评估 ■ 使用客观评估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ELPAC）评估 ELP，是根据 EC 第 313(f) 节州法
律中的四项标准之一，由 LEA 确定 EL 是否应再分级为英语流利生 (RFEP)。IEP 团队可以使用与州 2012
ELD 标准一致的替代评估中的分数进行再分级（参见第 19 页的“评估残障学生”）。可以使用替代评估
来衡量学生在使用 ELPAC 无法评估学生的任何或所有四个领域的 ELP。
出于第 I 篇责任要求的目的，使用替代评估评估的学生或具有未经批准的未编入册资源的 ELPAC 将通过
替代评估或具有未经批准的未编入册资源的 ELPAC 在 ELPAC 上获得级别。但是，IEP 团队可以使用替
代评估或 ELPAC 管理的结果与未编入册的住宿结合其他所需标准（即教师评估，家长意见和咨询以及学
生对基本技能评估的分数）来确定学生是否具备再分级资格。虽然替代评估根据学生的 IEP 测试学生的
ELP，但是一般而言，替代评估结果与 ELPAC 结果不具有可比性，特别是不用于第 I 章责任的目的。但
是，如本节所述，它们可用于再分级考量。
标准 2：教师评估 ■ 使用学生的课堂表现信息进行评估，该信息基于学生的 IEP 目标，用于确定学习成
绩和 ELD。
标准 3：家长意见和咨询 ■ 家长或监护人是 IEP 团队的参与者。
标准 4：基本技能表现的比较 ■ IEP 团队应在学生的 IEP 中指定基本技能评估，以满足再分级指南（例
如，加州英语语言艺术替代评估）。IEP 团队可考虑使用其他有效且可靠的评估，旨在将残障 EL 的基本
技能与具有相似残障的英语母语人士进行比较，以确定残障 EL 是否已充分掌握再分级考量的基本技能。
CDE 无法对替代评估工具提出具体建议，因为 IEP 团队有责任收集有关该学生及其特定评估需求的相关
信息。IEP 团队可以使用这种全面的方法来制定有关计划支持和再分级的决策，以便学生在其能力范围内
取得最大的进步。
学校团队必须遵循加州教育部 ELPAC 信息指南中规定的所有程序，以及 CVUSD 中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的
要求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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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的 CVUSD 表格：
初级到中级的英语学习者
残障学生再分级工作表
学生姓名：
出生日期：
原发性残障：

年级：

会议日期：
继发性残障：

说明学生接受的英语语言发展服务：
-------------------------------------------------------------------------------------------------1.
语言能力评估结果
（注意：CDE 法规允许 IEP 团队指定学生对 ELPAC 进行替代评估（如适用）

语言能力评估：▢ ELPAC
替代评估名称：
当前学年数据
▢ ELPAC
总分：

▢ 替代评估
日期：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 其他标准化措施描述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领域：
上一学年数据
日期：

▢ ELPAC

总分：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 其他标准化措施描述了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领域：
从以下选择一项

▢ 学生符合 ELPAC 评估的语言能力水平标准
（注意：总分必须为中高级或更高，技术领域均不低于中级水平）
▢ 学生不符合 ELPAC 标准，但总体能力水平为三级。再分级小组审查了其他标准化措施，如心理教育评
估、言语及语言评估、学生的个人教育目标，以帮助确定英语语言能力。
▢ 学生参加了 ELPAC 或其他量化标准评估，并且有英语技能（听力、口语、阅读、写作）表现欠佳的指
标，但再分级团队确定欠佳表现领域是学生的残障与语言差异的指标。
评论：
（可能的指标：该学生在英语方面存在类似的学术缺陷和错误类型，以及残障学生独有的第一语言或语
言类型。）

▢ 再分级小组已确定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学生达到与其能力水平相符的适当英语水平。
2.
教师评估
（注意：与英语能力无关的动机和学业成功缺陷（即残障），并不妨碍学生再分级。）

评估基于：

▢ 课堂评估

▢ 目标进展
▢ 全学区评估

▢ 其他：

评论：
▢ 再分级团队认为教师的评估数据可以表明学生精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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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长意见和咨询
▢ 致家长的信
▢ 家长会
▢ 其他
评论：
▢
再分级团队认为家长的意见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4.
基本技能表现的比较
注意：“在英语语言艺术中使用客观评估工具（全州评估或其他量化标准评估）评估语言能力必须至少
是基础水平到中等基础或低于平均水平到平均水平的起点 - 每个学区可以选择确切的分界点”；或对于
得分低于分界点的学生而言，确定英语语言能力以外的因素 是否有责任以及是否适合对学生进行再分级。

利用评估数据： ▢ 全州评估
测试名称：
结果：

__ 其他标准化评估
日期：

从以下选择一项
▢ 全州 ELA 评估结果表明学生的表现位于基础或低平均水平中等区间到平均区间？
▢ 学生在 ELA 评估中的基本技能似乎与他/她的智力障碍（如讲话和语言障碍等残障）相称，而语言差
异和第一语言评估表明学习成绩水平相似（如有）
▢ 注意到的错误类型反映了具有独特残障的学生与存在语言差异的同学所制定的模式，并且学生在所有
其他领域表现出语言能力。

▢ 再分级小组认为对基本技能表现 (ELA) 的分析需再分级。

▢

再分级小组（IEP 小组）已确定此时应根据上述四项标准的分析对学生进行再分级。

出席成员：
姓名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经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家长/监护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教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EL 教学点领导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于 4/16/14©Jarice Butterfield
修订于 2019 年 4 月 3 日，CVUSD
收件人：Ed Services

项目经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510-537-4754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网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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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AC 替代评估参与标准 K-4
替代评估提供了另一种方法来衡量残障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其个体化教育计划 (IEP) 团队已确定即使作出更改，调整和/或修改，
他们也无法参与 ELPAC。为帮助 IEP 小组确定学生是否应该使用替代评估，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为以下各项圈出选“同意”或“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的技能。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学生需要在多种环境中进行大量教学，以获取、维护和推广应用于学校、工作、家庭和社区环境所需
学生在一般课程中表现出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的
学术/认知能力/适应性行为。学生可以参加许多与非残障同学相同的活动；然而，学习目标和预期成
果侧重于一般课程的功能应用。
即使有调整或修改，学生也无法达到 ELPAC 中评估的表现水平。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并非基于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时间。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并非基于过度或长期缺勤。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并非基于语言、文化或经济差异。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并非基于失聪/失明、视觉、听觉和/或运动障碍。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并非基于特定的分类标签。
参与替代评估的决定是 IEP 团队的决策，而非管理决策。

如果任何一项陈述的答案为“不同意”，则团队应考虑进行任何必要的调整或修改以将学生纳入 ELPAC。
IEP 团队决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资格参加 ELPAC。
IEP 团队决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没有资格参加 ELPAC。

将原件提交至：

教育服务部专用

□ 批准
□驳回/原因：
4400 Alma Ave., Castro Valley, Ca 94546
收件人：教育服务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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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英语学习者的替代性再分级
（中等/严重残障等级 5-12）
此表格适用于不符合标准学区再分级标准的 IEP 英语学习者。双方必须填写此表格。
A. 学生信息：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国入学日
期：__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
第一语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特殊教育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ELPAC 历史记录：
ELPAC（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语言能力评估）或过去三年的替代评估（如有）：
本年度
一年前
两年前
测试
原始分数
等级
测试日
原始分
等级
测试日期
原始分
等级
日期
期
数
数
听力
口语
阅读
写作
综合
C. 学校心理专家意见
* 一些学生因患有诊断出的残障（如智力残障、创伤性脑损伤、自闭症等），其在口语和语言艺术方面的技能似乎与其认知能力相称。_____是
_____否 学校心理学家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原发性残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的继发性残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父母/监护人意见
签名即表明，在再分级过程中，我有机会表达个人意见，并向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签字
父母/监护人正楷姓名
日期
E. 学校网站 IEP 团队
日期：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案管理员签字
个案管理员正楷姓名
管理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理员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普通教育教师签字
普通教育教师正楷姓名
其他人签字（职位）：其他人正楷姓名
如果 IEP 团队确定学生未达到再分级标准的主要原因为残疾而非英语熟练水平有限，且该学生不再需要英语学习者服务，则团队可以建议将该学
生重新评定为再分级英语流利生 (RFEP)。
二选一：
_____ 团队同意将该学生重新评定为 RFEP。
_____ 团队不同意目前将该学生重新评定为 RFEP。明年再次审查。

将原件提交至：

仅限 EL 评估中心使用
□ 已批准
□ 拒绝/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

4400 Alma Ave., Castro Valley, Ca. 94546
收件人：教育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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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英语学习者备选再分级

中度/重度残疾 5-12 年级学生档案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D 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再分级，学生必须达到下列所有标准的适用标准。双方必须填写此表格。
再分级标准
适用标准
A. 证明英语语言水平
基于一系列证据，IEP 团队一致认为，该学生已证明其英语水
平（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等同于具有相同或相似残疾程
度且被评定为仅英语 (EO) 的同龄人，其中包含以下衡量措
施：
✔ 与同龄人进行比较所用的工具：评定量表、检查清
单、评估准则、语言发展测试
✔ 从多个视角收集到的信息（例如：父母/监护人、教
师、支持人员和学生）
✔ 在多个环境下收集到的信息（例如：课堂观察、IEP
目标进度、社交互动、家庭）
B. 加州替代评估 (CAA)
学生有资格参加 CAA 评估。

候选学生信息
VCCALPS（替代 ELPAC）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语言总况：________________
英语总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A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学：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个案管理员
评价

教师在此档案上签字意味着其相信该学生已掌握英语语言技
能，能够顺利与具有相同或相似残疾程度且被评定为仅英语
(EO) 的同龄人一样进行英语学习，同时接受相应的特殊教育
支持。

D. 父母监护人咨询

父母/监护人将获知其享有的权利，并有机会参与（如有必
要，提供口译服务）IEP 再分级决定流程。

E. 专业学术指导 (SAI)

作为 IEP 的一部分，学生将获得 SAI 服务，并证明其有能力实
现之前相应的语言目标和目的。
如州级评估页上的 IEP 备注所述，IEP 团队认为，学习课程将
不再需要特定的英语语言发展策略和支持。

F. IEP 团队评价

英语/语言文学：___________________
IEP 个案管理员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 是
✔

是

如果 IEP 团队同意将该学生重新评定为 RFEP，请提交至 EL 评估中心以进行审核。保留一份记录副本 * 请附上 VCCALPS。批
准后，会将副本发送给家长（予以告知）和学校，以便将其归入学生的 CUM 文件夹中。文件包将被退还，以便个案管理员将其
归入 CUM 文件夹中。* 关于 Aeries 中语言流利评定的任何变动均由教育服务部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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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计划评估、
监控学生进度和再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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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评估与监控学生进度和再分级
CVUSD 致力于持续在个人、学校和学区层级监控，以确定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实践、程序和
服务的效果。数据将提供相关信息以便进行修改、继续和/或加强计划组成部分。
英语学习者信息将归置于各校的学生累计 (CUM) 文件夹中，以协助计划安排、监控语言水平、
年度 ELPAC 评估（初始评估和总结评估）结果和之前的 CELDT 报告、父母/监护人通知函及当
地衡量措施，例如：说明报告、成绩单、进度报告和再分级信函。
评估和监控进度
通过常规成长性和总结性评估、干预应对 (RtI) 报告、年级基准评估和年度州级 ELPAC 评估，
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无论计划选择为何，所有英语学习者均应在四至五年（最长不超过六年）
内，尽快达到一定的英语水平。我们将密切监控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进度是否达到年级熟练标准，
如有必要还将提供 MTSS 支持。英语学习者，无论其何时在 CVUSD 学校注册，均将参与高质
量教学计划并获得相关支持，以便其高中毕业后做好准备迎接大学，把握高等教育机会。
正式报告
在 TK - 5 年级，英语学习者将收到一份学期（三个月）成绩单，反映其在听、说、读、写、数
学、科学和社交情感方面的进度。对于 6 - 12 年级，英语学习者将收到季中进度报告和季度成绩
单。对于 9 - 12 年级，EL 辅导员将定期与每位英语学习者面谈，查看成绩单、制定和审核个人
选课目标，同时监控所有学科进度，以确保学生顺利毕业。
通过再分级流利英语水平 (RFEP) 评定和初始英语流利水平监控英语学习者
学生达到下方所列的 RFEP 标准后，我们将在三年间实施系统性监控流程，以确保学生持续满足
年级熟练标准，并在小学阶段取得 2 分或在 6 - 12 年级取得 C 或更高成绩。学区和学校领导每年
都会对学生的英语和其他核心学科的进度进行两次监控，相关内容将记录在学区进度监控表中。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通知父母/监护人学生的学习进度情况。如果学生未达到年级基准，定向学
习目标将为该学生提供针对性支持。在小学阶段，管理员和任课教师将与父母/监护人和学生面
谈，介绍并审查可能实施的 MTSS 支持。在中学阶段，任课教师、辅导员（有可能）将与父母/
监护人和学生面谈，确定所需的 MTSS 支持，其中可能包括课后指导和每周签到，以确保学生
能够完成所有课程作业，并顺利从中学毕业。如此一来，多方齐心协力将保证所有再分级英语流
利学生取得成功并为实现高等教育目标做好准备。注册时展现流利英语水平的学生也将在两年内
经历相同的流程。这些学生被评定为初始英语流利生 (IFEP)。这两大监控系统将确保英语学习者
在学校取得成功。

英语语言发展时间表 - 6 年模式
该表反映了 EL 为达到一定熟练英语水平的最低预期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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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
发展

ELPAC 评估结果
ELD 教学水平

入门
发展
等级 1

学生 A 达
到
英语水平最低预期
进度

最低限度
发展

高速发展等级
1

部分
发展

中等发展

高速
拓展
等级 3

入门
拓展
等级 2

良好发展

弥合差距
等级 4

良好发展

再分级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学生 B
达到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学生 C
达到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学生 D 达
到

第二年
学生 E
达到

第三年
第二年

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ELPAC)
加州法（教育规范 313，60810 和 60812）要求家庭语言为非英语的学生接受 ELPAC 初始评估，
以确定该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其是否将参加英语学习者计划。年度州级总结性 ELPAC 将衡量学
生的英语水平和再分级进度。父母/监护人将收到由 CDE 直接发送的关于 ELPAC 结果的书面通
知，其中还将包含针对暑期教学计划选项和/或再分级标准的说明。
再分级英语流利生 (RFEP) 进度
加州教育部在 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布了更新后的 2018–19 学年再分级指导。公告信函概述了基
于 2018 - 2019 学年总结性 ELPAC 分数的再分级指导。根据更新后的指导，CVUSD 更新了
Exhibit 6174，以反映新的 ELPAC 门槛分数。2018 - 2019 学年总结性 ELPAC 管理启动后，新版
全州标准化英语语言水平标准和 ELPAC 整体表现水平 (PL) 4 将被用于确定英语学习者的语言
水平。
CVUSD 通过了董事会政策 6174 和管理条例 6174，其中包含 RFEP 标准 E6174。英语学习者的
评估结果达到语言和学术标准后，其将被重新评定为再分级英语流利生 (RFEP)。如果英语学习
者达到 ELPAC 门槛，但是未达到学术标准，教师将与其他教师和父母/监护人合作，针对英语语
言发展制定具体的目标和/或干预计划。任课老师将在全年内密切监控相关目标，确保英语学习
者稳步前进，并同时向父母/监护人提供学生的进度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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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再分级标准如下所列：
E 6174 Castro Valley（卡斯特罗瓦利）USD
英语语言学习者教育
小学（1-5 年级）
1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F（第一学期）
C.
命题作文评估：记叙文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D.
教师评定 ELA 成绩，阅读与写作成绩均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E.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2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K（第一学期）
C.
命题作文评估：记叙文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D.
教师评定 ELA 成绩，阅读与写作成绩均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E.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3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ELA 表现任务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C.
命题作文评估：记叙文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D.
教师评定 ELA 成绩，阅读与写作成绩均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E.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4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400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 ELA 成绩，阅读与写作成绩均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5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445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 ELA 成绩，阅读与写作成绩均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中学（6-12 年级）
6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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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472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7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494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8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516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9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527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10 - 11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说明文”和“编辑/修订”SBAC 临时评估模块的成绩水平为“高于标准”或“达到/接
近标准”
C.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12 年级：
A.
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B.
上一年 SBAC（智慧平衡评估联盟）的总分为 2532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准”或“符合
标准”之间的中点）（CAASPP 成绩水平等级分值）
C.
教师评定英语/语言文学课程的成绩为 C 或以上（第一季度）
D.
通过会议、通话或电邮获得父母/监护人批准

联邦计划监控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47

--

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 --

2018 年 - 2020 年

州立法律和联邦法律要求加州教育部 (CDE) 使用该工具 CDE 联邦计划监控 2016-17 EL 工具监控
学区 EL 计划。该英语学习者 (EL) 工具包含 20 个关键组成部分，以实现对学区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有效
评估：

参与
EL 1：父母/监护人外联和参与
EL 2：父母/监护人信息翻译
EL 3：私立学校咨询和参与
EL 4：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EL 5：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DELAC)
管治与管理
EL 6：英语学习者身份验证和评估
EL 7：父母/监护人通知
EL 8：实施、监控和修改 LEA 计划
EL 9：EL 计划包含于学生学业个别计划发展
EL 10：目录
教育经费
EL 11：第 III 章和 LCFF 资金相互补充而非取代
EL 12：时间核算要求
标准、评估和责任
EL 13：英语学习者计划效果评估
EL 14：再分级
EL 15：教师 EL 授权
教职工与职业发展
EL 16：针对英语学习者的职业发展
机会和公平接受教育
EL 17：合理安置学生
EL 18：其他计划的父母/监护人豁免书
教学与学习
EL 19：英语发展计划
EL 20：参与核心课题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48

--

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 --

2018 年 - 2020 年

第六部分
教职工与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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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与职业发展
具有教师资格证及编制的教职工
所有 CVUSD 教师均有资格为英语学习者提供高质量教学指导并拥有由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
(CTC) 签发的相应 EL 教师资格证或许可证。
研究表明，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教师会对英语学习者的表现产生积极影响。教师和编制工作人
员对英语学习者的教育应与州及地方评估保持实时同步，以便通知教学计划并积极参加 ELD 和
文化语言互动 (CLR) 长期培训。
支持教职工
教育服务将为英语学习者统筹 CVUSD 学区服务。第 III 章协调员以及与教职工和学校间的合作
将确保 CVUSD 按照州立和联邦法律（参见具体法律简介）满足英语学习者的需求。
扩充各学校教职工为学区优先事项，旨在为实施 EL 计划提供支持。在中学阶段（6 - 12 年级），
EL 辅导员将被分配至各个学校，并为提供 ELD 教学的教师和部门进行一段时间的定期辅导和培
训。EL 辅导员将与教师合同，开展支架式教学/修改课程，实施重点关注策略的 EL 4，树立模范
课程，并在教职工和部门会议上提供反馈和教职工培训。将根据各中学的注册情况分配教职工，
以基于 ELPAC 熟练水平及核心内容课程特备班级，提供发展及拓展学生的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
服务。两所中学还将为 LTEL 提供 AVID Excel 选修课程。
在所有 TK - 12 年级，合格教师将以 EL 导师或学区 EL 委员会 EL 评估学校领导的身份，接受培
训和职业发展，以便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支持。这些 EL 学校领导将在其各自学校为英语学习者提
供支持，包括监控学生进度的有效实践。该 EL 评估学校领导将以 ELPAC 学校领导身份，在每
年春天监督对于总结性 ELPAC 评估的有效执行。中学专业辅导人员将为英语学习者提供直接服
务，并在学区层面上协助 ELPAC 的协调工作。
EL 导师/EL 辅导员的责任
目的：为教师提供教学领导与校内支持，以实施基于研究的教学策略，包括 EL 4 策略，满足英语学习者
的学习需求。
组织/代表：各校 EL 导师的责任/期望说明
➔ 将最新的 EL 数据（学区 EL 数据表）传达给教师和学校管理员，以通知进行有针对性的综合
教学。
➔ EL 导师和 EL 评估及数据负责人均需参加七场学区 EL 学校领导会议。
➔ EL 导师会议将提供聚焦 EL 4 重要影响力策略的职业发展。
➔ 在教职工会议、PLC 课程或年级会议上分享 EL 4 重点策略，为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 ELD
教学支持，每年最少三次。
➔ 在 10 月和 3 月返回 RFEP 监控表时，与 EL 评估和数据网站负责人合作，并与教师跟进以确
保 RFEP 学生在核心学业上取得进步。
➔ 与 EL 父母/监护人合作主持学校 ELAC 会议（每年四次），学校管理员也要参加每次会议，
将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日程、纪要和签到表归档。（这可能用于 FPM）。
➔ 招募学校 ELAC 父母/监护人加入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DELAC) 和/或参与您学校的工
作。
➔ 与 EL 评估学校领导合作，为学生和家庭组织 RFEP 庆典。

EL 评估和数据网站负责人的责任
目的：与学区领导合作领导学校，以确保达到与学生成绩、评估和英语学习者责任相关的 CDE 要求。
组织/代表：一名 EL 评估和数据网站负责人（除非 EL 注册学生少于 50 人）
责任/期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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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最新 EL 数据（学区 EL 数据表）传达给教师和学校管理员。
➔ EL 导师和 EL 评估及数据负责人均需参加七场学区 EL 学校领导会议。
➔ 与 EL 导师合作，通过全年最新数据更新由教育服务部提供的学校 EL 数据表。其目的在于监
控学生语言水平的进度和参与核心课程的情况。
➔ 负责在 10 月和 3 月分发和收集 RFEP 监控表。
➔ 教师必须通过成绩来判断 RFEP 学生是否在不断进步；如果学生止步不前，则要制定学习目
标。
➔ 收集 IFEP 和 RFEP 表并与 EL 导师沟通，以便与教师根据，确保 RFEP 学生在核心学业上不
断进步。
➔ 参加 ELPAC 培训，并担任学校 ELPAC 评估协调员。
➔ 协调 ELPAC 年度评估管理（测试时间为 3-5 月）、安排学校 ELPAC 测试时间表、分配教室
和准备测试材料。
➔ 与测试团队领导共同监控学校的 ELPAC 完成情况。
➔ 针对 ELPAC 需求或问题与教育服务部进行沟通。

职业发展 (PD)
职业发展机会将继续为教师、专业辅导人员、学校和学区管理员，以及父母/监护人提供长期培
训，以支持英语学习者在学校实现语言发展并取得成功。
未来两年，即 2019 - 2021 学年的职业发展计划形式多样：全学区 PD 研讨会、AVID 职业学习、
学校教职工会议、EL 学校领导每月会议、校长研讨会、PLC 课程和课外 EL 系列，针对英语学
习者的 EL 4 支架式教学重点教学策略。主讲人协作小组将包括特殊任务教师 (TOSA)、EL 学校
领导、EL 辅导员、AVID 教师、校长、阿拉米达县教育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 CVUSD 教育服
务工作人员。
2019 - 2021 学年职业发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了解 2019 - 2020 学年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
◆ 学区和学校期望、ELD 要求、EL 程序、政策、
◆ EL 计划选项
◆ 2014 ELA/ELD 框架
➔ 教学实践
◆ 针对英语学习者的 EL 4 支架式教学重点教学策略
● 设计和实施个性化、基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指导
◆ 日常指定的综合 ELD 指导
● 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个性化指导
● 元认知和元语言技能
● 与 ELD 和 ELA 标准相关的课程计划发展
● 系统性语言习得
◆ LTEL 学术语言发展支持
● AVID Excel
◆ 多层级支持系统 (MTSS)
➔ 支持英语学习者，满足其特殊需求
➔ 指定教科书中的 EL 支持
➔ 补充资源
◆ Ballard and Tighe
● 小学：实践英语 (K-1)、形式与功能 (K-5) 和流利框架 (K-5)
● 中学：鼓励创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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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程序：Footsteps to Brilliance 软件 (K-2)、Imagine Learning 软件 (K-5)、Rosetta
Stone 软件 (6-12)
◆ Hampton-Brown Edge 系列 (9-12)
➔ 评估和监控
◆ ELPAC 结果以通知指导
◆ 有效的常规性和成长性评估策略
◆ 作为数据工具阐明
◆ 再分级标准和流程
◆ 监控 RFEP 和 IFEP 学生
➔ 采取有效策略提升 EL 社区所有成员的父母/监护人外联，以推动其积极参与学校和学
区的教育计划
◆ 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和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DELAC)
◆ 支持英语学习者和家庭的当地资源
长远 PD
教师将持续参加加州双语教育协会会议，并在 EL 学校领导会议以及学校 PLC 会议期间共享信
息。在中学阶段，教师将每月会面交流，重点关注文化和语言互动 (CLR) 策略与日常实践的融
合。CLR 工作将在结束与 Hollie 博士的 4 年成功合作后启动。
之前职业发展：特别关注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支持的指定课程、阿拉米达县教育办公室 (ACOE) 和
关于 ELA/ELD 框架和教学策略的西部教育职业发展；RFEP 和监控、Lori Ozkcus 文学职业发展；
Hollie 博士 (CLR) 策略职业发展；支持 EL 学生的 Mike Mattos 专业学习社区 (PLC) 职业发展；
补充课程和软件，以及奥兰治县教育办公室指导语言习得发展 (GLAD) 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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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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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教育经费
CVUSD 将坚持遵守加州教育规范、联邦和州立法规，以及学区政策和程序所规定的教育经费要
求。地方性经费控制方案 (LCFF) 和第 III 章（LEP 和移民）经费将为英语学习者计划提供补充。
相关经费将用于补充而非取代针对英语学习者及相关计划的常规经费。
常规经费资源
学区将使用常规经费资源为所有学生提供基本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英语语言文学和数学核心教材、
职业发展、教学用品、教师工资、交通、特殊教育、食品服务、其他学区支持以及 MTSS 支持。
关于行动计划和经费资源的详细信息，可参阅学区网页上的学区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 (LCAP)：
www.cv.k12.ca.us。
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 (LCAP)
Castro Valley（卡斯特罗瓦利）的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 (LCAP) 详细说明了学生的四个主要目标，
并列举了用于支持相关目标的具体行动、服务和预算。
● 目标 1：通过充分实施关于读写和数学的加州新标准，以及下一代科学标准，确保所有毕
业生“做好大学入学和就业准备”。
● 目标 2：确保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雇用有正规证书的老师，提供充分的教材，配备
合适的设施，提供高品质教学，鼓励学生学习，具体措施为：
● 目标 3：让所有父母/监护人（包括所用语言非英语的父母/监护人）能够主动参与孩子的
教育和决策过程，方法是提供及时信息，并鼓励父母/监护人展现出他们重视学生学习以
及毕业时能“做好大学入学和就业准备”的态度。
● 目标 4：确保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到安全、健康、文化响应性和严谨的学习环境中并得到支
持。
○ 更新后的 LCAP 2018 - 19 学年 - 董事会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批准
补充经费
LCFF 和第 III 章将为英语学习者提供补充计划和服务，包括指导、教学支持、父母/监护人参与、
翻译服务、职业培训、专业辅导性支持、补充材料、软件、课后 EL 计划活动以及 LTEL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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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咨询委员会、家庭和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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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委员会、家庭和社区参与
正如策略计划所述，CVUSD 认为父母/监护人是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在家庭、
学校、学区和社区之间建立稳固的关系对于学生和家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父母/监护人咨询委
员会分为两大类：学校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和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DELAC)
父母/监护人参与：
学区和学校将共同承担起告知父母/监护人相关政策、程序以及为其子女提供支持的 EL 计划选项
和活动的责任。学校管理员和任课教师将通过打电话（提供口译服务）、多渠道沟通与父母/监
护人交流，其中包括资料、通知、学校活动宣传页，以及面对面沟通，以鼓励父母/监护人积极
参与对其子女的教育（课堂志愿者、家长会和学校活动）。我们鼓励父母/监护人参与 ELAC 和
DELAC 委员会，该委员会相当于一个论坛，英语学习者的父母/监护人可在此围绕计划设计及目
标、经费和服务畅所欲言。
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英语学习者人数达 21 名或以上的学校，无论是哪种语言，均有设立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ELAC) 或现有咨询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ELAC 日程和已记录的公开纪要均必须在学校保留至
少五年。英语学习者的父母/监护人在委员会中的人数占比至少要与学校中的英语学习者人数占
比持平。委员会成员将举行官员选举，并会向 DELAC 选派代表。ELAC 成立并完成培训后，
ELAC 可以将法律责任下放给现有学校咨询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
ELAC 旨在围绕课程事项，为校长和学校教职工提供建议，重点关注：
➔ 就 ELAC 的重要职能对父母/监护人进行培训，以向其说明在学校和学区提供的 EL 计
划和支持。
➔ 审查年度 EL 需求评估调查，并为学校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中的学生学业个别计划
(SPSA) 建言献策。
➔ 了解针对英语学习者的教育计划和服务。
➔ 大力支持其子女取得学术成就和发展英语水平
➔ 按照 EL 主要计划培训成员，该计划概述了符合联邦和州立法律规定的相关程序、政
策和实践。
培训将由 DELAC 提供，以确保 ELAC 有效运作。委员会针对以下方面提供建议（审查及意见）：
➔ 学校 ELAC 委员会的职能、角色和责任
➔ 为学校英语学习者教学计划中的学生学业个别计划 (SPSA) 建言献策。
➔ 推动学校年度需求评估发展
➔ 通过有效参与策略，提升父母/监护人的参与度
➔ 了解学校的多层级支持系统 (MTSS)

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DE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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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 EL 学生数量达到 51 名或更多时，必须组建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DELAC 成员包括
各学校的 ELAC 代表，ELAC 代表每年将参加五次学区会议。委员会成员一届任期为两年，期满
后将向学校 ELAC 汇报。DELAC 对公众开放，允许公众提出意见。会议通知和日程必须在会议
开始前至少 72 小时公布在各学校网站和/或其他公众可以访问的相应地方。所有会议日程、纪要
及信息均将提供西班牙语版本和简体中文版本。译员也将参加所有会议。
DELAC 成员的角色和责任：
● 为学区提供意见，包括学区的 EL 计划、LCFF 和第 III 章经费以及 LACP 目标
● 确保成功实施英语学习者计划
● 了解联邦、州立和学区 EL 数据报告，包括年度加州评估报表结果
● 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沟通服务和资源
● 积极参与投票和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的年度修订工作
● 为年度学校需求评估的发展和分析建言献策，以通知学校和学区 EL 计划
● 协助评估学校和学区 EL 计划的效果
● 制定年度 DELAC 目标，参见上文

2018-2019 学年 DELAC 目标
●

系统
o
o
o
o

●

文化
o
o

●

增加全校“返校夜”活动，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父母/监护人会议的笔译和口译服务。
促进父母/监护人的网上沟通及参与

说明
o
o
o

●

了解毕业要求和大学入学程序
了解 MTSS、RTI 和 PBIS
了解加利福尼亚州对英语学习者全新的语言评估方法 - ELPAC
增加各学校注册的笔译和口译服务

继续父母/监护人教育 ~ 帮助孩子在家提高科学、阅读、数学和写作
了解如何提高学生成绩并超过年级期望水平
扩展课后辅导和暑期学校的机会

领导
o

扩展学区网站上 DELAC/英语学习者页面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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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术语表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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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语言：学生在学校和学业计划有效并流利学习所需的口头、书面、听觉以及视觉语言水平
（课堂、教科书、考试和作业中所用的语言）。

参与核心课程：参与核心课程意味着为 EL 学生提供同时参与 ELD 及核心课程的机会。在此方
法中，相关计划将提供主要语言支持并使用 SDAIE 策略。

特别关注 EL：指已在美国学校就读至少 3 年但不满 6 年的英语学习者，他们未能每年在
ELPAC 中取得稳定进步。

人际交流基本技巧 (BICS) 或社交英语 - 社交场合所需的日常语言。英语语言学习者会在参加体
育活动以及与朋友聊天时使用 BICS。研究表明，孩子能够在 6 - 18 个月时学会社交英语。

CABE：加州双语教育协会

CAASPP：加州学生表现和进步考核（设立于 2014 年 1 月 1 日）

加州英语语言文学/英语语言发展 (ELD) 框架 - ELA/ELD 框架融合了两套标准并在五大关键主题
中予以反映。在 CA ELA/ELD 框架图中，中心代表了针对 ELA/读写的加州标准（共同核心）以
及融合听、说、读、写以及各学科语言的 CA ELD 标准。环绕在标准四周的是关键主题：产生
意义、语言发展、有效表达、内容知识和基本技能。英语语言发展必须成为每位英语学习者每日
课堂计划的组成部分，以确保学生达到英语熟练水平和年级熟练标准。（参见第一部分，第 16
页）

CDE：加州教育部 - 监督加州公立学校体系，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和学校改进计划。

CLAD：跨文化语言和学术发展 - 授权许可证持有人教授 ELD 和 SDAIE。
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ALP) 或学术英语 - 学术学习所用的语言。其中包括关于学科领域内容材料
的说、读、写方面。该语言熟练水平对于学生在学校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达到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通常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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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准：加州教育委员会所采用的标准，明确规定了加州儿童在各年级或课程中应该了解的
内容和能够达到的要求。

核心课程：相关课程旨在促进教授和学习核心学科领域的加州内容标准，包括英语语言文学、
数学、科学和社会学的学生。

CTC：加州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 - 负责审查加州所有教师的教师资格证。参见 www.ctc.ca.gov/

DELAC：学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 负责就英语学习者计划和服务向学区董事会建言献策。

指定的 ELD：基于学生语言水平，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言学习提供专业化指导。指定 ELD 发
生在教学日的受保护时段。教师利用加州 ELD 标准作为重点标准，在指定 ELD 课程中构建“进
入”和“来自”核心内容教学。

个性化指导：为满足学生的不同教育需求，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或策略。

ELA：英语语言文学：包含英语指导（听、说、读、写）的核心学科。

ELAC：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 - 负责就英语学习者计划和服务向校长和学校教职工建言献策。

ELD：英语发展计划 - 涉及英语学习者英语语言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在相应语言发展水平
之上的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ELM：主流英语语言计划 - 针对英语熟练的英语学习者的教学模式。对于所有整体达到 ELPAC
水平 3 或 4 的学生，采用 SDAIE 方法英语教授核心内容，同时结合每天 20 - 30 分钟的 ELD 水
平教学以及每周最少 150 分钟的 ELD 水平教学。

ELPAC：加州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 ELPAC 为目前必修年度总结性英语语言水平州级测试，主要
语言非英语的学生必须参加。门槛设定将与学校和家庭进行沟通，以确定英语学习者具备流利英
语水平的时间点。

英语学习者 (EL)：母语非英语的学生以及正处于取得学术英语年级熟练水平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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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英语 (EO)：主要语言为英语的学生。

ESSA：《让每个学生成功法案》- 重新授权的 NCLB 和更新版《中小学教育法》(ESEA)。新版
法案在标准、评估、责任、支持和干预方面授予各州更大的权限，同时保留了经费方案的一般结
构。

FPM：联邦计划监控 - 州级审查流程，重点关注学区计划是否遵守联邦和州立法律法规。

FEP：英语流利生 - 家庭语言非英语同时为英语学习者的学生。基于 CVUSD 再分级标准
Exhibit 6174，英语学习者证明具备与同级同龄人同等的学术英语熟练水平，并已掌握与说英语
的人相近的口头和书面英语技能。

董事会政策 BP6174 和 AR6174：按照董事会政策，英语语言学习者将获得挑战性课程和指导，
尽可能高效、快速地提升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以便协助学生参与核心课程并达到加州
ELA/ELD 标准。
督导长或指定人员应维护对英语语言学习者进行验证、评估和安排的程序，以及基于董事会所采
用的标准和特定管理条例对英语语言学习者的再分级程序。
为评估计划效果，督导长或指定人员应定期检测计划成果，包括英语语言学习者的学术成就报告、
英语水平进步情况以及已被重新评定为英语流利生的学生进步情况。督导长或指定人员应每年向
董事会汇报相关结果，并应向董事会提供任何学区或学校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的定期报告。
（加州 6190 - 教学计划评估）*

HLS：家庭语言调查父母/监护人首次在加州学校进行注册时填写。

IEP：个性化教育计划针对具备获得特殊教育服务资格的学生

I-FEP：初始英语流利生 - 接受初始 ELPAC 评估后，被认定为英语熟练的双语学生。
综合 ELD： 所有教师和英语学习者将在课堂上使用与 ELA/读写加州共同核心标准 (CCSS) 及其
他内容标准并行的加州 ELD 标准。跨所有学科全天候实施策略，以开发内容知识和学术英语。
LACP：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 - LACP 是地方性经费控制方案 (LCFF) 的关键组成部分。各学区必
须推动家长、教育者、员工和社区积极参与制定学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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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FF：地方性经费控制方案 - 帮助学校进行基础、补充和集中拨款的财务系统。LCFF 将为监
督活动和教学计划提供独立的经费来源。
LEA：当地教育机构 - 通常指学区，但也可能指县教育办公室。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属于 LEA。
熟练度未达标：学生的 ELPAC 评估结果所反映出的英语熟练水平。整体熟练水平为 1 和 2 的英
语学习者。
熟练度达标：学生的 ELPAC 评估结果所反映出的英语熟练水平。整体熟练水平为 3 和 4 的英语
学习者。
长期 EL (LTEL)：被评定为 EL 长达 6 年或以上的学生。
新入学学生：近期移民至美国不满 12 个月的学生。
专业辅导人员：在课堂上协助教师的人员。
家长豁免书：需要英语学习者的父母/监护人每年申请并签署该表，以放弃要求安排英语学习者
加入使用英语教授的教学计划。（参见第二部分，了解计划选项）
家长参与：父母/监护人参与对其子女的教育过程，包括沟通交流、学校或家庭志愿活动、参加
学校活动、家长会、委员会、家庭学习、决策和宣传、与学校社区建立关系并开展合作。
语域：指语言的词汇、语法和表述辩题，以满足特定场合的需要。场合可以根据众多因素进行
定义，例如受众、任务、目的设定、社交关系、沟通方式（书面或口语）。
再分级（之前称为重新指定）：若学生的整体水平达到 ELPAC 门槛并满足所有学区标准，且经
过父母/监护人同意，其将从英语学习者被重新评定为 R-FEP（再分级英语流利生）。语言分级
的变动通常还包括学生教学计划安排的变动。
R-FEP：再分级英语流利生 - 之前为 EL 但近期被再分级为 FEP 的学生。之前的 EL 将被称为 RFEP，时间为两年，在此期间，我们将持续进行监控，确保该生学业不断进步并取得成功。
SDAIE：专业化英语学术指导 - SDAIE 是指具备让英语学习者轻松理解学术内容能力的教师所
使用的一种方法。该方法重视年级水平的发展，以提升学术能力，是英语学习者综合计划的组成
部分之一。
SEI：结构式浸入英语 - 整体达到 ELPAC 水平 1 或 2 的英语学习者。专为英语熟练度未达标的
英语学习者打造的一种教学模式。在英语语言发展（等级 ELD）教学中，使用英语教授核心内
容，小学阶段要求每天 20 - 30 分钟的 ELD 水平教学，中学阶段为一节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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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教学：英语学习者的核心内容课程安排，包括数学课、科学课和关注通过综合 ELD 延伸核
心内容的历史社会科学课。教师将通过控制讲课速度、使用语境线索和与学生体验相关的指导来
调整课程的语言要求，同时使用视觉教具帮助学生理解内容。
SSC：校务委员会 - 校务主管部门，由校长以及从父母/监护人及教职工成员中选出的代表组成，
负责监督学校计划的发展、批准和实施，其中包括英语学习者计划和支持性组织。
SPSA：学生学业个别计划 - SPSA 是一项行动计划，旨在提升所有学生的学术成绩。加州《教育
法》和联邦《中小学教育法》(ESEA) 要求每所学校将所有通过综合应用获得资助的学校项目计
划和 ESEA 项目改进计划整合为 SPSA。
第 III 章：联邦资金通过为提供有针对性的综合 ELD 教学，以协助学生达到英语熟练水平门槛
和州级学术标准的学校提供支持，改善对英语语言学习者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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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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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英语学习者计划 2018-2019 年：关键日期与事件
暑期

·
·

九月

·
·
·

学区测试团队组织初始 ELPAC 测试
向家长邮寄通知函，内容包括学生 CUM 中的总结性和初始 ELPAC 测试文件，并与教师共享
初始 ELPAC（针对家庭语言调查中所用语言非英语的新生）
初始测试必须在新生到校后的 30 天内完成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DELAC 会议

十月

·
·
·
·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ACOE ELPAC 学院职业发展 – 2018 年 10 月 4 日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分发、收集和审查第一季度进度监控表（中学）
学校 ELAC 会议（需开展 4 次）

十一月

·
·
·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向教育服务部提交附带签字的进度监控表（中学）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DELAC 会议

十二月

·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分发、收集和审查第一学期进度监控表（小学）

一月

·
·
·
·
·
·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收集由教师签字的进度监控表，并保留以在第二学期/第三季度汇报时重新分发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DELAC 会议
州级教育委员会 (SBE) 公布再分级标准
学校 ELAC 会议（需开展 4 次）
RFEP 庆典 1 月 - 5 月

二月

·
·
·
·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完成基于 SBE 标准的 RFEP 表后开始再分级 (RFEP) 流程
将 RFEP 表分发给任课老师（提供意见）和家长，以便家长进行审查并听取相关意见
针对总结性 ELPAC（加州英语学习者水平评估）开展培训

三月

·
·
·
·
·

由 Carmen 制作的再分级 (RFEP) 表 （从教育服务部返还后归入学生 CUM 文件夹的原件）
由学区测试团队组织的 ELPAC 总结性测试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分发、收集和审查第三季度/第二学期进度监控表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学校 ELAC 会议（需开展 4 次）

四月

·
·
·
·

RFEP 学校庆典
EL 评估学校领导者向教育服务部提交附带签字的进度监控表
由学区测试团队组织的 ELPAC 总结性测试，3 月、4 月和 5 月进行
DELAC 会议

五月

·
·
·
·

学区 EL 领导者会议
与学校管理员共同安排班级，以确保基于 2019 - 2020 学年 ELPAC 总结性水平划分 EL 学生群体。
RFEP 学校庆典
学校 ELAC 会议（需开展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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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
·

DELAC 会议
计划暑期初始 ELPAC 测试（学区负责）

七月/八月

·

暑期学校网站上发布暑期初始 ELPAC 测试（学区测试团队）

CVUSD 家长通知函 - 联邦州级要求

首封信函
致父母/监护人：
学生 ID 号码：
第一语言：

学校：

日期：
出生日期：

年级：

尊敬的父母/监护人：您的孩子已完成学校注册，经过家庭语言调查，我们发现您孩子所使用的语言非英语。相关法
律要求我们对您的孩子进行评估，并告知您孩子的英语熟练水平。我们需要告知您语言习得计划选择，以便您为自
己的孩子做出最佳选择。此信函还将就学生退出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标准进行阐释。（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v],[vi]）

语言评估结果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i]）
综合方面

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ELPAC)
初始表现水平

综合
分数：

口头（听力和口语）

书面（阅读和写作）

根据英语语言水平评估结果，您的孩子被评定为_______。
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存档：其中将随附一份说明，内容包括如何安排您孩子的计划才能帮助实现 IEP 目标。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i]）

退出（再分级）标准
学生的语言习得计划目标在于尽快熟练掌握英语，同时达到州级学术成就标准。该学区退出（再分级）标准如下所
列。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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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标准

LEA 标准

（加州《教育法》[EC] 第 313 节 [f]）

委员会政策 6174

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1-12 年级：必须在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教师评估

1-5 年级：阅读和写作语言水平为 2 或以上
6-12 年级：英语语言文学或 ELD 课程水平为 C 或以上

家长选择和咨询

通过会议、通话或邮寄形式获得家长批准

基本技能表现的比较

1 年级：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F 或以上
2 年级：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K 或以上
1-3 年级：命题作文评估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3 年级：ELA 表现任务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4-9 年级和 12 年级：去年智慧平衡评估联盟英语语言文学 (SBACELA) 的分数为“几乎符合标准”的中点或以上
10-11 年级：“说明文”和“编辑/修订”SBAC 临时评估模块成绩
水平分数为“高于标准”或“达到/接近标准”

英语学习者毕业率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

对于联合学区或中学学区，该计划中学生的预期毕业率为 96.7%
学区毕业率将在毕业数据报告中显示，同时还可以在加州教育部 Dataquest Web 页面上获取：
http://dq.cde.ca.gov/dataquest/。

语言习得计划
我们需要提供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 计划选项。如果您选择此选项，您的孩子将被安排在以英语教学为主的班级。
（参见以下说明。）

申请加入语言习得计划
语言习得计划作为一种教育计划，旨在确保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英语，同时还将基于州级学术内容标准，包括英
语发展计划 (ELD) 标准，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教学服务。（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ii],[v])；EC 第 306 节 [c]）

计划选择和英语学习者目标说明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提供的语言习得计划说明如下所列。请选择最适
合您孩子的计划。（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ii][v]）

所有计划包括英语语言发展 (ELD) 和教学策略，将根据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量身定制。相关策略将由您孩子的任课
教师实施，以帮助每位学生在英语说、读、写方面达到熟练水平，并在所有核心学科上取得学业成功。
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熟练度未达标的学生将被安排加入 SEI 计划，并且大部分情况下使用英语授课。部分情况
下可能使用主要语言提供协助。拥有教师资格证/许可证的教师将使用学区指定教材和补充材料教授学生 ELD 和其
他核心学科。教学内容将以 ELD 和年级内容标准为基础。在小学阶段，相关服务将由学生的常规任课教师提供。
学生同时还将接受其他 EL 干预。在初高中阶段，学生可能在单独的 ELD 特别班接受半天的教育服务。
主流英语语言 (ELM)：英语熟练度达标的学生将被安排加入 ELM 计划。授权教师将使用学区指定教材和补充材料，
为学生提供日常 ELD 指导以及核心学科的年级教学指导。教学内容将以 ELD 和年级标准为基础。学生将接受任何
其他教学指导，以便被重新评定为英语流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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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监护人可以选择最适合其孩子的语言习得计划。对于各学校有 30 名或以上的学生父母或监护人，或者各年级
有 20 名或以上的学生或监护人要求加入提供语言指导的语言习得计划的学校，应尽可能提供此类计划。（20 美国
法典第 6312 节 [e][3][A][viii][III])；EC 第 310 节 [a]）
在制定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期间，父母/监护人可以为语言习得计划建言献策。（EC 第 52062 节）如果对上述所列
计划以外的计划感兴趣，请联系学校校长，咨询相关流程。
英语学习者的家长有权拒绝或让其孩子退出学区语言习得计划或退出语言习得计划中的特定英语学习者服务。（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ii]）但是 LEA 仍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具有意义的教学指导直至学生退出计划，并在学
生止步不前时通知父母，同时为家长提供相关计划和服务以便考量。（5 加州法规，第 11302 节）

家长通知函
总结性 ELPAC
2019 年 9 月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年度家长通知函
联邦第 I 章或第 III 章及州级要求
致父母/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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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日期：学生 ID 号码：出生日期：年级：
第一语言：
尊敬的父母/监护人：您的孩子将继续被评定为英语学习者。每年我们都需要对您的孩子进行评
估，并告知您孩子的英语熟练水平。我们还必须向您介绍语言习得计划选择，以便您为自己的孩
子做出最佳选择。此信函还包括学生退出英语学习者计划的标准。（20 美国法典 [U.S.C.] 第
6312 节 [e][3][A][i][vi]）
语言评估结果（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i]）
综合

等级评分

表现水平

综合

[在此插入等级总分]

[在此插入整体表现水平]

口头语言

[在此插入口头语言等级 [在此插入口头语言表现水平]
分值]

书面语言

[在此插入书面语言等级 [在此插入书面语言表现水平]
分值]

方面

表现水平

听力

[在此插入听力表现水平]

口语

[在此插入口语表现水平]

阅读

[在此插入阅读表现水平]

写作

[在此插入写作表现水平]

❏ 如适用，请勾选：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存档
其中将随附一份说明，内容包括如何安排您孩子的计划才能帮助实现 IEP 目标。（20 美国法典
第 6312 节 [e][3][A][vii]
退出（再分级）标准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
学生的语言习得计划目标在于尽快熟练掌握英语，同时达到州级学术成就标准。该学区退出（再
分级）标准如下所列。

退出（再分级）标准
学生的语言习得计划目标在于尽快熟练掌握英语，同时达到州级学术成就标准。该学区退出（再分级）标准如下所
列。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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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标准

LEA 标准

（加州《教育法》[EC] 第 313 节 [f]）

委员会政策 6174

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1-12 年级：必须在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教师评估

1-5 年级：阅读和写作语言水平为 2 或以上
6-12 年级：英语语言文学或 ELD 课程水平为 C 或以上

家长选择和咨询

通过会议、通话或邮寄形式获得家长批准

基本技能表现的比较

1 年级：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F 或以上
2 年级：基准评估系统 (BAS) 等级 K 或以上
1-3 年级：命题作文评估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3 年级：ELA 表现任务成绩为 2 分或以上（第一学期）
4-9 年级和 12 年级：去年智慧平衡评估联盟英语语言文学 (SBACELA) 的分数为“几乎符合标准”的中点或以上
10-11 年级：“说明文”和“编辑/修订”SBAC 临时评估模块成绩
水平分数为“高于标准”或“达到/接近标准”

英语学习者毕业率

（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

学区毕业率将在毕业数据报告中显示，同时
还可以在加州教育部 Dataquest Web 页面上获取：http://dq.cde.ca.gov/dataquest/。
对于联合学区或中学学区，该计划中学生的预期毕业率为 96.7%

计划选择和英语学习者目标说明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提供的语言习得计划说明如下所列。请选择最适
合您孩子的计划。（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iii][v]）

所有计划包括英语语言发展 (ELD) 和教学策略，将根据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量身定制。相关策略将由您孩子的任课
教师实施，以帮助每位学生在英语说、读、写方面达到熟练水平，并在所有核心学科上取得学业成功。
结构式浸入英语 (SEI)：熟练度未达标的学生将被安排加入 SEI 计划，并且大部分情况下使用英语授课。部分情况
下可能使用主要语言提供协助。授权教师将使用学区指定教材和补充材料教授学生 ELD 和其他核心学科。教学内
容将以 ELD 和年级内容标准为基础。在小学阶段，相关服务将由学生的常规任课教师提供。学生同时还将接受其
他 EL 干预。在初高中阶段，学生可能在单独的 ELD 特别班接受半天的教育服务。
主流英语语言 (ELM)：英语熟练度达标的学生将被安排加入 ELM 计划。拥有教师资格证/许可证的教师将使用学区
指定教材和补充材料，为学生提供日常 ELD 指导以及核心学科的年级教学指导。教学内容将以 ELD 和年级标准为
基础。学生将接受任何其他教学指导，以便被重新评定为英语流利生。
父母/监护人可以选择最适合其孩子的语言习得计划。对于各学校有 30 名或以上的学生父母或监护人，或者各年级
有 20 名或以上的学生或监护人要求加入提供语言指导的语言习得计划的学校，应尽可能提供此类计划。（20 美国
法典第 6312 节 [e][3][A][viii][III])；EC 第 310 节 [a]）
在制定地方性控制问责计划期间，父母/监护人可以为语言习得计划建言献策。（EC 第 52062 节）如果对上述所列
计划以外的计划感兴趣，请联系学校校长，咨询相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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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者的家长有权拒绝或让其孩子退出学区语言习得计划或退出语言习得计划中的特定英语学习者服务。（20
美国法典第 6312 节 [e][3][A][viii]）但是 LEA 仍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具有意义的教学指导直至学生退出计划，并在学
生止步不前时通知父母，同时为家长提供相关计划和服务以便考量。（5 加州法规，第 1130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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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8-2019
R-FEP 监控表
中学阶段
学生姓名：“姓”“名”

“学生_ID”
年级：“年级”
校”
合格日期：“合格_日期” 当前监控水平： “活动_编号”

到期日：___ 监控期 - 第一季度进度报告期
学科：英语
教师：“英语_教师”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学校：“学

ID：

辅导员：“辅导员”

学生的其他科目成绩是否为 C 或以上？如果否，请说明
本季度成绩：____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在下方列出课堂支持/干预建议，以确保学生获得所有学分
关键领域列表特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辅导员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到期日：_______ 监控期 - 第三季度进度报告期
学科：英语
教师：“英语_教师”

辅导员：“辅导员”
学生的其他科目成绩是否为 C 或以上？如果否，请说明
当前季度成绩：___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在下方列出课堂支持/干预建议，以确保学生获得所有学分
关键领域列表特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辅导员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________有进步，达到下一水平
________没有进步，未达到下一水平
EL 学校领导者签字

日期

教育服务部课程副本 英语语言计划
原件归档至评估文件夹
2019 年 4 月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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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8-2019
I-FEP 监控表
中学阶段
学生姓名：“姓”“名”

“学生_ID”
年级：“年级”
校”
合格日期：“合格_日期” 当前监控水平： “活动_编号”

到期日：___ 监控期 - 第一季度进度报告期
教师：“英语_教师”

辅导员：“辅导员”
学生的其他科目成绩是否为 C 或以上？如果否，请说明
当前季度成绩：___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学校：“学

ID：

是
是
是

学科：英语

否
否
否

在下方列出课堂支持/干预建议，以确保学生获得所有学分
关键领域列表特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辅导员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到期日：______ 监控期 - 第三季度进度报告期

辅导员：“辅导员”
学生的其他科目成绩是否为 C 或以上？如果否，请说明
当前季度成绩：___

学科：英语
教师：“英语_教师”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在下方列出课堂支持/干预建议，以确保学生获得所有学分
关键领域列表特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辅导员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日期

________有进步，达到下一水平
________没有进步，未达到下一水平
EL 学校领导者签字

日期

教育服务部课程副本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英语语言计划
2019 年 4 月 修订

原件归档至评估文件夹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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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EP 监控表
小学阶段

ID：
“学生_ID”
年级：“年级”
“学校”
教师：“教师_名_字”
合格日期：“合格_日期” 当前监控水平： “活动_编号”

学生姓名：“姓”“名”

到期日：___ 监控期
第一学期成绩单时间

学校：

关注领域列表特别技能或参考附件的学生学习计划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阅读
写作
数学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学生是否顺利通过第一学期？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到期日：___ 监控期
第二学期成绩单时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关注领域列表特别技能或参考附件的学生学习计划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阅读
写作
数学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学生是否顺利通过第一学期？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有进步，达到下一水平
________没有进步，未达到下一水平
EL 学校领导者签字

日期

教育服务部课程副本
英语语言计划
原件归档至评估文件夹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9 年 4 月 修订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8-2019
R-FEP 监控表
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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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姓”“名”

XXXX
年级：“年级”
教师：
合格日期：“合格_日期” 当前监控水平： “活动_编号”

到期日：___ 监控期
第一学期成绩单时间

学校：“学校”

ID：

关注领域列表特别技能或参考附件的学生学习计划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阅读
写作
数学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学生是否顺利通过第一学期？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到期日：___ 监控期
第二学期成绩单时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关注领域列表特别技能或参考附件的学生学习计划

说明课程支持，以确保学生取得学业进步。
学生是否达到标准？
阅读
写作
数学
学生是否完成家庭作业？
学生是否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学生是否顺利通过第一学期？
如果否，请与学生制定目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姓名：正楷姓名和首字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有进步，达到下一水平
________没有进步，未达到下一水平
EL 学校领导者签字

日期

教育服务部课程副本
英语语言计划
原件归档至评估文件夹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2019 年 4 月 修订

Castro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小学阶段（5 年级）- 示例
英语语言学习者再分级 (RFEP)
填写完整的表格交与 ELD 学区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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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CVUSD 的日期：“学区_加入_日期”

成为 EL 的年数：“参加_计划_年数”

研究表明，5 年级或在美国学校就读 6 年后仍未再分级的英语语言学习者将面临成为长期英语学
习者 (LTEL) 的风险。
学生：“姓_氏”“名_字”

ID 编号：“ID”

年级：“年级”

学校：

教师：“教师”

“学校”

将学生从英语语言学习者 (ELL) 评定为英语流利生 (FEP) 所需遵照的标准：
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ELPAC) 日期：

1-12 年级：必须在总结性 ELPAC 中达到整体表现水平 (PL) 4
英语语言水平评估 (ELPAC)

综合方面

初始表现水平

综合

ELPAC 等级分值 水平

口头（听力和口语）

ELPAC 等级分值 水平

书面（阅读和写作）

ELPAC 等级分值 水平

口头语言分值
表现水平

初始

一般和中等
发展

书面语言分值
良好发展

表现水平

听力

阅读

口语

写作

标准（*必须）
A*

语言水平

B*

基本技巧评估
去年 SBAC/CAASPP 的 ELA 总分

C*
D*

教师评估
（第一学期成绩单分数）
父母/监护人在下方签字即表示批
准

初始

一般和中等
发展

基准

良好发展

满足标准 - 是或否

ELPAC 分数（参见上文）

是

否

ELA 总分为 2445 或以上（“几乎符合标
准”和“符合标准”间的中点）

是

否

分数：______

基于满足其他标准的学校团队建议

成绩必须达到 2 或以上
阅读：_____ 书面语言：_____

与父母/监护人沟通
会议日期/时间：__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基于以上标准的再分级建议
建议再分级
未达到上述再分级标准
●
制定语言目标，以支持根据再分级标准划分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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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校长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正楷姓名和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监护人意见：

将为整体达到 ELPAC 水平 4 但不满足其他分级标准的 EL 学生，或者被划定为英语学习者长达 4 年或以
上的 EL 学生制定定向目标。
目标制定旨在提升学生的语言水平，使其能够学习年级水平的内容。
特殊语言目标

干预

进度监控
基于 EOY 数据达到目
标

目标 1：
是

否

是

否

目标 2：

学区办公专用
再分级 y

不满足再分级标准

计划专家更新 AERIES，以反映再分级：
姓名首字母和日期：
由 ELD 学区协调员审查
姓名首字母和日期：

2019 年 1 月 18 日

亲爱的县督导长、学区督导长以及直接资助的特许学校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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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19 学年更新版再分级指导
2018 年 9 月 14 日，加州教育部 (CDE) 发布了关于从加州英语发展测试 (CELDT) 过渡至加州英语语言水
平评估 (ELPAC) 期间的再分级选择指导。该信函将通知您总结性 ELPAC 门槛分数的变动，以及关于规范
2018–19 学年英语学习者 (EL) 再分级 ELPAC 标准的政策决定。
现有再分级标准
加州教育法 (EC) 第 313 节和加州法规 (5 CCR) 第 5 章、第 11303 节中关于再分级标准的阐述保持不变。当
地教育机构计划 (LEA) 应继续按照以下四项标准制定再分级政策和程序：

1.
2.
3.
4.

使用客观评估工具进行英语语言水平 (ELP) 评估，包括但不限于 ELPAC 州级测试；以及
教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检查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以及
家长选择和咨询；以及
将学生的基础技巧表现与根据经验划定的同龄英语流利生的一系列基本技巧表现进行比较。

更新版指导：总结性 ELPAC 分数和 ELPAC 标准
2018 年 11 月，州级教育委员会 (SBE) 批准了针对 K–8 年级和 9–10 年级，以及 11–12 年级的总结性
ELPAC 门槛新分数，等级分值为 1–4。LEA 将在 2018–19 学年总结性 ELPAC 管理启动后，使用新分
数确定 ELP 的等级评定。总结性 ELPAC 2018–19 学年等级分数范围可在 CDE ELPAC 网页上查看：
https://www.cde.ca.gov/ta/tg/ep/documents/elpacsummscalescore.pdf。
2019 年 1 月，基于新版 2018–19 学年总结性 ELPAC 门槛分数，SBE 批准了在 2018–19 学年 K–12 年
级总结性 ELPAC 管理启动后，使用 ELPAC 整体表现水平 (PL) 4 作为全州统一的 ELP 再分级标准。因此，
LEA 将使用整体 PL 4 确定学生是否达到 ELP 评估标准。所有其他标准依旧交由当地决定。根据 5 CCR，
11308 (c)(6)（咨询委员会），任何当地再分级程序必须经由学区英语学习者计划和服务咨询委员会审查。
使用智慧平衡总结性评估结果进行再分级
CDE 将继续为 LEA 提供下列指导，使用智慧平衡总结性评估结果作为第四项标准的当地衡量标准。

● 对于所有年级学生，LEA 可确定用于判断英语学习者是否达到学术衡量标准并做好再分级准备的
当地评估。

● 对于 3-8 年级与 11 年级学生，LEA 还可以使用智慧平衡总结性评估结果判断英语学习者是否达到
学术标准并做好再分级准备。
有关再分级信息和常见问题，请拨打 916-319-0845 联系语言政策和领导办公室，或访问 CDE 再分级网页
https://www.cde.ca.gov/sp/el/rd/。
如有 EL 评估相关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联系英语语言水平和西班牙语评估办公室：ELPAC@cde.ca.gov。
诚挚祝愿，
Thomas Adams 博士，代理督导长
教学和学习支持分支机构
TA：sc
cc：区域评估网络
第 III 章总监
第 III 章区县英语学习者专家教育办公室
双语协调员网络
LEA ELPAC 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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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语学习者的近期公告
●

●
●
●
●

事例：根本原因分析（2019 年 4 月 3 日新增）
Marguerite Montgomery Elementary School（玛格丽特蒙哥马利小学）、Davis Joint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戴维斯联合学区）关于参与根本原因分析的英语学习者路线图事例。
LCAP 对照表（2019 年 4 月 3 日新增）
该网页包含 CA EL 路线图原则和八大州优先领域之间的英语学习者路线图对照表。
DJUSD 关系图（2019 年 4 月 3 日新增）
Davis Joint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戴维斯联合学区）教学关系图。
第 3022 号议会法案常见问题（2019 年 4 月 3 日新增）
关于追授离校学生毕业证书的常见问题。
多语言常见问题（2019 年 2 月 14 日新增）
关于教学方法及其他事项的多语言教育常见问题

职业发展 - 研讨会示例概述
EL 4：针对英语学习者的支架式教学四大重点策略
对于以上任一策略，教师必须考虑：
● 内容目标是什么？
● 学生已知的内容有哪些？学生有待了解的内容有哪些？
● 学生需要掌握哪些技能才能成功？
● 学生需要掌握哪些语言以实现内容目标？
● 如何才能知道学生是否理解内容？
增加参与核心课程的机会
●

教师将通过多模式、趣味性方式，
为学生参与核心课程的机会：
- 可视教具
- 实物教具
- 示意图
- 组织图
- 影像资料
- 运动感觉

●

教师分配任务后，学生可通过主导、
重组或整合来处理和理解任务。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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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块和检查以便理解
●
●

学术词汇和语言构建

模式（我来做，我们来做，你们来
做）
使用相关程序查看对于重点问题或
任务的理解，例如：
○ 教师抽查/巡视
○ 10 和 2
○ 白板
○ 抽签
○ 课堂反馈条
○ 竖起/倒立大拇指
○ Kahoot 或 Poll Everywhere

策略 1：

●

●
●

合作结构：分组和讨论

重点词汇深度教学：
○ 象限图（Frayer 模
型）
○ 词类
○ 语义地图
句子开头/段落结构
坚持练习和应用
○ 阅读（上下文理解）
○ 写作
○ 讨论和教师指导

教师制定框架和对话方案
○ 学术语篇之语篇 - 句
子结构语言
○ 参与评量规准
○ 时间限制
○ 问责表
策略
○ 思考/配对/共享
○ 玻璃鱼缸小组
○ 营火会讨论（便签纸
活动）
○ 以一换一

以一换一

成果之

我的成果：

同伴的成果：

我的困难：

同伴的困难：

合作分组与
讨论。

困难之
合作分组与讨论。

合作对话检查清单
交流提示

讨论步骤

1.
2.
3.
4.

小组成果

学生们将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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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讨论框架

时间
演示工具：如何向小组汇报。

学术语言脚本
请求帮助
● 请帮我一下好吗？
● 我遇到了一点困难。麻烦帮我一下好吗？
● 请告诉我如何…（做…/写…/画…/读…/解
决…等）好吗？
打断
●
●
●
●

抱歉…（我不明白。）
抱歉打断一下…（我没听清楚。）
我可以打断一小会儿吗？
我可以对此进行一下补充吗？

请求解释
● 可以再说一遍吗？
● 可以举个例子吗？
表达观点
● 我觉得/认为/预测/猜想…
● 在我看来…
● 对我来说…
● 其他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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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高层次思维
● 可以举出…相关例子吗？
● 我们可以在文本何处找到…？
● 我明白…但是我想知道…
● 该观点与…有何关联？
● 如果___是对的，那么…？
● 如果…会发生什么？
● 你是否同意对方的
● 观点？原因是什么？
● 对此还有其他观点吗？
● ___和___有何相似之处？
● 为何____至关重要？
●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可以举个例子吗？
● 对此还有其他观点吗？
汲取他人想法
● 我同意____的观点，因为…
● 你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我想知道是否…？
● 我觉得…你认为…？
● 我也这么觉得，并且我想知道为什么…？
● 我之前从没想到过。你让我怀疑是否…？你
认为…
● 我同意___说的…并且我还觉得…
● 根据____、____，以及____的观点，我们
大家似乎都觉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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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太棒了，另外我还想说一点…

征求响应
● 你同意吗？
● ___ [名字]，你怎么看？
● 有人可以提出一个问题
● 或观点吗？
● ___ [名字]，你是如何理解
● 这个答案的？

反对意见
● 我不是十分同意你的观点，因为…
● 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
● 我的观点和你们的有些不同。
● 我认为…我觉得…
● 我有不同的答案…

课堂汇报
● _____ [名字] 向我解释说。
●
●
●
●

提出建议
● 你们/我们或许可以…
● 我们/你们或许可以尝试…
● 如果你们/我们…
● 名字] 指出…

[名字] 提到…
[名字] 和我分享…
[名字] 让我注意到…
[名字] 指出了一些
令人感兴趣的/吸引人的/令人惊讶的事情

研究

教授英语语言学习者：一段复杂艰辛的努力过程
在学生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美国，教师始终在寻找教授母语非英语学生的最佳方法。来自 Carly
Berwick
在一个明媚的周六下午，三个上中学的男孩子正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画。“在画的下面写出单词。”
我说道。单词苹果写在了苹果下面、大树写在了大树下面。然后，他们进行了半小时的生词卡练习。课
间休息时，三人一边飞奔到走廊里寻找足球，一边用阿拉伯语互相嬉笑打闹。
他们或许也渴望学习英语，但我感觉自己已经要放弃他们了。
他们三个来自饱受战火摧残的叙利亚，最近才来到这个国家，前后仅有一年的时间。自 2011 年
以来，内战愈演愈烈，超过 400,000 名伤员和数百万名难民流离失所。尽管如此，三个孩子并没有因为
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为来到这里所经历的复杂筛选过程而大受影响，我们也没有过问。他们似乎实
现了多方面均衡发展，充满热情并且渴求知识。
作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我决定在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L) 的周六辅导课上担任志愿者。该计
划的制定旨在响应随着 Jersey City（泽西市）难民群体日益增加而产生的相关需求。尽管我积累了数年
的授课经验，但我发现各地的 ESL 教师都达成了这一共识：针对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且水平各异的学生
开展教学工作是一段复杂艰辛且充满压力的过程。只有善意是远远不够。

美国未来课堂

CVUSD（卡斯特罗瓦利联合学区）
82

--

英语学习者主要计划 --

2018 年 - 2020 年

新来的英语语言学习者 (ELL) 都曾经历过教育中断的情况，所面临的挑战也各有不同：他们中有
的在正规学校技能不足的情况下跳级，有的出生在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家庭，有的正在对抗隐藏的精神创
伤：然而在许多方面，他们又成为美国未来课堂引以为鉴的明镜。
眼下，美国学生中的 ELL 占比接近十分之一，他们成为了这个国家增长速度最快的学生人口。他
们从美国以外的地方移民至此，其中有 42% 的人英语水平有限，许多人早前已经在其他国家的学校就读
了数年。资料来自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关注移民和难民趋势的研究机构）。
他们对美国的学校系统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像洛杉矶一样的大城市，还是像 Troy（特洛伊）、
Michigan（密歇根）和 Maine（缅因州）、Lewiston（刘易斯顿）（人口 36,000）一样的小城市，ELL
学生和家庭大量涌入美国各地，使用的语言范围从克里奥耳语，到塔加拉族语和乌尔都语，令人晕头转
向。
当然，学校正在全力了解相关问题，争取尽早找到解决方案。对于像我一样身处一线的教师而言，
寻找答案难以一蹴而就。相关主题的研究数量有限，针对语种多样、水平各异的课堂教学，许多推荐方
法还处于初始阶段，尚未经过检验。与此同时，帮助学生，尤其是年龄更大的 ELL 达到年级内容标准的
额外压力，无异于伤口撒盐。
尽管如此，工作中的付出努力还是令人看见了些许曙光。部分学区已经为 ELL 单独开办了独立学分校，
其他学区则选择在学前幼儿园就为他们提供双语教学。为此，不少学区开始扩招 ESL 教师，并增设完全
沉浸式课程，让 Ell 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一起学习。此外，在少数几个州，包括纽约、Arizona（亚利桑
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每位教师都需要完成关于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授的课程作业或职业发展。
但是我回想起了我的学生，三年级的某个学生还没有学过如何握笔，而表面看上去自信满满的那
个学生却对于袒露自己在大声朗读上遇到的困难一事犹豫不决。开始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后，
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无非是保持乐观精神，即像学生一样思考；以及似乎显而易见的简单提示，例如
“放慢语速”和“使用可视教具”。
一定会有更好的办法。因此我开始寻找专家和其他学校关于 ELL 教学的建议。
设定高期望，旧金山
和我交谈过的专家赞同对 ELL 抱有高期望至关重要的观点，即使 ELL 在一开始似乎难以达到预
期。
“在许多系统中，ELL 所面临的传统情况是他们并未获得参与机会或被邀请参与其中。”
WestEd 研究小组主任、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理解语言项目联合主席 Maria Santos 解释
道，“部分系统认为，他们只有在英语达标后，才能参与核心学术课程。而我们认为，他们必须从第一
天就参与其中。”在许多系统中，ELL 所面临的传统情况是他们并未获得参与机会或被邀请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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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旧金山国际中学），所有学生均为非英语母语者，
所学内容均为普通中学课程，其中使用专门针对 ELL 的教学技能。该校专门接受新入学者，对于仍在拥
有高度多样性、学生人数高达 56,000 的旧金山学区学习英语的学生而言，“多重途径”只是其中的代表
性方法，在其他所有州之间，可供 ELL 选择的方法众多。
Santos 等专家建议，让 ELL 进入普通班，与英语母语者融为一体；然而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旧金山国际中学）教师却表示，对于许多年龄更大的新生而言，专注于 ELL
的独立学校将为学生提供所需支持，帮助其建立自信，以便让他们继续学习英语和学术内容。
Julia Kessler 校长表示，每位教师都是“语言教师”，他们将英语语言学习纳入传统中学课程，
使其不再独立在外。对于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旧金山国际中学）的使命，这一观念的地位举足
轻重。“我们的学生在没有时间学习英语的情况下进入中学。”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学生感到吃力，教师也会给他们布置作业，让他们不断接受挑战。
“如果学生所用语言使其无法阅读《纽约时报》文章，那么让班级其他学生阅读，而不是给他们
一本儿童读物。”Kessler 说道。
与学生半路相遇，纽约市
通过个性化教学达到高期望后，新的英语学习者将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学会相关内容和语言技能。Marble
Hill High School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大理石山国际教育中学）位于 Bronx（布朗克斯），在此可以
俯瞰 Harlem River（哈莱姆河）。学校的 Christopher Benson 最近有一节 AP 美国历史课，学生们正在
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复习 AP 样题。
在其中一张课桌上，我注意到四个女孩正在讨论的文本来自 George Washington 关于反对政党崛
起的警告。“地方主义是什么意思？”一个女孩问道。“类似于一种分裂。”另一个人回答道。当整个
班级再次重聚时，学生们就历史学家关于 Columbus 的解读展开讨论。最后，大家一致接受了一个学生
的答案，而就在三年前，该学生还不会说英语。
在 Marble Hill High School（大理石山中学），一半的学生都是英语语言学习者，并且其中有 90%
来自低收入家庭，然而，93% 的学生顺利在四年内毕业。去年，该校成为了 Stanford University（斯坦
福大学）理解语言小组重点表彰的六大“榜样学校”之一。
在 Marble Hill High School（大理石山中学），所有教师都在接受针对 ELL 的策略培训。教职工
定期一起检查相关数据，以便发现任何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确保学生通过年级技能重点课程掌握概念，
随后将修改相关内容，解决所有语言差异。
例如，在一节针对 ELL 和英语母语者的九年级生物课上，教师为学生提供了一份进度表，以帮助
其书写实验室报告。教师在进度表中给出了提示性建议，包括恰当的动词或化学物质，与 Mad Lib 十分
类似。在历史课上，教师使用 T 字表格和句干，帮助学生建立起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强有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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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表示，Marble Hill High School（大理石山中学）的教师和在此成立的团体是他们选择这里
并坚持在此就读的关键原因。
准毕业班学生 Luis 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原本是一名大一新生，并且不会说英语。他表示，自己
在某学区第一次就读的学校“就像个监狱”，而且一无所获。“在 Marble Hill High School（大理石山中
学），一些教师会在放学后留下来陪伴学生。”他说道。
“教师们会尝试一切方法，确保学生理解相关内容。”毕业班学生 Mohamadou 补充说道。
让他们开口说话，新泽西州
在周六课堂上，阿拉伯语是通用语，尽管有几个学生只说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使用的提格
里尼亚语。学生们的起点各异，每个星期来上课的学生人数也不固定。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有多少学生会
来上课。为保证出勤率，我们会提供接送，尝试在线注册和短信提醒。
但是我们也思考过，新生会想要从英语语言班学到哪些内容，可能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例如
讨论他们所知道和关心的事情。新泽西州 New Design High School（新设计高中）的 ELL 教师 Darren
Chase 说道。
作为二十四个学生的 ELL 班主任，Chase 说他曾不遗余力地尝试过让学生们开口说话，聊早餐、
聊天气、聊运动，以便让他们不断练习语言技能。
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将自己隐藏在角落轻而易举。回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学校时一整天都
没有说过英语。
“想要说明和解释成为了教师下意识的举动，但是扭转这一状态对 ELL 而言十分重要。”
Kessler 说道。“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将自己隐藏在角落轻而易举。回家后，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学校时
一整天都没有说过英语。”
因此，在最近的周末班上，同事和我将生词卡和教科书放在了一边，转而为学生提供对话模板，
帮助他们写下自己选择的主题对话脚本。
一个男孩写的是和自己最喜欢的职业球员一起购买足球用品，对方提议购买守门员手套和防滑鞋。
我询问了一些细节，并在他遇到造句困难时，帮他填写了一些单词。过程中，我们在角落里聊起了埃及
的鱼餐馆。他和他的朋友们告诉我，埃及的鱼餐馆很棒，但是却和叙利亚的食物不一样。
班上年龄最大的男孩插言解释称，Jersey City（泽西城）的埃及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国家，因为
他们“干了坏事。”他说道，同时搜索出几个准确的单词解释了权力、歧视、逃跑和流放。
我猛地意识到，有一天，这个学生可能会成为一名政治家、律师或任何他想要成为的人物，只要
他学会这门新语言，他将拥有解释个人过往的语言能力，以及规划他个人未来的更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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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行动步骤：
教师反思合作结构：分组和讨论

保持
关于合作分组与讨论，我应该继续哪
些行动？在我采取的行动中，有哪些
已经奏效？

停止
关于合作分组与讨论，我应该停止哪些
行动？哪些行动在我的班级上效果不
佳？需要怎样调整？

尝试
我希望尝试哪些新内容？可以通过哪些课程尝试？为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做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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