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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C要求

要求:

加州公立学区拥有51名以上英语学习者的，必须组成一个学
区级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District-level English Learner
Advisory Committee; DELAC) 

责任:
委员会将针对英语学习者的课程和服务向董事会提供建议，
包括:

• 全区英文学习者的需要
• 学区课程、总目标、阶段性目标
• 学区重新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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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 介绍

2. 课程报告

3. LCAP(本地学校控制责任计划书)审视和建议

4. ELPAC(新的加州英语语言精通度评量)

注：LCAP: Local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Plan
ELPAC: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s for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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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a	Zarea
教育服务助理总监
Shannon	Aviña

ELD英语语言发展及八年级核心教师,	6-8
Laurie	Brandt

ELD英语语言发展教师, 阅读专员,	K-5
Marion	Dickel

ELA	英语语言习得/ELD英语语言发展 TOSA,	教学教练,	K-8
Laurie	Marshall

ELD英语语言发展教师,	ELA英语语言习得教学教练,	K-5
Kwan	Share

课堂ELD英语语言发展助理,	Argonaut	小学
Mariann	Smith

课堂ELD英语语言发展助理,	Foothill	小学
Laura	Torres

课堂ELD英语语言发展助理,	Saratoga小学和Redwood中学
Maggie	Chen

中文译员
Kerri	Spirakis	and	Lisa	Gilligan

学区办公室英语支援
更多信息请电邮联系我们:	elteam@saratogausd.org



英语学习者课程报告
小学 - 由课堂教师，ELD助理和

ELD撤离(pull-out)教师在课堂上提供

支援

新兴学生:

★ 基础读写技能

★ 读者和作家研讨会

★ 导读 (小组或一对一)

★ Raz Kids 线上阅读资源

扩展中/桥接学生:

★ 读者和作家研讨会

★ 导读

★ 积极学习和 Raz Kids线上阅读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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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 在日常的ELD课程中由ELD教师

和ELD助理支援以及在课室中由课堂教

师支援

新兴学生:

★ 以Rosetta Stone语言学习软件练习

★ 发音与语音的觉察

新兴/扩展中/桥接学生:

★ 每日反思日记

★ 经由指导的细读以及在小组中对非

小说文章作出经由指导的或独立的

回应文

★ 口语阅读流利度

★ 探索和应用英语惯用语和与水有关

的希腊语/拉丁语字根



什么是本地学校控制责任计划书 (LCAP)?

• 加州的每个学区都必须聘请家长、教育工作者、员工和社区一起

制定一个计划，描述学区对学生的总体愿景、年度目标以及学区

为实现愿景和目标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 LCAPs 必须:

– 把重点放在八个重点领域

– 显示该学区的预算如何帮助实现目标

– 每年评估一次计划中的策略如何改善了成果

– 重点放在学生上：地方需求的辨识，提供公平的机会

– 征询利益攸关者

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站: www.saratogausd.org

注：LCAP: Local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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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s LCAP 目标
目标1: 高素质的学术

• 所有SUSD学生都拥有高成就和成长

• 符合标准的教学、评估和教师专业学习

目标2: 沟通和参与

• 有效的沟通

• 利益攸关者的意见和家庭参与

目标3: 安全

• 身体的安全

• 社交情感素养

• 学生和利益攸关者的参与

目标4: STEAM与创新

• 个人化学习 - 创新和有能力的学习者

• 21世纪的学习技巧(创造力、协作、沟通和批判性思维)

• 跨学科的 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 Math) 科学、科技、

工程、艺术、数学之整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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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DELAC家长的导引问题

1. 在你的学校或学区有哪些课程和教育策略对英语学习者、

低收入学生、寄养青少年、和所有其他学生的成就影响

最大？

2. 哪些教育课程为家长和社区合作伙伴提供了支持学生学

习的最佳信息？

3. 家长和社区合作伙伴有什么机会参与决策、取得学校课

程，收到学生和学校的信息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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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 家长和员工问卷调查: 

二月1 – 16日(将寄出电

邮)

• 学生问卷调查(四到八

年级学生)

• 社区咨询和建议

(DELAC, PTA, SSC, 
和 学区委员会会议)

注：DELAC: District-level English Learner Advisory Committee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SC: School Site Council



ELPAC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s for California

加州英语语言能力评估

它们是什么?

• 英语能力测验 (初始评估和总结评估) (Initial 
Assessment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 取代加州英語語言發展測試 CELDT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Test) 

• Help teachers provide appropriat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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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AC 测验四个不同领域：听、说、读、写



ELPAC
ELPAC 有两部分: Initial Assessment 初始评估 和

Summative Assessment 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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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评估

● 对象: 学生的主要语
言不是英语而且以前
未考过

● 事由: 确定英语需求
和辨识英语学习者

● 时间: 入学三十天内



EL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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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评估

● 对象: 所有的英语学习者

● 事由: 以测量英语技能

● 时间: 每个春季



EL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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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帮助孩子准备ELPAC？
您是孩子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可以帮助孩子的
一些事情包括：

▪ 每天念英语给孩子听，或是让孩子念英语给您听。

▪ 使用图画，要孩子用英语讲述他们看到的图画或是图
画中发生的事情。

▪ 跟孩子的教师谈论哪些学习英语的领域(听、说、读、
写)需要特别帮助。

学区网站教育服务标签页有许多资源解释教室课程大纲和课业辅助。



如何跟您的孩子解释EL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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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一点的解释:



家长参与
加入一个学校小组

• 详细了解课程和活动
• 给予建议

學区级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DELAC)
• 家长、教师和行政人员审查我们的英语学习者的课程

校务决策委员会(SSC)
• 家长和学校工作人员作出校务决策

家长-教师协会(PTA)
• 在每所学校里的一个募款并且支持学校和课堂活动的小组

在您孩子的学校或教室里做义工!!

注：DELAC: District-level English Learner Advisory Committee
SSC: School Site Council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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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DELAC 会议日期
在本学年度余下的时间

所有星期一的会议都在学区办公室的大会议室举行。

三月19日星期一, 3:30-4:30
四月23日星期一, 3:30-4:30

五月21日星期一, 3:30-4:30 或者

五月22日星期二, 8:30-9:30 (Argonaut School Library)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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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elteam@saratogaus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