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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 EL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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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ra Barker 
教育服务助理总监 
Markus Puhvel 

ELD及⻄班牙語教师，Redwood 中学 
Laurie Brandt 

ELD教师、阅读专员，Saratoga ⼩学 
Sherri Wiesner 

ELD教師/阅读教师，Foothill ⼩学 
Megan Queen 

ELD教師/阅读教师，Argonaut ⼩学 

⼩学ELD助理 

Foothill ⼩学 Angie Wong、Argonaut ⼩学 Gloria Fontanilla、 
Saratoga ⼩学 Yianna Spirakis 

Maggie Chen 
中⽂翻译员 

Kerri Spirakis  
学区办公室英语语⾔⽀援

译注: ELD 为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简称，意为英语语⾔发展



议程
介绍 

DELAC 是什么？ 

ELPAC: 加州的英语语⾔能⼒评估 

英语学习⽣最新信息 

重新分类标准/流程 

英语学习⽣课程和服务 

地⽅控管与问责计划 (LCAP) 

家⻓反馈和建议 

2022-2023 学年 DELAC 会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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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AC 是什么？

要求: 

加州公立学区拥有 51 名以上英语学习⽣的，必须组成⼀个学区英
语学习⽣咨询委员会 (District English Learner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 DELAC)  

责任: 
委员会将针对英语学习⽣的课程和服务向董事会提供建议， 包括: 

• 全学区英语学习⽣的需要 
• 学区课程、总⽬标、与阶段性⽬标 
• 学区重新分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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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英语语⾔能⼒评估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for California 

ELPAC

ELPAC 是针对所有可能正在学习英语的学⽣的

测验：  

• 初始 ELPAC – 决定学⽣是否为英语学习⽣、

与是否在学校需要⽀援服务的第⼀次测验 

• 总结 ELPAC – 在春季对所有英语学习⽣施⾏

以监测他们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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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鉴定流程

家庭语⾔调查 

语⾔测验 (初始 ELPAC 测验) 

分数决定学⽣的语⾔能⼒： 

 英语学习⽣ (简称 EL) 或初步流利英语 (简称 IFEP) 

英语学习⽣在学校得到 ELD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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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ELPAC 测验

所有正在学习两种或两种以上语⾔的新⽣都经过

测验，以决定他们是否为英语学习⽣。 

• 这个秋季 SUSD 有68位新⽣经过测验。 

• 结果已送到州中⼼并且已经完成计算； 

家⻓已收到⼀封通知结果的信。 

• 每⼀位新⽣在注册时都将接受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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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PAC 分数报告包括:



SUSD 英语学习⽣课程⽬标

•⽬标⼀: 尽快学习英语 

•⽬标⼆: 达到与所有学⽣相同的学业标准

9



ELD 授课：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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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 ELD 
通过语⾔帮助学习内容

指定式 ELD 
学习英语

教师 在课堂上有英语学习⽣的教师；ELD教师和受监督的教学助理

内容 重点为加州共同核⼼ (CA Common 
Core) 或其他内容标准 
ELD 标准与之串联使⽤，着重语⾔教学

重点是加州 ELD 标准 
针对英语学习⽣以英语学习内容所需，
培养关键语⾔

时间 上学⽇所有课堂时间、跨学科 正常上学⽇中受保护的分配时段

地点 所有有英语学习⽣的教室 所有有英语学习⽣的⼩学教室



SUSD TK 和 K 幼⼉园 ELD 课程

在整个上学⽇的课室中： 

• 运⽤以下技巧帮助所有学⽣

的英语语⾔技能： 

▪ 故事、歌曲、诗 

▪ ⼩组和全组的指导及讨论 

▪ 所有内容领域的词汇发展 

▪ ⼯作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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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 1 ⾄ 8 年级的 ELD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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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师 ELD 教师和受督导的教学助理

• CLAD/EL 认证* 

• 帮助所有班级的英语学习⽣，以确保

他们在学习核⼼学业内容的同时也继

续增强他们的英语语⾔技能 

• 指定并且整合的 ELD 

• 与 ELD 教师和教学助理协调

• 提供指定的 ELD 以发展学⽣学习英

⽂内容所需的英语语⾔技能 

• 推入式(Push-in)和/或拉出式(Pull-

out) ⽀援 
• 与课堂教师协调

 
Redwood 中学 

还提供学⽣⼀⻔ ELD 课程。

*【译注】 
▪ CLAD: 为 Cross-cultural Language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的简称，即跨⽂化的语⾔和学术发展证书 
▪ EL certification 认证:  English Learner Authorization 教授英语学习⽣许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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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reas of ELD Instruction： ELD主要授课领域: 
1. Grammar ⽂法 
2. Vocabulary 词汇 
3. Sentence Construction 句⼦结构 
4. Written and Oral Reports 书⾯和⼝语报告 
5. Reading Fluency 阅读流利度 
6. iReady  
7. Discussions 讨论 
8. Academic Support 学业⽀援

Redwood 中学的 ELD 课程 RMS ELD教师提供课程帮助以及加深对于英语如何运作的理解



重新分类 (RFEP)
这些标准⽤于决定学⽣是否应予重新分类为英语流利 (Reclassified as Fluent 
English Proficient, 简称RFEP) 以及退出英语学习⽣课程： 

1.  英语语⾔能⼒评估，使⽤加州英语语⾔发展考试 (总结 ELPAC 

总分等级4)；以及 

2.  教师评估，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学⽣的课程掌握度；以及 

3.  家⻓意⻅与咨询 ；以及 

4.  基本技能的表现相当于同年龄英语熟练学⽣的表现 

达到这些重新分类标准的EL学⽣的教师将和家⻓开会，并提出RFEP⼯作单让
家⻓签名。 

RFEP 学⽣的学业将受到为期四年的监督，以确保他们继续使⽤
英语进⾏课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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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控管与问责计划 
Local Control and Accountability Plan, 简称L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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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 ⾼学业标准 

• 指定的 ELD 教师 
• 暑期学校 
• 读者⼯作坊 (专业
开发与素材) 

• 学区图书馆团队 
• Redwood 中学介
入措施

⽬标 2: 社交、情感与⾝体
的健康 

• 辅导员, CASSY (Counseling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Youth 青少
年咨询与⽀援服务) 

• Project Cornerstone 
  (基⽯项⽬) 
• Toolbox (⼯具箱) 
• ⽹络公⺠课 
• Gaggle Speak-up 
  (群体⼤声说) 
• 暑期学校：

JUMPSTART(辅助启动) 
• 家⻓教育讲座系列

⽬标 3: 沟通 

• 翻译 
• DELAC 
• 家⻓委员会 
• 学区⽹站有翻译 
• PowerSchool 
  (动⼒学校) 
• Canvas (画布)

(译者注：以上括弧内为该专⻔项⽬名称之意译)



家⻓意⻅

• 您对此报告或学区的英语学习⽣课程有

什么疑问？ 

• 您想更了解哪些 SUSD的课程？ 

• 向您传达学区和学校信息的最佳⽅式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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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个学校群组 
• 详细了解课程和活动 
• 给予建议 

学区英语学习⽣咨询委员会 (DELAC) 
• 家⻓、教师、和⾏政⼈员审查我们的英语学习⽣课程 

家⻓咨询委员会 (Parent Advisory Committee) 
• 家⻓和学校⼯作⼈员共同作出校务决策   

家⻓教师协会 (PTA: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 在每所学校⾥的⼀个募款并⽀持学校和课堂活动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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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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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2023 DELAC 会议⽇期

• 10 ⽉ 11 ⽇星期⼆ (3:30--4:30) 于 
Saratoga ⼩学图书馆 

• 1 ⽉ 24 ⽇星期⼆ (3:30–4:30) 于 
Foothill ⼩学图书馆 

• 3 ⽉ 21 ⽇星期⼆ (3:30–4:30)于 
Redwood 中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