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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指導原則
聯邦 《每位學生都成功法案》（ESSA）（2015 年）規定對所有孩童的教育的強
法律 力的問責制，以及針對英語能力有限的學生的具體規定，特別是根據該法案
的第一和第三節。不讓任何孩子落後 (NCLB) 還提供資金給各州和地方學校
和大學，以實現該法案的意圖。
https://www2.ed.gov/policy/elsec/leg/essa/index.html
1974 年的《平等教育機會法案》要求學校“採取適當的步驟”，以確保 Lau
意見所規定的平等機會。
http://www.law.cornell.edu/topics/education.html
1964 年《民權法案》第六節禁止基於國籍和其他公民權利的歧視。
https://www.law.cornell.edu/wex/title_vii#:~:text=A%20federal%20la
w%20(Title%20VII,national%20origin%2C%20and%20genetic%20infor
mation.
最高法院
判決

Castañeda v. Pickard (1981) 案例先例要求學校使用三管齊下的方法來確
保他們遵循上述法律的精神：以健全的教育理論為基礎的實踐；有效實施適
當的計劃；確保該計劃正在通過評估和隨後的計劃修改來符合此要求。
https://web.stanford.edu/~hakuta/www/LAU/IAPolicy/IA1bCastane
daFullText.htm
Plyler v. Doe (1982) 認為所有公立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得到適當的服務，包
括任何可能沒有被記錄為合法移民的學生。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457_020
2_ZO.html
Lau v. Nichols (1974) 認為，為英語能力有限的學生提供與英語佔優勢的
學生相同的課程、教學和材料，實際上並不公平。
http://www.law.cornell.edu/supct/html/historics/USSC_CR_0414_056
3_ZS.html

第三節 學區必須：
要求

2021-2022

•

及時、有效和可靠地辨識英語學習者學生

•

提供所有英語學習者學生有教育意義的語言幫助計劃

•

提供合格職員和足夠資源以指導英語學習者學生

•

確保英語學習者學生能夠公平地參與學校課程、活動和服務

•

避免將英語學習者學生與其他學生不必要的隔開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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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督英語學習者學生在學習英語和完成年級課堂作業方面的進展

•

彌補英語學習者學生在語言協助計劃出現的任何學業不足

•

讓英語熟練的英語學習者學生離開語言協助計劃，並監督他們以確保
他們不會過早離開

•

評估英語學習者計劃的有效性。

州 將該州要求的評估和問責計劃包括特殊人群程序。
法規 703 KAR 005:070
高中畢業的最低要求。
704 KAR 003:305
學區政策 08.13452 課程和教學：英語為第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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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語學習者註冊、辨識和安置
1. 在初次註冊時，學校每個學生（無論是否為潛在的英語學習者）的家長
/監護人都將被要求完成家庭語言調查。必要時，應向家長/監護人提供
筆譯和口譯服務，以溝通入學程序。
2. 根據 ESSA 聯邦定義第三節，主要語言或母語不是英語的學生應接受初
步的英語學習者能力評估，以確定他們是否是英語學習者。英語語言能
力評估將評估聽、說、讀和寫。
等級

能力評估

評估管理員

熟練度分數

幼兒園

WIDA 幼兒園評估

英語老師

所有幼兒園學生都
有資格獲得英語學
習者服務

1-5 年級

WIDA 線上評估

英語老師

綜合 4.5

6-12 年級

WIDA 線上評估

學區

綜合 4.5

必須在第一天註冊後 30 個日曆天內或在學年期間就讀後 14 個日曆天
內確定英語學習者。
（請注意：WIDA 幼兒園評估將在肯塔基州一般幼兒園早期評估，即是
布里根斯 Brigance 早期孩童幼兒園評估 III 之前進行。WIDA 評估結果
用於決定是否需口譯員協助布里根斯 Brigance 的資格。）
3. 針對英語學習者的個人計劃服務計劃的評估、安置和設計應符合相應的
州和聯邦教育要求。
4. 教學和相關服務的設計應滿足學生的英語語言和學術需求，同時支持參
與一般教育課程和克服升學或高中畢業的語言障礙。應為被認定為英語
學習者的學生提供參與學校英語語言教學計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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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劃說明
計劃

1. 學生被認定為英語學習者 (EL) 後，如果學生在開學第一天就讀，則

服務計劃

課程服務計劃 (PSP)應在 30 個日曆天內完成，或是如果學生註冊在
開學後任何一天，PSP 則應在 14 個日曆天內完成。

制定

2. 英語學習者教師應組織語言評估委員會 (LAC) 會議，邀請所有利益
相關者（包括家庭）決定適當的教學和評估調整，以出現在英語學習
者的課程服務計劃 (PSP)。
3. 在 LAC，委員會成員應審查英語學習者學生的數據並討論適當的有
限英語水平 (LEP) 服務、教學和評估調整。每位英語學習者學生將至
少有：一項 LEP 服務和一項教學或評估調整。
4. 英語學習者教師應將選定的 LEP 服務、教學和評估調整輸入到無限
校園（Infinite Campus）和 ELLevation 的英語學習者單元。
5. 英語學習者教師應從 ELLevationtion 制成並印一份 PSP 副本。
6. 所有出席 LAC 會議的利益相關者應簽名 PSP。
7. 校長人應簽名 PSP。
8. 應提供給所有利益相關者 PSP 副本。
家長通知

9. 根據 ESSA 1112 (e)(3)(A) 要求，學區應發送書面通知給英語學習者
家長，提出如下：
a. 辨識孩子的過程
b. 孩子的英語水平、如何評估該水平、以及孩子的學業成績標準狀態
c. 學區為英語學習者提供的課程
d. 這些計劃將如何滿足孩子的教育優勢和需求
e. 這些計劃將如何專門幫助他們的孩子學習英語並達到適合其年齡的
學業成績標準
f. 計劃的具體離開規定
g. 對於殘障孩童，該計劃如何滿足孩童個人化教育計劃的目標
h. 通知必須是可理解的，並在可行的範圍內，使用家長可以理解的語
言
i.

有關家長權利的資訊，包括以下書面指導：(1) 有權利要求放棄為孩
子提供英語學習者服務 (2) 家長必須有拒絕讓孩子參加此類計劃或
選擇其他計劃或教學方法的選項 ，如果有，由學校提供，並且 (3)
如果提供多項計劃，則協助家長在各種計劃和教學方法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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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通知應按以下方式發送：
a. 對於已經參加或確定參加英語學習者計劃的學生，應在開學第一天
後的 30 個日曆天內通知家長
b. 對於在開學第一天後認定的學生，應在學生被安排參加計劃後的 14
個日曆天內通知家長。
11. 家長應每年收到通知有關其孩子在州英語水平目標的進展和規定的州
評估。
英語學習者的家長/監護人收到通知後，應根據肯塔基州學術標準規定的指
導方針以及國家、州政府和當地英語語言能力和學業成績的標準為英語學習
者提供有效語言教學計劃和課程。

放棄英語學習者
服務

家庭可以選擇放棄英語學習者服務。當家長拒絕參與時，學區有責任確保學
生有平等機會通過 PSP、LEP 服務以及教學和/或評估調整來滿足他或她的
英語語言和學術需求。學生將參加年度 ACCESS 測試，直到達到州離開標
準。

語言教學教育計
劃

為決定哪些英語學習者服務和計劃最適合被認定為英語學習者的學生，LAC
應考慮學生的
a. 英語水平
b. 年級
c. 學歷
d. 雙語課程的語言背景
e. 其他評估數據
LAC 可能考慮的其他以孩童為中心的因素包括：
f. 學生的母語讀寫能力
g. 融入美國社會
h. 在美國學校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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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A 英語語言發展 (ELD) 標準是肯塔基州規定的英語語言能力 (ELP) 標
準。這些標準做為指導英語學習者學生教學的肯塔基學術標準 (KAS) 的伴
同文件。WIDA ELD 標準不會取代 KAS。相反地，這些標準代表學生與同
年齡人、教育工作者和學校課程互動所需的社交、教學和學術語言。
下表簡要概述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提供的英語學習者計劃。每項計劃都要求英
語學習者教師接受過專門培訓以滿足英語學習者的需求（例如，ESL 或雙語
教學認證）。可以連合計劃服務單元以最好滿足英語學習者的獨特需求。
計劃服務選項
ELD：英語語言發展

特性和描述
•

英語語言技能和內容是教學的重點。

•

技術、方法論和專門課程的計劃，旨
在明確教導英語語言，包括接觸內容
教學所需的學術詞彙。

•

由英語學習者認證教師授課，為以英
語教學同年級內容做準備或協助。

SEI：掩蔽式英語教學

•

教學著重於接觸內容所需的學術語
言。

•

用於教學的英語語言根據學生的熟練
程度進行調整，並採用掩蔽式教學策
略。

•

英語學習者是由內容認證教師用英語
教導學術內容。

CBE：基於 ESL 的內容

•

教學著重於學術內容和提高英語水
平。

•

用於教學的英語語言根據學生的熟練
程度進行調整，並根據語言發展需要
修改課程。

•

英語學習者是由在英語學習者和內容
領域的雙重認證教師教導。

SEN：結構化英語浸入式

•

教學著重於接觸內容所需的學術語
言。

•

用於教學的英語語言根據學生的熟練
程度進行調整，並採用掩蔽式教學策
略。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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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習者是由內容認證教師用英語
教導學術內容。英語學習者教師與內
容教師合作，以確定滿足語言需求。

接受英語學習者服務的學生需要維護每位學生的記錄。費耶特郡公立學校維
護 ELLevation 平台的英語學習者記錄和/或累積記錄，包括：
• 家庭語言調查
計劃服務計劃和
• 最初英語語言能力（WIDA 幼兒園評估/WIDA 線上評估）
所需的學生記錄
• 包含 ESSA 1112(e)(3)(A) 規定資訊的家長通知
• 學業成績水平（例如成績單、期中考試）
• 年度 ELP 評估結果（ACCESS for ELLs 2.0）
• 計劃服務計劃，包括 703 KAR 5:070 要求的以下基本要素：
- 決定學生的英語學習者狀態而進行的英語語言能力 (ELP) 評估
的名稱和日期
- 實施在教學和/或評估的具體調整
- 審查文件並做出決定的 LAC/PSP 委員會成員名單
- 適當學校校長的簽名，做為對所述調整的批准指示。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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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義的使用
必須為英語學習者學生提供有意義的使用所有課程和課外活動的機會。有意

第四章

義的使用包括但不限於：
• 適合年級的課程，以便達到升級和畢業要求
• 參與所有計劃的平等機會，包括學齡前班、全日制幼兒園、磁鐵、
資優、職業和技術教育、藝術和體育課程、大學先修課程 (AP)、國
際文憑 (IB) 課程、社團和榮譽社團。
英語學習者學生不得根據國籍或英語學習者身份進行隔離。儘管英語學習者
課程服務選項可能要求英語學習者學生在一天的有限時間內接受單獨的指

避免不必要的隔

導，但所選課程必須以與達到課程教育目標一致的最少隔離方式進行。

離 必須提供殘障英語學習者學生根據聯邦法律他們有權獲得的語言幫助和與殘
障相關的服務。
評估英語學習者
學生的特殊教育

•
•

和提供雙重服務
•

必須及時找到、辨識和評估可能有殘障的英語學習者學生以獲得特殊
教育和與殘障相關的服務。
為避免因英語能力有限而將英語學習者學生不適當地認定為殘障學
生，應根據學生的需求和語言技能，以適當的語言對英語學習者學生
進行評估。
制定個人化教育計劃 (IEP) 的團隊必須包括了解學生語言需求的參與
者，以便提供滿足英語學習者學生語言相關需求的服務。

專業學習
第五章
合格教師

英語學習者學生接受英語學習者教師的語言指導和一般教育課程，這些教師
獲得認證和/或認可教導英語能力有限的學生。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的英語學習者人員配置標準操作程序應根據英語學習者
學生的入學率和複雜性來決定年度人員配置。學生入學數據應於每年 2 月 1

個案量 日從無限校園（Infinite Campus）提取，以預測下一學年的入學人數。
認證的一般教育教師應接受年度培訓和實施調整的協助，以提供英語學習者
一般教育教師培

公平上一般教育課程。英語學習者教師或學區職員應提供專業的學習經驗。

訓英語學習者協
助 英語學習者教學專家應為英語學習者和一般教育教師提供專業學習和持續支
持。教學專家應參與肯塔基州教育部提供的 WIDA 專業學習機會。
學區教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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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語語言能力評估
未達到英語語言能力的英語學習者應在全州測試時以有效、可靠的方式進行
評估，並提供適當的調整，以產生有關學生在學術內容領域的知識和能力的
準確數據。
肯塔基州使用 WIDA 評估是根據 HLS 來決定被認定為潛在英語學習者學生

英語語言能力評 的英語語言能力 (ELP)。幼兒園學生使用 WIDA 幼兒園評估進行測試，1-12
估 年級的學生使用 WIDA 線上評估進行測試。

ESSA 1111 (2) (G) 要求學區每年評估所有英語學習者學生的 ELP。在肯塔
年度 基州，年度測試期間所有英語學習者都考幼兒園 ACCESS for ELLs 和
評估 ACCESS for ELLs 2.0 （1-12 年級）。ACCESS 在四個方面評估學生的語
言：聽、說、讀和寫。
任何有英語學習者身份的學生都必須參加 ACCESS 考試。英語學習者學生
將參加年度 ACCESS 測試，直到達到州離開標準。
替代 ACCESS 是一項紙上測試，針對 1-12 年級有嚴重認知障礙的英語學習
者進行單獨管理。每位學生的 IEP 團隊決定學生應參加哪種評估，每位學生
的 IEP 或 504 團隊決定是否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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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離開英語學習者

離開標準和程序

計劃 計劃指南應包括評估過程，包含客觀離開標準，以表示當學生：
a. 已經達到使用英語說、聽、讀和寫所需的熟練程度
b. 可以進入並成功參與不是為英語學習者設的教室
c. 可以期待高中畢業
在肯塔基州為了離開英語學習者計劃，學生必須在幼兒園 ACCESS for ELLs
得到 4.5 或更高的總體綜合能力水平或 1-12 年級在 ACCESS for ELLs 2.0
B/C 級得到 4.5 或更高的總體綜合能力水平。參加替代 ACCESS for ELLs
的學生必須得到 P2 或更高的總體綜合成績才能離開英語學習者狀態。計劃
離開日期將是學生離開服務的那學年的 6 月 30 日。
如果學生從非 WIDA 州轉入費耶特郡公立學校，並且在該州處於監督和/或
離開狀態，則該監督和/或離開狀態將被接受，並且學生將繼續接受監督和/
或離開狀態。

第八章
監督程序
被重新認定為完全英語熟練 (RFEP) 的英語學習者學生的學業進度將受到四
年監督。內容教師應每兩年在 ELLevation 記錄有關 RFEP 學生表現的資
料。
以下資訊可以考慮：
• 記錄從進入美國英語學校到離開英語學習者計劃的時間長度
• 標準成績測試的表現
• 內容領域課程的成績
• 平均分數
• 家長觀察和/或意見
• 教師觀察
• 符合升級和畢業要求
• 畢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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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監督顯示學生在學習表現和/或英語語言技能有困難，則必須提供學生
額外的協助。如果離開的英語學習者學生在獲得這些額外協助後仍未取得進
步，則可能會使用有效、可靠且適合年級的評估（例如 WIDA 模式）對該
學生進行重新評估，以決定是否應向該學生提供額外的英語學習者課程服
務。如果學生重新進入英語學習者計劃，學區應記錄原因並取得學生家長/
監護人的同意。

第九章

ESSA 3121(a)(5) 要求報告學生不再接受英語學習者計劃服務後四年符合
KAS 的英語學習者的數目和百分比。數據必須包括閱讀/寫作、數學和科學

英語學習者計劃 內容評估的結果，並將有殘障的英語學習者分開。數據還按離開日期後的年
目標 份（例如，RFEP 第一年、第二年）分開，以確保彌補因參與語言援助計劃
而導致的學業不足。

正在進行的計劃評估
計劃評估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應提供英語語言計劃，以幫助英語學習者達到英語熟練程
度，在英語方面取得高水平的學術成就，並在該學區所有學生應達到的具有
挑戰性的州學術標準達到相同的高標準。
應定期評估英語學習者的教學計劃，以決定是否在消除語言障礙方面取得進
展，並指出需要的教學更改。
學區英語學習者計劃聯絡員、英語學習者教學專家以及英語學習者部門主任
應監督學生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包括教學和課外活動。
每年將使用以下數據：
• 肯塔基總結評估和 MAP (K-8) 測試的分數
• WIDA ACCESS 2.0 for ELLs 的分數
• 內容課程的成績
• 重新分類和離開率
• 9-12 年級的畢業率和輟學率
• 高階課程（榮譽、大學預修 (AP)、國際文憑 (IB)）的參與率以及資
優服務的參與率。
• 學齡前班、磁鐵和特殊計劃的就讀率
• 特殊教育服務的就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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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短暫性和出席率
參加課外活動
停學率
大學和職業準備
專業學習記錄
學生與英語學習者教師的職員分配比例

藉著比較目前英語學習者、前英語學習者和一直不是英語學習者的表現，數

第十章

據將用於持續改進學區的英語學習者計劃。評估應包括對以下方面的分析：
• 英語學習者計劃實施
- 不必要的隔離
- 當表現數據顯示英語學習者在合理的時間內沒有達到熟練程度
時，則修改計劃
- 沒有參與標準基準的適合年級的教學的英語學習者
• 人員分配和專業學習
- 演練工具
- 專業學習的有效性
• 學生表現（英語語言取得）
- 學生英語語言水平
- 在合理的時間內達到語言水平
• 學生表現（學術內容）
- 有相當取得達到大學和職業準備的機會
- 掌握年級內容
- 內容領域的縱向表現
- 畢業率、輟學率和保留率

與家長/監護人的有意義的溝通
多語言家庭有權以他們能理解的語言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以提供與講英語的
家庭溝通有關的任何計劃、服務或活動的資訊的合適通知。這些溝通包括但
不限於以下資訊：
• 語言援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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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
IEP 會議
申訴程序
非歧視通知
學生紀律政策和程序
註冊和入學
成績報告
請求家長允許學生參加學區或學校活動
家長老師座談會
家長手冊
天才和才華、磁鐵和特殊計劃

費耶特郡公立學校的口譯和筆譯服務部門提供母語口譯和筆譯為多語言家庭
提供公平的機會。口譯和筆譯服務包括：
• 現場口譯
• 虛擬遠程口譯 (VRI)
• 電話口譯
• 文件翻譯
學校的指定人員使用數位請求系統得到口譯和筆譯服務。分配由口譯和筆譯
服務部聯絡員決定。
ESSA 1112(e)(3)(A-B) 要求每個學區提供家庭通知其學生被辨識為英語學
習者並安排在語言教學教育計劃 (LIEP) 。必須在開學第一天後 30 天內或在
開學第一天後註冊的學生辨識後 14 天內提供家庭通知。
ESSA 1112(e)(3)(c) 要求學區對多語言家庭實施有效的擴大服務範圍方
法，告知他們如何：
• 參與學生的教育
• 積極參與幫助他們的學生
- 達到英語水平
- 在全面的教育達到高水平
- 達到對所有學生期望的具有挑戰性的肯塔基學術標準。
擴大服務範圍應包括發送通知和舉行定期會議以回應家庭的建議。
ESSA 1112(c) 要求根據 ESSA 1112(e)採用可理解和統一的格式，並以家庭
可以理解的語言提供家庭通知和資訊。提供與核心教學和英語學習者計劃相
關的翻譯和口譯服務是聯邦民權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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