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分數報告 | 2018–2019. 

Indianapolis Indiana.
  總結性評估 | 5 年級 . 

 Indianapolis 在 5 年級
加州英語語言能力評估中的結果 

Indianapolis 的總分  1525 屬於 等級  3。
此等級的學生具有發展適度的英語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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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無法報告分數歷史紀錄。如果 Indianapolis 明年參
加考試，此區域將顯示分數歷史記錄。 

口頭語言分數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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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口語圖表顯示了您的分數和水準。 此處的書面語言圖表顯示了您的分數和水準。

1510 |  等級 3和，口語分數為， .

 口頭語言分數综合了 Indianapolis 的聽力和口語考試成績，如下
所示。

起步 中度 良好

針對聽力，您的能力處於高級水準。

針對口語，您的能力處於中級水準。

書面語言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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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語言分數综合了 Indianapolis 的閱讀和寫作考試成績，如下
所示。

起步 中度 良好

針對閱讀，您的能力處於中級水準。

針對寫作，您的能力處於中級水準。

  有關此評估的更多資訊，請瀏覽考試分數網站 https://elpac.startingsmarter.org/。 如果您對孩子的 ELPAC 結果有疑問，請聯絡您的學校瞭解更多資

訊。 -_-;-_-;1525_-_1510_1560 

https://elpac.startingsmarter.org/。如果您對孩子的


 
  

 

 

 

關於 Indianapolis 的
加州英語語言能力評估 (ELPAC) 分數報告的家長 /監護人指南

學生編號：  9999988005
年級：  5

出生日期： 08/05/2009
考試日期：  March 06, 2019

致以下學生的家長  /監護人：
INDIANAPOLIS INDIANA
1234 MAIN STREET UNIT 1234 
YOUR CITY, CA 12345

報告顯示了  Indianapolis 在加州英語語言
能力評估  (ELPAC)測試中取得的成
績。ELPAC 提供您孩子的英語語言能力年度
進度信息。

以下信息可以幫助您瞭解  ELPAC，也可用作  
您幫助孩子持續發展英語語言能力的建議。  

學校：  California Elementary School 
LEA: California Unified 

CDS： 99999919999991 

什麼是 ELPAC？

年度加州英語語言能力評估（  ELPAC）衝量學生在達到加州英語語言發展標準（  ELD標準）方面的準度，該標準描述了學生在學校取得成功所需的英語語言技能。

年度  ELPAC： 

• 每年春季己被確定為英語學習者的學生參加測試  

• 測試包括聽力，口語，閲讀和寫作

您孩子的  ELPAC 結果：  

• 是衡量英語能力的一種方式，應與其他可用資訊一同考量  ─ 例如課堂考試、作業和分數 

• 可用於幫助您與您孩子的教師討論您孩子在英語語言發展方面的進度 

• 可用於確定學生是否有能力接受英語授課（  RFEP）  

ELPAC 等級 各個等級的學生通常具備什麼樣的技能

4
等級 等級的學生具有 良好的英語技能。  

• 他們通常可以使用英語在學校學習新事物並在社交場合進行互動。 

• 他們偶爾可能需要英語使用方面的幫助。

3
等級 等級的學生具有 一般的英語技能。  

• 他們有時可以使用英語在學校學習新事物並在社交場合進行互動。 

• 他們可能需要英語使用方面的幫助，以便在不太熟悉的學校話題上和不太熟悉的社交場合中進行交流。.  

2
等級 等級的學生具有 一點英語技能。  

• 他們通常需要英語使用方面的幫助，以便在學校學習新事物並在社交場合進行互動 

• 他們可以使用英語進行簡單的交流。

1
等級 等級學生的英語處於 起步階段。  

• 他們通常需要英語使用方面的大量幫助，以便在學校學習新事物並在社交場合進行互動。 

• 他們可能只知道一些英語單詞和短語。

上表中顯示的四個  ELPAC 等級描述了各個等級的學生通常具備什麼樣的英語技能。下表顯示了這四個  ELPAC 等級如何與  ELD 標準中描述的三個語言能力等級相關
聯。  

ELPAC 等級 等級  1 等級  2 等級  3 等級  4 

ELD 標準能力等級 成  - 需要大量的語言支持 擴展  - 需要適度的語言支持 過渡  - 需要少量的語言支持

我該如何幫助我的孩子？  

• 定期給您的孩子朗讀，或讓您的孩子為您朗讀。 

• 使用圖片讓您的孩子告訴您他或她在圖片中看到了什麼，或圖片中發生了什麼。 

• 為您的孩子提供在校外使用語言的機會。 

• 與您孩子的教師討論您孩子的聽力，口語，閲讀和寫作技巧，以幫助支持孩子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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