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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 1 

欢迎参加资优鉴定过程家长指南研讨会。本次网络研讨会旨在让您了解威廉王子郡学校的资优鉴定过程。

看完本次介绍后，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补充资料，请与本校资优资源教师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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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一些背景信息开始。资优生的定义因州而异，甚至在同一州的不同地区也有所不同。在威廉王

子郡的学校里，我们根据弗吉尼亚的规定对资优生进行了定义：在下述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学术领域中，

表现出高水平的成绩或表现出比同龄人更大的学术潜力的学生： 

• 语言（幼儿园至 12 年级） 
• 数学（幼儿园至 12 年级） 
• 历史及社会科学（6 至 12 年级） 
• 科学（6 至 12 年级） 

超常的学术实力可能表明需要丰富或快速的课程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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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CS 资优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沟通、协作和概念思维等方面的高级

技能，以鼓励和帮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资优资源教师使用与标准相联系的高级课程作为传授技能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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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资优教育计划？  

我们为在普通教育课堂上无法完全满足学习需求的学生提供抽拔式资源服务。分钟数和频率因学生的年

级而异。 

这是对已通过鉴定的学生提供的适当教育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计划受弗吉尼亚资优生教育服务规定的约束。 

该项目被称为 START（幼儿园到 3 年级）和 SIGNET（4 到 12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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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过程全年都在进行。学生可在学年的任何时间得到推荐。 

有多种推荐来源，例如专业人员、家长、自我和资优资源教师基于通用筛选方法和其他数据收集的推荐。 

在 PWCS 中，我们使用多标准方法来完成鉴定过程。我们考虑学生的能力倾向测试（如 K-BIT、
CogAT 和/或 Naglieri）。我们查看学生的学习记录，包括：成绩、水平和 SOL 数据。家长和专业人

员提交报告。还收集和提交学生的作业或作品集、学生的反应、自发项目、以及以规范为参考的成绩测

试数据。 

没有哪个标准（例如仅一个考试成绩）可以自动鉴定一名学生，也不是单个证据就可以阻止学生参加资

优教育项目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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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概述资优鉴定的过程。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我们将详细介绍该过程的每一步。 

首先，由家长、专业人员、自我或资优资源教师根据通用筛选方法或其他数据收集进行推荐。通用筛选

方法是对特定年级的所有学生进行的评估。将学生添加到筛选池中，以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可能的资优鉴

定。在 2019 - 2020 学年，普遍筛查将在 2 年级、3 年级、6 年级和 9 年级进行。 

然后必须获得进行评估的许可。在家长/监护人同意前，不会收集任何证据。 

获得许可后，就开始收集证据。收集项目包括： 

• 能力倾向测验结果 
• 学业成绩 
• 家长和专业人员报告 
• 学生作业成果，学生回应，自发项目，以及以规范为参考的成绩测试数据。 

收集完证据后，当地个人资料发展委员会将在您孩子的学校召开会议。该委员会包括一名行政人员、学

校辅导员、至少一名课堂教师和资优教师。该委员会可以包括所需专家，例如 ESOL（其他语言使用者

的英语）或特殊教育。委员会开会审查和评估证据。个人资料发展委员会会议并不作出资格决定。 

最后一步是鉴定和安置委员会，其在部门级开会。在此，来自其他相似学校的行政人员、学校辅导员、

课堂教师和资优资源教师将审查所收集的您孩子的证据。该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包括专家。他们开会审

查证据，并就孩子是否具有资优资格以及是否接受安置服务作出决定。在这些会议之后，您孩子的资优

资源教师会把书面决定通知书寄到您家里。 

请注意，文件的任何部分都可以在鉴定过程完成后由家长进行检查。家长/监护人许可资格决定的时间

框为 90 个教学日。 

这一过程贯穿整个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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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分别介绍资优鉴定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案例开始之前，要填写一张推荐表。此表格由启动资优鉴定过程的人填写。可以是专业人员、父母/
监护人、学生自己，或资优资源教师。您也可以在资优教育网站 www.pwcs.edu..获取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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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启动后，家长将收到评估许可表格。资优资源教师在收到推荐后，就会把表格寄到您家里。该表格

必须由家长/监护人填写及签署，方可进行测试或评估。这是绿色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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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看看家长报告。随同评估许可表格寄回家的还有一份纸质报告本。这份报告与我们接下来要

看的“在家里寻找”相匹配。这让家长/监护人有机会以非学术的方式突显孩子的长处。此外，

www.pwcs.edu 网站的资优教育网页上亦备有电子版本。此表格有西班牙语、乌尔都语、阿拉伯语、

越南语和韩语的翻译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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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wcs.edu/
http://www.pwcs.edu/


 

在这张幻灯片上，您将看到“在家里寻找”的一些内容。在您听到每句话时，想想您的孩子： 

• 好奇、充满疑问的心态、敏锐的观察者 
• 丰富的想象力 
• 很强的学习能力 
• 世故的幽默感 
• 过人的记忆力 
• 对人类问题、公平、公正敏感 
• 很强的沟通能力 
• 乐于学习或发展技能 
• Els（英语学习者）- 快速学习第二语言 
• 强烈的兴趣 
• 喜欢用数字和谜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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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更深入地看看家长报告中给出的一些提示。这些说明是要您清楚打印或输入您的回答。在

家长报告的第一部分（换句话说，在首页）中，对于每个提示，您要选中您认为适合您孩子的框。选项

为：未观察到、有时、频繁，或总是。然后，您可以添加任何叙述，以支持您的标记。如果您感觉一个

特征没有被发现，则无需叙述。 

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提示是：我的孩子很好奇；有充满疑问的心态；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想想是什么让

您的孩子与众不同。想想那些在课堂环境中并不常见的例子和特征。选中适合的框，并尝试给出例子。

尽可能具体。 

举个例子，我可以标记我的孩子经常表现出这些特征。以下是我对 1 年级男生的叙述：询问建筑工地

及建造新建筑的过程；将真实的建筑工地和车辆与他在家里看到的书籍和展示联系起来；注意房子之间

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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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报告上的另一个提示是：我的孩子想象力丰富。再一次，我要选中适合的框：未观察到、有时、频

繁，或总是。想想具体的例子；想象可以包括口头语言、书面文字、视觉、听觉、技术等。让我们来看

看这两个选项。对于 4 年级女孩，我可能一直标记并给出如下叙述：她在日记里写精心编排的剧本和

故事；在她的笔记本上创作了精美的插图；用编码创造自己的“世界”；将不同的歌曲和旋律拼凑成新歌。

作为第二个示例，如果我感觉我 7 年级的孩子没有表现出此提示的特征，则可以将其标记为“未观察

到”，并且不需要其他叙述。这不会对您的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因为并非所有孩子都能看到富有天赋的

所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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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报告上的另一个提示写到：我的孩子有一种微妙或世故的幽默感。再一次，我要选中适合的框：未

观察到、有时、频繁，或总是。当您的孩子运用超越他/她年龄段的幽默时，您可以给出广泛的观察或

一个笑话或时间的具体例子。 

对于 6 年级女孩，我可能会一直标记并给出以下叙述：能理解别人的讽刺；能与比她大的孩子和成年

人来回开玩笑；讲一些同龄孩子听不懂的笑话；能发现各种情状中的讽刺意味。 



 

或对于一个 10 年级的男孩，我可能会标记“经常”，并叙述：他经常写歌进行模仿，以适应政治或世界

新闻形势；了解日常情况中的讽刺，并将其与其他讽刺相联系；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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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报告上的这个提示写到：我的孩子对关于人类的问题很敏感；关心公平和正义。再一次，我要选中

适合的框：未观察到、有时、频繁，或总是。尽量列出具体的情况、问题或例子；可以是全球性的问题，

也可以是家庭或朋友之间的问题。对于一个幼儿园的男孩，我可能会经常检查和描述：他想寄钱或额外

的食物来帮助最近受飓风影响的人们；当他看到需要赞助的狗的广告时，会变得悲伤；当他在附近玩耍

时，他关心的是每个人得到公平的待遇或公平的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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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报告的后面还有一些关于您孩子的一般性问题。 

1.  您的孩子如何度过课外时间？  他/她有哪些兴趣？  考虑一些事情，比如课外活动、兴趣爱好、

当您的孩子做主的时候，他/她会选择做什么、家庭兴趣爱好、收藏品，或者游戏。 
2. 阐述您认为您的孩子在学习中的最大长处和挑战。在这里尽量突出这两点。长处/短处可以是一

个主题领域，也可以是一种与学习相关的行为。尽量具体到您能做到的程度。 
3. 列举您的孩子在作业之外独立阅读的书籍（小说和/非小说）。试着列出特定的书名。尝试说明

选择书籍的起因关联之处（例如，从孩子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电影或电视节目，或生活经验引

起）。您的孩子是热心的读者还是不情愿的读者？ 
4. 您的孩子如何在课外运用数学概念和原理？  这里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加法和减法。想想您和您孩

子玩的游戏、做饭、家庭情况、游戏时间等等。考虑模式、测量和分数。 
5. 描述您希望委员会予以考虑的影响到您孩子的任何特殊情况（即，医疗或健康相关问题、频繁搬

迁，语言障碍，或特殊需求）。考虑一下您孩子到目前为止的生活中可能对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影响的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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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简要地看一下专业人员报告。我们包括了初级和中级专业人员报告封面的截图。这些是由教师填

写的。记录当前的等级和水平。学生将根据各种描述词被评分。专业人员报告中的描述词集中在一般和

特定学科领域的资优特征上。学生可以被评为一致、超过或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教师可以在提供的

任何评分中添加叙述性内容。我们还有一个 ESOL 专业人员报告，是为任何参加 ESOL 计划的学生填写

的。与孩子密切合作的任何专业人士，例如特殊教育或语音老师，也可以填写专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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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完证据后，您孩子的文件夹将由个人资料发展委员会与鉴定和安置委员会进行审查。 

个人资料发展委员会(PDC)在您孩子的学校里开会。该委员会由资优资源教师、课堂教师、行政人员和

学校顾问（根据需要还有其他专家）组成。在这段时间里，每个文件夹都要根据年龄、经验和环境相似

的学生进行比较，然后进行检查和讨论。每一项证据都经过审查，了解您孩子的专业人员会对您的孩子

发表看法。 

然后，每个文件夹从 PDC 移动到鉴定和安置委员会(IDP)。这是部门级委员会会议。每个审核小组由

行政人员、资优教师、学校辅导员和课堂教师组成。ESOL 和其他专家将根据需要加入。每个孩子的文



 

件夹都由来自不同学校的各种专业人员进行检查。所有的标准都被同等对待。对于会议作出的决定，家

长们会收到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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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优鉴定过程有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家长都将收到决定的书面通知。家长可与资优教师

联络，以阅览学生档案。家长可以在鉴定和安置委员会作出决定后（90 天内）提出申诉。 

让我们查看一下选项。每一个都将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进一步解释。 

选项 1：您的孩子可能符合一种或多种特定的学习能力倾向的资优教育服务资格。这将取决于您孩子需

要什么方面的资优服务。可能是语言(K-12)、数学(K-12)、社会研究或科学(6-12 年级)或学科领域的组

合。根据该决定，对您孩子的安置将使其有资格获得直接服务。他或她将被提供教育选项，以支持长处。 

选项 2：对于幼儿园到 2 年级的学生，可能确定您的孩子目前没有资格接受资优教育服务。但是，我们

推荐他/她参加我们的早期天资发展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资优资源教师和您孩子的课堂教师将建立并

合作开发一个作品集。由资优资源教师维护这个作品集。在 3 年级末之前，您的孩子将返回给 PDC 和 
IDP 委员会接受重新评估。 

选项 3：可能确定您孩子的文件夹需要进一步检验。由于需要更多的证据，所以没有作出决定。一旦收

集到更多的证据，该文件夹将被返回委员会进行审查。 

选项 4：可能会发现您孩子在目前没有资格获得资优服务。这意味着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安置直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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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孩子是否有资格获得直接服务的更多详情。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可以在语言艺术(LA)、数学，

或者 LA 和数学两个领域考量学生的资格。 

从六年级开始，也可能发现学生有资格参加社会研究和/或科学课程。 

家长/监护人将收到资优教师随通知书一同寄来的黄色服务许可表格。 

资优资源教师将在合格时交流关于项目细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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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讨论一下您孩子被推荐参加我们的早期天资发展(ETD)项目的决定。这是针对幼儿园到 2 年级的

学生。课堂教师和资优资源教师将合作提供丰富和扩展的活动，以培养您的孩子的天资和长处。 

资优资源教师每个季度至少会检查您的孩子两次。 

资优资源教师将保存一份每季的作品集证据。根据收集到的证据，您的孩子在三年级时将被重新评估是

否可以参加资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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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孩子可能会被监视。这适用于委员会认为在作出决定之前没有足够的资料或需要某一类别的另一项

证据的任何情况。这可以是额外的写作样例、进一步的测试、SOL 分数、等级、额外的专业人员输入，

等等。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数据，将寄送一份新的家长许可表到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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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确定您的孩子没有资格获得直接的资优服务。这意味着目前的证据不支持合格。您可以联系您的

资优资源教师，以审查所收集的您孩子的证据。您可以选择在 90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以便分享您认

为在鉴定过程中可能被忽视的任何额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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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资优鉴定过程和可能结果的介绍到此结束。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本校资优资源教师联络。更多的

信息参见 www.pwcs.edu 学术和计划以及资优教育计划部分。 

 
谢谢您抽空参与。 

http://www.pwcs.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