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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和文化多元化的学生及家庭与其他学生及照顾者享有同样的权利，以及重要的额外权利和保障。

这些语言使用权利支持主要不能很好地读、说、写或理解英语的个人。以下是接受英语语言教学的学生

（法律规定为英语学习者或简称为 EL）以及首选语言不是英语的父母或监护人（法律规定为“有限英
语水平”或“LEP”）的权利概述。 

    

入学的权利 

• 所有学生都有权进入公立学校，包括特许学校和磁铁学校，而无论其移民状态或首选语言1。   
• 学校不能向家庭或学生询问其移民状态。家庭不一定要提供移民文件或社会安全号码2。   
• 在新学区为孩子注册的家庭可决定退出与当地、州或联邦机构共享“目录信息”，包括学生的姓
名、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和地点，除非家长或照顾者同意。学校必须向家庭提供这一选

择，且家长应在为学生注册学校之后应尽快选择退出3。 
• 家庭需要为入读学校准备四份文件 — 年龄证明、居住证明、免疫证明，以及一份关于学生纪律
记录的“Act 26 宣誓书”。在收到此类文件之后，学校必须在五个工作日内为学生办理入学4。

若您在为孩子办理入学时遇到问题，请在入学投诉流程页面查看情况说明书。  
• 若孩子目前为无家可归或寄养的状态，则学校必须立即让他们入学，即便他们没有如上所述的四
份文件5。 

• 照顾者或学生需完成一份家庭语言调查，以确定他们的语言需求6。调查将询问学生在家中所使

用的语言。  
• EL 学生有权在州评估中享有考试预留。   

特殊考虑事项  

虚拟学习：如果一所学校在学年的任何阶段提供虚拟学习，则家庭可就互联网接入或如何使用

电脑向学校寻求帮助。学校必须分享如何进行在线学习的说明，包括如何使用笔译和口译服

务。在以虚拟方式上学的同时，学习英语的学生有权继续接受 ESL 老师和学科老师的英语语言
教学和支持，以理解和参与其虚拟课堂。  

家庭有权接受学校提供的笔译和口译服务。这些笔译和口译服务应以面对面、虚拟和电话会议

（"语言热线"）的方式提供，学校应提供关于教学变化、卫生政策和程序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
翻译文件和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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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英语的权利 

• 学校必须教授不懂英语的学生如何读、写、说和理解英语。除了教授学生历史、数学、科学以及
与年级对应的所有其他课程以外，学校还必须做到这一点7。  

• 学校必须使用客观测试 来确定学生是否从英语语言教学中受益8。这些教学项目通常被称为以英

语为第二语言 (ESL) 课程。 
• 学校必须为语言学习者提供适合所在年级的高质量课程9。 
• 学校不一定要使用特定的课程来向 EL 教授英语，但他们使用的课程必须在理论上合理，在实践
上有效10。 

• 学校必须告知家长他们的孩子是否需要语言教学，以及他们讲使用何种课程来帮助孩子学习英语
11。家长应询问是否有针对新移民的项目，通常被称之为“Newcomer Program（新移民项
目）”，该项目可提供特殊课程。 

• 被安排参加颠覆性青年另类教育 (AEDY) 项目的 EL 也有权接受适合学生年龄和英语水平的英语
语言教学项目。EL 不能被安置在不适合其语言需求的 AEDY 项目中。  

• 英语语言教学为可选课程，家长或照顾者有权拒绝注册英语语言课程。EL 的家长也有权拒绝可
能是语言教学项目一部分的单独、专门的课程和服务。家长的决定必须是知情且自愿的。学校教

职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此类决定。  
• 英国语言教学必须由有执照的 ESL 教师来授课。该课程必须有足够的资源，并且旨在帮助学生
快速学习英语12。  

• 非 ESL 教师必须在所有课堂上使用语言教学技巧，以便 EL 能够理解总体课程，并尽可能快速地
学习英语13。 

• 不能仅仅因为 EL 学生的英语水平不高，而让其留级。 
• 线上上课的多语言学习者继续有权利接受英语语言教学，以及得到 ESL 教师和学科教师的支
持，以理解并参与他们的虚拟课堂。 
 

 
已经退出英语语言教学的 EL 的权利  

• 一旦学生被认为是精通英语，他们就将退出学校的 ESL 课程。  
• 学生必须达到某些标准，才能退出 ESL。学生必须精通英语的读、写、说以及理解。单纯拥有口
语能力是不够的14。 

• 学生退出 ESL 之后，学校必须连续两年监控学生的进展。若学生继续因为语言障碍而存在学习
困难，学校将重新指定他们为 EL，并为他们提供学习英语的支持和服务15。  
 

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机会  

• 残障 EL 有权接受特殊教育以及 ESL 服务。16  
• 照顾者应以书面形式申请评估。书面申请可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信件的方式呈交给教师、秘书
或学校管理人员。请参阅 我们的表格了解如何申请评估。  

• 评估 EL 的特殊教育资格无需等待期17。在家长签署评估同意书之后，学校必须在 60 天内完成评
估。同意书必须以照顾者的首选语言提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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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必须尽一切努力用 EL 的首选语言对其进行评估19。  
• EL 的特殊教育计划必须考虑他们的语言需求。20制定该计划的团队必须包含一名 ELS 教师。21  
• 学校必须为 IEP 会议安排口译，且特殊教育文件必须以家长能够理解的语言提供22。  

 
参加课外活动、天才班和特殊课程的权利 

• EL 必须能够获得为其他学生提供的所有服务，包括特殊入学学校、咨询、天才班、体育和课外
活动23。   

• 学校必须确保专业课程的考试程序不会仅仅因为学生的英语不够流利而淘汰优秀学生24。 
 

笔译和口译的权利 

• 学区必须与 LEP 家长取得联系，告知他们如何参与孩子的教育，并且学校必须用有限英语水平 
(LEP) 家长能够理解的语言，与其分享信息。这包括有关入学、ESL 服务、孩子的学习成绩、纪
律政策、特殊教育服务、家长会以及有关特殊活动和项目的信息25。   

• 学校必须提供由训练有素的翻译提供的免费口译（口头）或翻译（书面）服务。学校绝对不应
要求家庭提供自己的口译，也不应要求孩子或家庭成员提供笔译26。  

 
不受欺凌和骚扰的权利 

• EL 有权不受欺凌和骚扰，包括基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别认同、族裔、国籍、移民身份或语
言的负面待遇27。  

• 学校必须采取措施保护遭受欺凌的学生，并阻止已知的欺凌者从事负面行为28。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与我们的快速参考情况说明书“不受欺凌和骚扰的权利，”（也可翻译成多种语言）。

您还可以查看 ELC 的综合工具包 — “当你的孩子遭受欺凌或骚扰时，该怎么办？” 

 

Education Law Center-PA (ELC) 是一个非营利性法律倡导组织，在费城和匹兹堡均设有办事处，致力于确保宾夕法尼亚
州的所有儿童都能获得高质量的公共教育。通过法律代理、影响诉讼、社区参与和政策倡导，ELC 促进了服务水平低下的
儿童的权利，包括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有色人种儿童、寄养儿童和青少年司法系统中的儿童、残障儿童、多语言学习者、

LGBTQ 学生和无家可归的儿童。 

ELC 的出版物提供了法律的一般性说明。然而，每种情况都有所不同。如果对法律如何适用于特定情况仍有疑问，请联系 
ELC 的帮助热线获取信息和建议 — 访问 www.elc-pa.org/contact 或者致电 215-238-6970（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和中部）或 
412-258-2120（宾夕法尼亚州西部） ― 或联系您选择的其他律师。  

                                                      

 

124 P.S.§§ 1301, 1302; 22 Pa.Code § 11.11(a)(1). 
2Plyler v. Doe, 457 U.S. 202 (1982); 22 Pa.Code § 11.11(a)(1); 基础教育宣传单, 学生注册, 宾夕法尼亚州教育部, 3 
(2009) [以下简称“注册 BEC”]; 应对基于国籍和移民身份的歧视, 美国司法部民权办公室和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docs/confronting-discrimination-national-origin-immigration-
status 
320 U.S.C. § 1232g(5)(A), (B). 
422 Pa.Code § 11.1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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