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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A 说明指南

CELLA 的目的
佛罗里达州使用综合英语语言学习评估 (CELLA) 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学习者 (ELL) 英文程度
的工具，从而确保这些学生具备学校学习所需的技能，以达到高水平的学业表现。如需更多关
于 CELLA 的信息，请浏览佛罗里达州 CELLA 网站：http://www.fldoe.org/aala/cella.asp，以下载下列
语言版本的《CELLA 家长信息手册与说明指南》(CELLA Parent Information Brochure and Interpretive 
Guide)：

• 英语

• 

•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 

• 

• 

汉语/中文

法语

海地克里奥尔语

• 

• 

• 

葡萄牙语

俄语

菲律宾语

• 

• 

乌尔都语

越南语

CELLA 分数的用途
CELLA 向家长和老师提供单个学生的信息。它亦将信息提供给学校、学区和州政府，让这些单位
了解各项学校计划的实施成效。

CELLA 依照《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简称 NCLB）第 I 和第 III 篇规定提
供计划责任证明。NCLB 法案规定，各学校与学区在提高英语语言学习者的英语程度方面，需达到
本州的责任目标。这些责任规定被称作年度可衡量成果目标 (AMAO)。

要求各州需对三项 AMAO 成果提出报告：

1. 英语语言精通程度的进步情况

2. 英语语言精通程度的实现情况

3. 英语语言学习者的阅读和数学的学科进步情况

每一项必须设立年度目标。三项 AMAO 均未达目标的学区，必须将学区的表现通知所有英语语
言学习者的家长。如果可能，必须以家长通晓的语言提供此通知。如需有关 NCLB 法案的详细信
息，请浏览 http://www.fldoe.org/nclb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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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CELLA 学生成绩单 (ISR)

每名参加 CELLA 考试的学生都会收到学生成绩单，成绩单包含有关学生考试成绩的
信息。下面是学生成绩单正面样本。字母 A、B、C 和 D 与所提供的信息说明相对
应。

 学生资料

该部分显示学生姓名、学号、出生日期、家中使用语言、测验日期、年级和测验等
级。此外，该部分也包含向学生提供 CELLA 考试的学校与学区信息。

 标准分数

该部分摘要列出学生在 CELLA 测验中每个大项（听/说、阅读和写作）的成绩表现。
蓝框中列出的信息如下：

成绩等级以黑色箭头指出学生的测验表现属于哪一个等级（初级、低中级、高中
级、精通），并同时显示该学生的分数和其他考生的分数相比的情况。每一大项的
成绩等级也会列在蓝框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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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是学生在该大项测验中所得到的分数。

可能分数是假设该学生在每一题都答对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分数。

标准分数显示该学生在测验中每一大项中的成绩表现。

注释：

若有任一个标准分数的框里显示“NT”（未测验），这代表学生完成的测验题数不
够，无法计出有效的测验分数，或是该部分的测验无效。

若有任一个标准分数的框里显示“ET”（免考），这代表没有给学生该部分的考
题。

若有任一个标准分数的框里显示“OLT”（测验程度不符），这代表学生被测验的考
题水平与学生的年级程度不符。

如需进一步了解学生为何没有得到分数或为何免考，请和学生的老师联系。

 细项分数

该部分的学生成绩单显示的是细项分数。听/说和阅读/写作等大项均有细项分数。这
些细项分数更详细地提供有关学生学习长项与弱项的信息。

细项分数是“原始分数”，包含了学生在各个细项中答对的分数。因此，细项分数
的价值仅在于和本次测验的关系，而无法进行逐年比较。

就考 A 级的学生而言，一个大项的细项分数相加之和，可能不等于分全部题目分数
相加后的总分。这是因为有些测验项目包括在总分内，但并未包括在细项分数里。

 脚注

脚注解释学生成绩单上可能使用的缩写。

NT（未测验）– 学生答题数太少而无法给分，或是学生没有被测验该部分的考题，
或是该部分的测验无效。

ET（免考）– 学生因为获得该部分的免考资格而没有被测验。只有耳聋和听障学生
才能获得某部分测验免考的权利。

OLT（测验程度不符）– 测验内容与学生的年级程度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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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2014年 CELLA 标准分数

精通程度的等级说明详述了每一个标准分数所代表的学生对英文的理解与应用程
度。下表显示的是，从可能的最低分到可能的最高分，每个考试项目的标准分数范
围：

英语精通等级的分数范围与详细叙述，亦列于学生成绩单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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