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亥俄州天才儿童教育
(Gifted Education in Ohio)

为父母提供的有关事实
(Facts for Parents)
俄亥俄州哪些儿童属于“天才儿童”？

俄亥俄修正法案（3324.01）把天才学生定义为那些与同年龄、同经历和同环境中的学生
相比，能力表现出众或显示出这种潜质的学生。

甄别工作：

俄亥俄州所有公立学校（不包括“社区学校”）都必须甄别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具有天赋的
学生。对具有天赋的学生的认定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超常的认知能力；独特的学习能
力；创造性思维能力；视觉或表演艺术能力。独特的学习能力包括四个领域：数学、科
学、社会学、阅读或写作或者读写综合技能。

甄别工作是通过使用经过批准的能力评估法和国家标准化测试法来完成的。 州法律对甄
别每个方面能力的要求如下：
超常的认知能力

独特的学习能力

创造性思维能力

视觉或表演艺术能力

在智力测验中，得分高于平
均值两个标准点（减去标准
测量误差量）；在全国标准
化基本项目或综合项目的能
力测验中得分达到或高于
95%，或在全国标准化测试
中，获得高于本年级水平的
分数。

在某领域独特学习能力
标准化测验中，得分达
到或高于 95%。儿童可
在多个领域具有独特学
习能力的天赋。

在智力测验中的得分高于
平均值一个标准点（减去
标准测量误差量）；在创
造性能力测试中或在创造
性行为考试中，得分达到
教育部规定的成绩。

在受过训练的人的面前，
展示自己的作品、进行试
听表演或其他方式的表演
或展示，显示出自己在视
觉或表演艺术方面有超常
的能力，并且在特定艺术
领域的考试中，得分达到
教育部规定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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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您的孩子接受筛选
父母有权请求让孩子参加天才儿童的筛选和甄别。 这个请求通常被称为推荐。学区每年
将为此类测试提供两次机会。 应根据需要向父母提供有关推荐程序的信息。 测试应使用
儿童的母语并考虑向残疾学生提供必要的住宿，以便使结果准确地反映儿童的才能或能力
水平。
如果一所俄亥俄州公立学校确认儿童为天才儿童，其他俄亥俄州公立学校都会确认儿童为
天才儿童。 所以，当孩子从俄亥俄州的一个学区转到另一个学区时，父母应该让以前的
学区通知新学校其孩子是天才儿童，并且同时转送孩子被确认为天才儿童的有关材料。
在天才儿童甄别工作中，各学区也会承认此前 2 年内由学校的持证心理学家或私人执业心
理学家进行的经过批准的测试结果。
要了解您孩子所在学校有关天才儿童筛选和甄别程序的细节，请与学区的天才儿童协调员
或校长联系，并索取学区“天才儿童甄别计划”的副本。
为天才学生提供的服务
学区有甄别天才学生的责任。 但没有提供天才教育服务的责任。目前，州政府为学区提
供部分资助用以甄别天才学生，并为学区雇佣或以合同方式聘用了天才教育职员。
建议各学区提供“一条龙的服务”，以满足天才学生的不同需要。学区也可以使用各种方
法，满足天才学生独特的学习的需要，包括：为天才学生提供高级课程教育；“资源教室”
的增强式教学项目；在天才干预式教育专家的支持下，在普通教室实施差别授课；以及尖
子生教育。服务也可以包括提供面向个人的机会，如辅导、实习和教育选择等。提供天才
服务的学区必须依照书面的标准向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服务。如果要了解天才儿童教育服
务项目和天才儿童的安排标准，请与校长或学区天才教育协调员联系。
学区提供给学生的所有天才教育服务都是在书面教育计划指导下实施的。书面教育计划应
该说明给学生提供的服务内容，指定服务提供方，建立学习目标和评价方法，并设定审
查、修改书面教育计划的日期。 学区有责任向天才学生的父母提供最新的书面教育计划
的副本，并在书面教育计划中指定为学生提供天才服务的所有职员。学区也有责任就书面
教育计划中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效果向父母提供定期报告。
所有学区都必须提供快进度学习的机会，包括提前进入幼儿园、全年级课程快进度教育
（“跳级”）、单科课程快进度教育和提前高中毕业。 有意于快进度教育的父母应该与学
区的天才教育协调员或孩子的校长联系，了解有关推荐孩子参加评估的信息。父母有权利
要求让自己的孩子参加筛选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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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天才高中学生都受益于大学招生选择项目。该项目允许高中学生参加社区学院、学院
和大学的课程教育。 这些学生经常可以同时获得高中和学院的学分。学校教导顾问能提
供更多关于大学招生选择项目的信息。
天才高中学生同时还应该考虑参加俄亥俄州夏季优秀生课程学院（Ohio Summer Honors
Institute ）或 Martin W. Essex 天才教育学校（Martin W. Essex School for the Gifted）。这
些由俄亥俄州教育部赞助、由大学组织的夏季课程为学生在大学环境里免费学习提供了机
会，他们可以与同龄的天才学生以及学院和大学的老师进行相互交流。
获得帮助和信息
如果天才教育协调员为您的学区服务，那在您想了解有关天才教育服务、天才学生甄别程
序和其他机会的最新情况时，天才教育协调员可能是您最佳的信息来源。如果您的学区没
有专门的天才教育协调员，您孩子的校长或教导顾问也许能提供有关地方政策、机会和程
序的信息。
许多学区组织了父母小组，他们可以相互了解符合他们孩子特殊需要的战略和机会，并且
一道支持和改进当地的天才教育。询问您学区的天才教育协调员，看您的社区是否有父母
小组。
如果在接受天才儿童服务中，您对天才儿童筛选或安排的决定不满意，您有权上诉。 询
问您学区的天才教育协调员或学区官员，了解当地上诉政策和程序。 如果学生父母认为
学区违反了天才学生的甄识和服务的操作标准，他们可以把书面投诉提交俄亥俄州教育
部。投诉的程序见后。
俄亥俄州教育部的天才教育顾问也可以为学区提供技术协助，并回答学生父母的提问：如
学生父母和学区的权利和责任，由州政府资助为天才儿童提供快进度学习的机会等。 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教育部的天才教育顾问： gifted@ode.state.oh.us 或拨打电话
(614) 387-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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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源
俄亥俄州教育部网站提供许多对学生父母有用的文件。由主页 http://www.ode.state.oh.us
开始访问每一页，然后在网站查寻工具中键入如下主题词。以下列出了大家普遍访问的材
料，以及帮助大家在网上找到它们的查询术语。
网页名

查寻术语

天才儿童教育之操作标准 (Gifted Operating Standards)

gifted operating
standards

尖子学生的快进度教育(Academic Acceleration for Advanced
Learners)

acceleration

甄别工作： 根据法律和法规，在俄亥俄州哪些孩子属于天才
儿童？(Identification: Who is Gifted in Ohio by Law and Rule?)

gifted law

天才学生书面教育计划(Written Education Plans (WEPs) for
Gifted Students)

WEP

视觉和表演艺术天才学生的甄别手册(Handbooks for
Identification of Students Who Are Gifted in the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gifted arts

教育有残疾的天才学生：超常儿童指南(Educating Gifted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Twice Exceptional Guide)

twice exceptional

天才儿童教育投诉程序 (Complaint Procedures for Gifted
Education)

gifted complaints

俄亥俄州夏季优秀生课程学院 ((Ohio Summer Honors
Institutes)

SHI

Martin W. Essex 天才教育学校(Martin W. Essex School for the
Gifted)

Essex

使用经过批准的评估工具进行高于本年级的水平测试时，甄
别天才学生的规定分数(Cutoff Scor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Gifted Students Using Assessment Instruments Approved for
Above-Grade-Level Testing)

gifted cut-off

经过批准的天才学生筛选和甄别评估工具表 (Chart of
Approved Assessment Instruments for Gifted Screening and
Identification)

gifted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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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父母也可以在以下网站上找到可用的信息。请注意：这些站点与俄亥俄州教育部没有任何
关系，教育部对他们的内容不负任何负责。

俄亥俄州天才儿童协会：http://www.oagc.com/

全国天才儿童协会：http://www.nagc.org/

全国天才和人才研究中心：http://www.gifted.uconn.edu/NRCGT.html

中西部人才查寻——人才开发中心： http://www.ctd.northwestern.edu/

Belin-Blank 中心： http://www.education.uiowa.edu/belin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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