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作为外语
学习方案 

支持计划



这些关于我们EAL方案
的信息和建议，可以帮

助您更好支持您孩子在
BSB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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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来到一所新学校对一个孩
子来说，可能是件令人生畏
的事——新老师、新朋友、
新环境、新学科，以及跟他
们以往所习惯的完全不同
的学校生活。

如果孩子不能和学校里其
他人说同一种语言，情况
就会更加困难。生活最初
可能很艰难，在倍感压力
的阶段，每个人都会需要
些帮助。

北京英国学校的“英语作为
外语”方案（EAL）旨在帮助
学生提升他们的语言技能，
熟悉学校生活、如何与人交
谈和交往，从他们的学习中
得到最大收获。

它可以帮助学生与他人在
轻松、友好的环境中学习英
语，他们可以交朋友，学会
如何用不同的语言在社交
和学习中表达自己。

我们通过EAL课程提供强
化支持计划，以协助学生即
时投入学校课程，在必要时
会终止课程和课堂支持。

无论您的孩子是英语初
学者，处于英语学习早期
阶段，还是仅需要少许辅
助，EAL都会帮助您的孩子
愉悦度过他们的在校时光，
并且帮他们获取发挥全部
潜力所需要的工具，从而通
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
习者和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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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L课程在学生练习中整
合了所有主要技能–阅读，
写作，听力和口语，以及在
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训练。

和中学学习中需要的教学
英语需要一个相对更长的
学习阶段，EAL旨在让学生
掌握这两种语言用途的必
要技能。

EAL是什么？

我如何知道我的孩子需要帮助？

EAL是指将英语作为一门
外语来学习。非英语作为
第一语言的孩子可能需要
EAL方案支持来帮助他们
学习英语授课的课程。相比
功能性社交英语，在小学

所有非英语第一语言的学
生在申请入学时都要进行
英语测试以确定其英语水
平。我们采用全球公认的在
线测试，大约需要30分钟

来评估学生的水平，并会
根据欧洲语言教学共同纲
领（CEFR）评估范围即时得
出评级。有时也会对学龄前
小学生进行口语面试。

我的孩子如何加入EAL？

EAL部门已根据CEFR制定
了进入和退出的水平评定。

KS1的孩子如果听力和
口语水平低于CEFR B1，
他们将被要求加入EAL课
程。KS2、KS3的学生如果
四个主要方面（阅读、写作、
听力和口语）中的任何一项
水平低于CEFR B1，则需要
EAL支持。KS4和KS5的学

生由于学业负担本身已经
增加，如果水平低于CEFR 
B2，则需要参加EAL或英语
B级学习。

在上述情况下，孩子的入学
文件会标记为“EAL”，并且
家长会了解EAL方案及其
相关费用。然后学校确认该
年组的EAL方案是否仍有
学生名额。如果孩子可参

加，则将此条入学通知信息
将传达给小学的班主任和
中学的校长。

这样的流程使我们能够尽
快综合了解学生，为他们的
特殊语言学习需要提供即
时和个性化的支持。

我的孩子该何时加入EAL？

在小学需要EAL支持的学
生将在其他学生上中文可
的时间接收EAL课程。这意
味着孩子们不会有学习两
种新语言的额外压力，这也
意味着他们不会错过任何
一门核心课程，如数学、科
学和英语。

小学生每周学习3小时EAL
课程。 中学生每周学习4或
5小时的加强EAL课程。上
述学习在英语文学课程中
进行，这些文学课程是为英
语母语和高级英语使用者
制定的。

由于中学学习英语文学的
复杂性，学生需要有与之相
匹配的语言水平以便阅读
文章，并能够按要求进行深
入学习。根据需要，KS3和
KS4也为学生提供了额外
学习EAL课程的选择，以为
学生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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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EAL会学什么？

在小学和中学，EAL方案都
会遵循专门根据课堂和个
人的具体需要来制定的核
心课程。

小学和中学的学生都要从
四项技能——阅读、写作、
听力和口语——进行评估，
每年至少4次评估以监测
跟进其进展情况，并通知
EAL老师为这些学生制定
特别课程的计划。

我们的综合技能方案意味
着在每一个班，学生将全
面接触阅读、写作、听力和
口语，词汇和语法也包括在
内。课程将最集中于学生最
需要发展的领域。

研究表明，成功的语言学
习需要多接触语言并专注
于形式。在BSB的主要课程
中，学生会有充足的机会来
尽可能多的接触英语，在他
们的EAL课程中，他们能够
了解这种语言的特性，而这
些特性是获得流畅性和独
立性所必须掌握的。

我们发现这是非常成功的
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
高学生的学习，并帮助他们
以适宜的节奏快速提升英
语水平。

我们在BSB的经验表明，技
能提高最快的是听力，这是
由于他们收听语言的同时
也得到了充分接触。提高仅
次于听力的是阅读和/或口
语技能，这有赖于学生本身
的性格和专注力。

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需要花
费最长时间提高的技能都
是写作。这是因为学生必须
掌握学习目的的学术写作，
并且获得该方面的独立性
需要具备运用复杂语言结
构的能力。

学生也会学习词汇技能。这
涉及到如何通过上下文推
断词义的训练，并且远离以
列表的形式学习词汇，这种
方式是去情境化并被证明
是无效的。学生们被训练如
何使用词汇和词汇的特征，
这是成功和全面掌握技能

所必需的。

EAL课程非常重视语法，语
法在课堂上会以情境的方
式进行传授，语法无论从表
面或内涵上都是语言的基
石，并将为学生今后所有的
学习提供强有力的基础。语
法的错误掌握往往是学生
无法进步的原因，因为这一
错误可能引起所有科目中
的问题，EAL部门将对英语
语言结构自然、准确的掌握
看得尤为重要。

此外，EAL部门会就其他课
程在EAL学习中的经常性
综合的需求，与课堂和学科
教师沟通。

EAL环境如何？

语言学研究认为，情感在语
言学习中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这意味着，如果一
个学生不开心、压力大或不
舒服，他们语言学习的进步
将受到负面影响。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非常重
视学生学习的环境。课堂氛
围充满关怀、趣味和支持，
学生们可以轻松地畅所欲
言，即便是出了错，对语言
学习也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学生的信心逐步增强，
并且延伸到其他课程中，他
们开始更有效地参与配对、
小组和全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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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子的英语水平如何评定？

定期和有针对性的评估对
语言学习至关重要，既能跟
踪进展情况，又能针对学生
最需要取得进展的领域，帮
助制定具体方案。

在小学，学生最初被评估确
定水平之后，在接下来的一
年中还会被测试三次。

测试涵盖所有四项个技能-
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并
且学生的每项技能都会评
予CEFR等级。

该测试是水平阶梯测试，在
小学阶段基本上是相同的，
仅根据年龄在形式上有些
许差异。这些测试并不是需
要应试教育的考试，而是提
供了孩子在该阶段英语整
体水平的反馈。在中学，除

了我们的内部测试，学生也
会参加外部考试。

KS3会参加英语入门考试
（KET）和初级英语考试
（PET），由隶属于剑桥大

学的剑桥英语语言管理局
举办。

在BSB，我们采用机考方式
来进行这些考试，考试结果
是在考完后立即上传至剑
桥，我们能够在两周内得到
结果，这些测试可以作为定
期评估周期的一部分。

在KS4时，学生水平相当于
剑桥第一英语证书等级和/
或剑桥高级英语证书等级。

在BSB的EAL课程中，我们
觉得学生获得国际证书证

明自己的英语水平有重要
意义，特别是用于移民或当
继续更高层次学习时。

小学和中学的EAL部门教
师在一系列的国际机构的
外部考试中通过了作为考
官的认证，并且会接受定期
评估培训。

 

“学好您的语言，掌握好
它，您将拥有生命的第一
要素。”
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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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需要进行多久EAL学习？

这需要考量众多因素：

• 您孩子目前的英语
水平

• 您孩子的年龄
• 您孩子母语的流利

程度
• 您孩子的学习动力
• 家庭的支持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很难准
确说单个孩子需要进行多
久的EAL方案学习。

通常，小学或中学加强EAL
学生将能够在两学年内完
成这项学习方案。

我们研究了部门数据后得
出，十八个月是该方案所花

费的平均时长，并且与第一
语言无关。

在BSB，我们采用国际认可
的CEFR B1水平作为EAL
方案从KS1、 KS2和KS3退
出的级别。KS1仅针对口语
和听力，KS2和KS3需涵盖
所有四项技能。定期测试的
另一优势是，我们可以知道
学生何时完全准备好退出
该方案。

在小学阶段，学生全年有
四次机会来展示自己的B1
级全部成绩并继续LOTE
学习，在KS3，每年2-3次的
剑桥PET测试达到最低及
格线，便可开始英语文学
学习。

如果学生在9年级结束时
仍低于B1级，他们将需要
在10年级和11年级仍然继
续EAL学习方案。 

IGCSE英语文学学习是一
个艰巨的过程，需要匹配的
语言水平来阅读文章。

如果学生在剑桥高级证书
考试中表现优异，他们在
12年级和13年级将有更多
学习IB文凭的文学课程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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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学习英语？

为帮助您的孩子迅速掌握
英语，您可以：

•  如果可能，每天与您的
孩子一同阅读，这会帮
助他们学习语法、词汇
和拼写方式。

•  创造一个安静的空间
和固定的时间来做家
庭作业和学习。

•  跟您的孩子聊聊他们
在学校做的和学的内
容，可以用英语或孩子
的母语。

•  鼓励您的孩子展示他
们的学习成果，用英语
或者孩子的母语提出
相关的问题。

•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需
要花费很多精力，请确
保您的孩子有充足的
休息。

•  帮助您的孩子在校园
之外寻找使用英语的
机会。

•  请耐心些。理解学习一
门语言是一个复杂而
漫长的过程，一些孩子
可能会情绪化。

•  继续使用您孩子的第
一语言。目前的研究标
明，如果一个孩子的第
一语言能力得到高度
开发，他们将会更容易
成功掌握第二语言。

最后，关于EAL方案，如果
您有任何疑问，请抽时间与
您孩子的EAL老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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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中国北京市顺义区安华街9号南院 
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 邮编：101318

电子邮箱
admissions@bsbshunyi.com

联系电话
+86 (0)10 8047 3558 

获取更多信息，请点击
www.bsbshuny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