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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英国学校，所有课程（除了外语之外）都使用英语讲授。为了确保能够在学校内正常学习、享受学习的乐趣、并
积极参与校园生活，学生必须能够使用英语进行沟通，英语水平应该与该年龄段的学习水平一致。

对于孩子而言，来到新的学校会感到胆怯：需要面对新的老师、新的朋友、新的环境、新的课程和完全不熟悉的校园生
活。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孩子才能够在新环境中找回自信并放松下来。如果孩子不会说学校内其他学生的语言，则这
个适应阶段会变得非常困难。您可以想象一下您新到一家您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的公司内上班的情况就明白了。万事
开头难，在这段充满压力的时间内，所有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广州英国学校SEALS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英语水平低于标准水平的学生，提高其英语水平，让其能够和同学们
一样正常学习。此课程能够快速开发孩子的语言能力，让其理解校园生活，能够与老师、同学和其他人谈话和交流，并
获得最好的教育成果。让学生能够在放松、友好的环境中，跟着专业的老师一起学习英语，交到朋友，和其他英语学习
者一样能够使用不同的语言正确表达自己。

“SEALS的目标在于将学生的英语提高到精通水平，让其能够和同学们一样正常学习其他主课。”

需要记住的一点是，需要英语支持并不是对孩子的批评、也不是说这些孩子不够聪明。和其它外语一样，英语也是一
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就像拉小提琴或者开飞机一样。没有人会因为比尔盖茨钢琴弹得不好而批评他！和其他技能一
样，熟练掌握英语也需要时间、耐心和热情。绝大多数SEALS学生都能够在很高的水平上熟练使用英语。实际上，之前
参与SEALS课程的学生在GCSE和A-level中得分都很高，成为学校的尖子生，给广州英国学校和更广泛的社区做出了
很大贡献。

“英语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智力衡量标准。”

不论您的孩子是完全不会的新手、处于英语学习的早期阶段、还是希望从社交英语转变为学术英语，SEALS课程都能
够帮助您的孩子享受其学习时光，获得必要的语言技能，以便在其他课程学习中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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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nd Learning

Language and learning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Language is not merely a means by which we demonstrate what 
we know,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by which we learn and refine our understanding. Success 
in learning is therefore tied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Competence in English is clearly a factor that will influence the school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of 
SEALS students. These students not only requir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peers and teachers but 
also to continue the process of conceptual development begun in their home language, and to reach and 
surpass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of their school studies.

Developing competence in English is a long-term process and students will develop at different rates 
depending on a range of factors including previous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emotional and personal 
motivations, and the level and degree of exposure to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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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LS是我们为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EAL学习者提供支持的课程。EAL的意思是“作为外语的英语”。此课程是针对非
英语母语，不会说、读、写英语，需要EAL支持来帮助其提高英语水平的孩子设计的，确保其能够理解其年龄段内正常
学习的主要课程内容。此课程由专家教师讲授，这些教师都经过充分培训，在外语课程讲授方面有着充分的资质和
经验。

在全英文授课的学校内，不会说英语的非母语学生会感到很吃力。这些学生可能难以理解老师和同学们在说什么，
或者难以理解课程的专业词汇。阅读和写作也会很吃力，因为他们还在学习英语的语法。从社交的角度看，这些孩子
很难交到朋友或者和人聊天，因为他们说英语的时候不够自信。如果您的孩子存在这些问题，则SEALS课程能够为他
提供帮助。

什么是SEALS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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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广州英国学校时，所有学生都要进行入学测验，其中就包括对英语水平的测验，评估其英语水平是否足以学习
该年龄段的主要课程。如果学校认为该学生需要EAL支持，则会将其招入到SEALS课程中。

在SEALS学习过程中，我们将定期进行测验（使用我们的EAL进度量表）。在根据量表评判学生充分掌握英语，能够进
行主课学习之后，将从SEALS课程中毕业，转入主课学校。当然了，在主课学习过程中，学生依然能够和同学们一起提
高社交和学术英语水平。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主课学习所需要的英语能力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即使您的孩子英语水平
不错，但在升入更高年级之后可能依然需要提供支持。另外，不同的孩子学习语言的速度也不一样，部分孩子年龄大
了之后学习语言的难度也会增加。由于上述原因，在不同的阶段和年龄，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SEALS的
设置和学生的EAL需求也会明显不同。

如何确定EAL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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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学习知识和技能。幼儿园的所有学生都处于沟通学习阶段，不论是使用英语还是其他语言。
幼儿园阶段SEALS课程的目的在于强化英语学习。专业的幼儿园EAL教师会将学生从主课教室中带出并分为小组，使
用独特课程设计进行教学，包括做游戏、唱歌、以及其他适合此年龄段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听读能力和英语词汇。

EAL教师还会与主课教师密切合作，帮助其规划主课的课程设计，并共同制定英语讲授方法。在掌握了英语技能之
后，学生将会重返主课教室，与同学们一起，学习该年龄段正常的沟通能力和英语听说读写技能。此课程的效果非常
突出，部分学生在开始SEALS学习时完全没有英语能力，但在几个月之后就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并参与英国学校的
各种校园活动。从幼儿园EAL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在后续的教育阶段有机会获得与英语母语儿童基本相当的英语水
平。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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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幼儿园的学生一样，总体而言，KS1的学生依然处于认知和语言能力开发阶段。这就意味着如果在这个年龄段掌握
基本的英语技能，则其在后续将能达到与其他同学基本相当的英语水平。一年级和二年级的SEALS学生主要在专业、
富有经验的KS1 EAL教师的带领下，通过仔细设计、互动性很强的课程，学习功能性和实用性的沟通英语。这些教师
也会和主课教师合作，一起规划课程和共同教学，帮助孩子理解、使用和学习英语。

在此阶段内，所有学生都将通过自然拼读法、读写、以及基本的认知和沟通能力开发来提高英语水平。在此阶段内，
从老师或者家长处获得EAL支持的学生，通过后续阶段内持续的英语学习，可以和英语母语者一样，完全熟练地掌握
英语。

一年级到二年级（K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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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高年级学生（三年级到六年级）都已经掌握了（某种程度上）母语的听说读写技能。在此阶段内英语是作为外
语学习的，因此和年龄更小的孩子相比，存在一些特殊的挑战。KS2阶段SEALS课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开发并
使用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同时讲授和使用重要的词汇和语法。课程由EAL专家教师分小组进行教学。这个阶段内
学生的英语水平波动较大，部分学生是完全不会的新手，其他部分学生可能能够很流利地说英文、但需要将其词汇和
语法水平提高到与年龄相称的程度。因此，需要针对每个年龄段开发EAL进度目标，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够获得其想要
的英语水平。在学习过程中EAL教师会密切监控每个人的需求和进度，还会与主课教师合作，有针对性地为个人和小
团体确定目标和提供帮助。SEALS课程学生会有一些额外的家庭作业（每周不超过一次），以帮助他们使用在学校学
习到的语言技能。

对于此阶段的学生而言，如果之前完全没有学习过英语，则学校会提供“快速英语课程”，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在学校生
活所需要的基本英语技能。此课程在前十周内开设，每天一小时。

三年级到六年级（K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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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英国学校的所有EAL学生，在参加和离开SEALS课程时，都将使用EAL进度量表进行测验。此量表是一个总分七
分的量表，教师可以利用此量表来跟踪学生的英语学习进度、并设置合适的学习目标。所有参与SEALS课程的学生都
有详细的跟踪学习进度，会通过报告的形式、或者在家长会上与家长分享。

EAL进度量表：

EAL和主课教师将密切合作，根据教师的课堂观察、家庭作业和测验结果，使用此量表来评估学生是否掌握了该年龄
段的正常英语技能。在其达到“巩固语言学习”阶段之后，将可以从EAL课程毕业。

零基础

有一定基础

拓展语言学习

获得自信

巩固语言学习

能力开发

熟练掌握

如何衡量EAL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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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英国学校的学生会接收到大量的英语信息，在EAL课程和主课中也有很多英语使用和练习的机会。尽管如此，学
习英语（或者任何语言）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因此学生在课堂之外也应该尽可能多的使用英语。

英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幼儿而言，每天阅读或者和家长一起阅读能够提高语言能力、培养爱好阅读的习惯。在
孩子长大之后，应该能够自己从阅读中获得乐趣。只要孩子感兴趣，任何阅读材料都是可以的（书籍、报纸、网站等）（
只要是英语的）。在EAL和学校的图书馆里也有很多资料，供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借阅。对于幼儿园和KS1阶段的学生
而言，Bug Club还将提供在线的阅读材料。

尽管如此，单靠阅读是不够的。要让孩子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还必须多说多写。这样能够加深孩子对英语的印象，不但
认识，而且会说会用。这方面有很多网站可以访问，而且大多数都是免费的（例如：帮助英语自学者的英国文化理事会
的学英语网站：https://learnenglishkids.britishcouncil.org/en/；Bug Club网站：https://www.activelearnprimary.
co.uk/login等）。在这些网站中，学生可以听用英语阅读的内容、或者独立阅读相关资料，之后回答问题来检查理解
程度。

在iPad上也有很多免费的app可供学生练习各种不同的语言技能。您孩子的EAL教师会为您提供这些app的列表，您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学习需求来进行选择。

课堂外的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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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的学习和语言开发而言，您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提高孩子学习新语言的能力。指导孩子完成作业、读
给他们听或者听他们读，都是参与孩子语言学习过程的简单方式。如果您的母语不是英语，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提供
帮助。如果孩子能够在学习和社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接触到外语，则语言学习的效率也会提高。让孩子听到英语、并
为其提供说英语的机会，则能让孩子更有效地理解英语、使用英语沟通。因此，在课堂之外应该让您的孩子尽可能多
地接触英语，这样能够大幅提高其语言和沟通能力。可以让您的孩子访问合适的app、网站，观看英语电视节目或电
影，与其他英语熟练的孩子一起玩耍或者互动，或者带他去英语母语国家旅游等，都是在课堂外保证英语学习成功的
有效手段。SEALS是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耐心、勤奋和练习。

另外，学生自己也应该努力成为独立的语言学习者。学生要积极主动地使用英语，随时寻找新的机会来提高对英语的
理解，练习和提高知识水平，并随时保持学习的热情。EAL老师很乐意与家长和学生一起讨论练习和提高英语水平的
方法，但最终还是要靠学生自己来应对挑战、努力达成这个重要目标。

希望您的孩子在语言学习之路上一路顺利。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和我联系。

Shane Leaning
Head of EAL (Primary & Early Years) & Nord Anglia EAL Teaching Fellow
shane.leaning@bsg.org.cn

如何让SEALS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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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The British School of Guangzhou
983-3 Tonghe Road,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510515

Email  
admissions@bsg.org.cn

School Website  
www.bsg.org.cn

General Enquiries 
 +86 (0)20 8709 4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