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o are we and how can we help your child?

教学辅导部门简章

在广州英国学校，我们致力于让所有学生发挥他
们的潜能，并且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因此，为了满足学生们的需求，我们制定个性化
的教学与授课方式。这有时也可能意味着我们的
学生会需要额外的或者不同形式的授课方式。基
于这种认识，我们的教学辅导部门提供不同种类
的学习辅导或者特殊教学需要服务。

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到您的孩子？
通常我们可以给有轻度以及中度需求的学生提
供以下方面的帮助：
～语言与沟通
～认知与学习
～社交技能与情绪管理
～感觉统合
以便更好地掌握并配合您孩子的需求，根据学校
招生要求，家长们需告知学校任何之前相关的的
教育测验报告以及学习困境。

学校对家长分享的所有信息保密。在给孩子提供
最好的学习计划的前提下，我们只把信息共享给
与孩子相关的老师们。尽管我们的教学辅导部门
希望尽所能地满足所有学生的个人需求，但是我
们也只能够在我们的专业范围内提供服务与帮
助。

在我们学校,我们找出孩子需要辅助以及发展的
领域。这些辅助都是配合教学大纲,在学校课堂中
完成的。如果有需要,学校会建议家长和孩子去校
外的评估测试机构，或者请专家进行专业的指导
和建议。例如教育测试,语言治疗测试,职能治疗
测试等。

这些评估测试很重要,因为通过校外专家们的具
体建议,我们可以有效地为孩子提供他们所需要
的辅导与帮助。我们的教学辅导部门了解在广州
以及广州周边的一些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与家庭,
学生以及学校相互合作,在孩子的需求与发展上
提供更好的支持.教学辅导部门统筹主任可以协
助家长与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为了更好地和家长们合作,校方要求家长阅读并
签字<教学辅导部门协议>。该文件很清楚地表
明了该部门的期待与目标

在一学年里,我们认真致力于与学生,家长还有老
师们合作,以便于提供给孩子们所需要的帮助。
我们的信念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尽可能地达到教
育目标,并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成就
。
教学辅导部门有专门的教室。我们丰富的教育资
源能够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教室的足够空间可
以很有效地满足一对一的课程,也很适合小组活
动。

Monica Daryani 
幼儿园和小学教学辅导部门统筹主任
John Serkiz
幼儿园和一年级教学辅导部门组长，全校语言治
疗师
Baybra Naw
中学部教学辅导部门统筹主任和组长

教学辅导部门助教
Rita Huang
Ivy Li
Sally Jiang

广州英国学校学习辅导方式

1. 学习辅导课程
 ～与学校辅导老师的一对一课程(课内/课外)
～为家庭和相关老师提供课程小结（1:1课程）
~言语治疗课程
~制定和回顾个人学习计划 
～针对学生学习需求的个体以及团体学习活动
 ～阅读障碍测试(7岁及以上)
 ~学习气氛浓厚的辅导教室
~多语言的认知筛查

2. 语言治疗及测试
 广州英国学校的语言治疗服务有以下三种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的辅导方式要求学校老师，家庭还
有学生之间的通力合作。当学生能够把辅导内容
运用到课程大纲学习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他
们会得到最大程度的进步。

语言表达技能评估

 我们有三种测试方案：

筛查评估 1-2小时，包括简易的语言筛查
 ～各年级老师如果发现其学生有潜在语言治疗
需求， 我们提供相关建议。在与老师的探讨中，我
们给出可行的教学指南和策略。我们倡导校内友
善的交流方式。同时我们的语言治疗师给学校老
师提供定期培训。

 ～ 对于需要在语言表达方面做进一步探讨的学
生，我们提供评估测试服务。我们的测试也适合多
种语言背景的学生，兼顾他们多语种的语言学习
潜能。

每一个测试都需要家庭方面的配合。我们的测试
报告提供针对学生语言发展的具体建议和实践方
案。

四岁及以下年龄段的深度测试，3-5小时，包括详
细的报告，家长面谈，以及30分钟的反馈时间，对
于低龄段学生，测试以游戏为主。

五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深度测试，3-5小时，包括详细
的报告，家长面谈，以及30分钟的反馈时间。

～ 我们提供个性化一对一以及小组形式的语言治
疗课程，致力于提高学生言语表达及沟通技能。

注意：教学辅导课程费用（一对一以及小组形式），
以及语言治疗评估辅导费用全部由家长承担。如有
申请保险报销的需要，我们将提供各种文件。详细
收费方案请参见特殊教育需求费用纲要。

辅导的类型：
-言语治疗
-口吃矫正
-发音和语音矫正
-为6年级及以上学生提供基于语言的干预计划
-叙事，语法及词汇
-注意力和听力
-游戏主导的言语练习
-社交技能
-学习技能
-针对进食与挑食的辅导

额外的服务／辅导：
-持续的专业发展（员工培训及工作坊）
-非正式咨询（员工及家长）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发邮件至：
Monica Simran Daryani（幼儿园及小学）：moni-
ca.samtani@bsg.org.cn
Baybra Naw（中学）： baybra.naw@bsg.org.cn
John Serkiz（言语治疗师）： 
john.serkiz@bsg.org.cn

我们认为家长的参与很重要，因此在我们提供的服
务中，有每学年至少三次的家长会。这种学校与家
长的持续性互动能够确保家校合力，并且也能很好
地帮助我们了解和评估孩子的进展。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咨询更多关于教学辅
导的服务，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您也可以在学校官网上(www.bsg.org.cn)获取更
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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