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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概述高中识别和满足以英语为其他语言的学生需求的方法。
1.2 本政策适用于高中学生。

2

定义

2.1 在定义 EAL 时，我们采用了以下定义：EAL 学生的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 这包括完

全双语的学生以及所有处于学习英语的不同阶段的学生。
2.2 EAL 学生可能是：

• 来自外国和学校的新生

• 新来的外国人，但是，是来自一所英语学校；
• 生于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国家，但在某个时候移居希腊。
• 生于希腊，主要语言不是英语。
2.3 EAL 学生将需要提供不同级别的水平。

3

识别

3.1 我们学校力求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广泛，平衡和相关的课程。 通过课程可以最好

地学习英语，应鼓励 EAL 学生充分参与所有学习机会
3.2 EAL 学习者在整个学校范围内能取得最好的进步，在整个学校范围内，与同龄人一起

受到教育。
3.3 学校环境通过广泛使用语言来促进语言发展。
3.4 学校的结构，教师关怀和整体风气可以帮助 EAL 学生融入学校，同时重视多样性。
3.5 双语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丰富人生的资产。
3.6 父母和准父母将获得我们 EAL 规定的详细信息。

4

鉴定与评估

4.1 进行识别和评估的目的是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当的条件。
4.2 在评估学生对英语的掌握程度和程度时，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 申请表中的信息；
• 采访父母/监护人的信息；
• 以前学校的信息；

•

初步评估文件中的信息；

4.3 到校时，由 EAL 负责人进行初步评估，由班主任和 EAL 老师进行二次评估。
4.4 在对 EAL 学生进行评估时，英语能力以六分制进行分类。

水平
1（初级英语）

描述

支持

•

使用第一语言进行学习和其他目的

•

可能保持沉默

•

将复制或重复某些单词或短语

•

可以理解非语言手势支持的一些基本日常

时间表包括：
M，A，Gr，
PE

表达

2（早期收获）

3 阈值

•

识字率最低或没有

•

遵循日常社交沟通

•

在支持下参加学习活动

•

开始将口语用于社交目的

•

了解简单的说明

•

可以在视觉支持下跟随叙事

•

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发展了一些技能

•

可能熟悉某些特定主题的词汇

•

充满信心地参加学习活动

•

能够在熟悉的话题上口头表达自己的结构错

时间表包括：
M，A，Gr，
PE 和 H，G，
Sc /
Y10 选项
（没有 H）

时间表包括：

误

M，A，Gr，

•

扫盲需要持续的支持

PE，H，G，

•

可能能够遵循更抽象的概念和更复杂的书面

Sc，CS /

英语

Y10 选项
（没有 H）

4（安全）

 口语英语正在发展，使整个课程都因结构上 时间表包括：
的错误而可以参与。

 可以阅读和理解课文，除非是抽象的概念或


M，A，Gr，
PE，

需要细微差别的地方。

H，G，Sc，

可以使用阅读作为学习的工具

CS /
Y10 选项
（没有 H）

5 （合并）



英语口语发展良好，可以促进整个课程
的参与

M，A，Gr，



可以阅读和理解各种文本

PE，



书面英语可能缺乏复杂性，偶尔会出现

H，G，Sc，

结构错误

CS /



需要一些支持才能访问以下内容的细微
差别



6（主管）

时间表包括：

含义和优化英语用法开发抽象词汇

可以在整个课程中运作，达到与 FLE 学生相同的

Y10 选项
（没有 H）
英语

无需支持

水平

5

条款

5.1 对学习需求的规定最好用“学习支持”来表示，这是一个总括性术语，表示对各种类型

和级别的需求的规定。 这项拨款包括课程计划，在课堂上对个别学生或一组学生的支持，
对差异的支持，对负责这些学生教学的人的支持以及补充条款。
5.2 EAL 学生将有机会取得良好的进步。
5.3 课堂教师有责任确保学生可以参加课程，并具有在课堂环境中为 EAL 学生提供良好实

践的意识。

5.4 我们学校旨在满足课堂上 EAL 学生

的需求。 但是，也有必要让孩子退学，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获得以下重点支持：

1

在至少上半年的学期中（如果学生到达年中，则更短），学生将按照数学，希腊语，
美术和体育课的常规课程上课。 时间表的其余部分将包括强化英语课程和 EAL 跨
课程研究（CCS）-Y7、8 和 9-地理，历史和科学，Y 10-化学/商业研究，物理/
地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还可以允许学生在测试和考试中使用双语印刷的词典
（最多 10 年级，但不包括 11 年级）。

2

学生将按照数学，希腊语，艺术，体育等常规课程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Y7、8
和 9 年级）或以下选项来自十年级：化学或商业研究； 物理或地理； 生物，艺术
与设计或计算机科学两个学科。 时间表的其余部分将包含强化英语课程和 EAL 跨
课程研究（CCS）-Y7、8 和 9-地理，历史和科学，Y10-化学/商业研究，物理/
地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学生也将被允许使用在测试和考试中使用双语印刷的
词典（最多 Y10，但不包括 Y11）。

3/4

学生将按照数学，希腊语，艺术，体育以及地理，历史和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常规
课程学习（Y7、8 和 9 年级）或 10 年级以下的选择：化学或商业研究； 物理或
地理； 生物，艺术与设计或计算机科学两个学科。 时间表的其余部分将包括强化
英语课程和 EAL 跨课程研究（CCS）-Y7、8 和 9-地理，历史和科学，Y 10-化学
/商业研究，物理/地理，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还可以允许学生在测试和考试中使
用双语印刷的词典（不超过 Y10，但不支持 Y11）。

4/5

学生将遵循英语系的常规时间表，包括英语，但是将获得额外的英语支持，而不是
第三语言（Y7、8 和 9）或历史记录（Y10）。 还可以允许学生在测试和考试中
使用双语印刷的词典（最多 10 年级，但不包括 11 年级）。

6

没有额外的语言支持，但允许学生在测试和考试中使用双语印刷词典（最多 10 年
级，但不包括 11 年级）

6

监控与记录

6.1 班主任
• 班主任有责任（在 EAL 负责人的支持下）在他们照看的同时并保持班上 EAL 学生的最

新记录。
• 将为所有进度被认为不令人满意的 EAL 学生维持个人教育计划（IEP）。 EAL 负责人将

与课堂老师和其他负责人共同设计。
6.2 EAL 负责人
• EAL 负责人整理信息并为 EAL 学生安排基线。
• EAL 负责人统一保存 EAL 学生的名册（识别阶段）。

7 特殊教育需求和差异化
7.1 EAL 学生不是有 SEN 的孩子，我们学校认识到，大多数需要英语支持的 EAL 学

生没有 SEN 的需求，但具有与会说英语的孩子相似的语言技能和知识。 他们参加全部课
程的能力可能要高于他们的英语交流能力。
7.2 一些 EAL 学生可能有特殊的教育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EAL 支持外，学生还

将有平等机会获得学校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资源。

8 沟通
8.1 家长和老师将为了 EAL 学生的最大利益而共同努力。
8.2 教师应就出现的任何关注领域以及显着进步或成就领域与家长联系。

9. 将新学生分配到年级中
9.1 EAL 部门的领导和高中的领导有时可能会确定，对于新生而言，最好在其出生日期通

常不超过该年的年级以下中入学。 英国的教育体系， 通常情况下，学生将需要时间提高

英语水平，以便从我们学校的学习中获
得最大收益，并准备接受公开考试。 它还可能与学生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到达我们学校时
接受的受教育年限有关。 每种情况均应根据其自身情况考虑，但要求家长尊重学校有关分
配此类学生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