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卑诗省上小学



卑诗省的小学有些什麽
相同/不同之处？

 



小学
K, 1, 2, 3, 4, 5 ,6 

中学
8, 9 , 10, 11, 12 

小学
K, 1, 2, 3, 4, 5, 6, 7 

初中
7, 8, 9 

高中
10, 11, 12 

Ø  在加拿大温哥华

Ø  在其它国家或地区

卑诗省教育制度



对我的孩子来说，最好的学校是
什么学校？

Ø 在您家附近的学校
Ø 所有的人都一起上学的学校



 出生年份 年级
 2014 幼儿班
 2013 一年级
 2012 二年级
 2011 三年级
 2010 四年级
 2009 五年级
 2008 六年级
 2007 七年级

班级编排是根据孩子的年龄

2019-2020 学年: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升级？
Ø 班级晋升是根据孩子的年龄，而不是
根据孩子的能力

Ø 需要更多时间学习指定课程的小孩，
也跟同龄的孩子一起升读下一个年级

Ø 老师们都受过培训，注重因材施教
Ø 资源老师也会提供更多的教学辅助



卑诗省的小学教学与其它国家或
地区有些什麽同异之处？

 
 

Ø 学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 个人作业 
§ 小组课堂作业 
§ 在学校以外进行的学习活动 - 个人或与同学一起合作 
§ 实地考察 / 校外学习体验  
§ 书面作业 
§ 口头作业 
§ 自己动手做 
§ 个人或小组游戏 



幼儿班 
Ø 全日制  

Ø 从游戏中学习 
•  鼓励探索精神和好奇心 
•  学习如何解决困难和与他人相处 

Ø 主要学习社交技能和基本概念 



Ø 主题式学习，使用大量图书 [不是教科书] 

Ø  培养口语能力和增加词汇量 [30-60%] 

Ø  一般每班只有一位班主任老师 

Ø  注重下列五个方面的发展：  
      - 智能 

- 体能 
- 社交 

                 - 艺术 
                    - 情绪 

1年级至3年级(Primary) 



4年级 - 7年级(Intermediate) 

Ø  每班会有超过一位教师 

Ø  开始使用教科书，但也有其它学习材料 

Ø  重视阅读和写作能力 

Ø  口语和小组学习依然重要 

Ø  期望学生主动学习和自律 
 



为什么有些班里有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一
起上课，而有些却不是？

  

Ø 温哥华教育局有班级人数的规定 
Ø 如果一个班的学生人数不满，学校就会
把两个年级合起来，节省开支（在小学
里往往有这种情况） 

Ø 有些课程为了一些教育目的，会特意安
排“混合班” 

Ø “混合班”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同班，由同
一位老师任教 

Ø 混合班的教学都会按照规定，达到 
各级的课程目标，学习进度不会落后  



请注意 

Ø 所有班级 (单一年级和混合年级）都有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 

 
•  老师会根据个别学生的需要、兴趣和能力而因材
施教 



在混合班有些什么好处 ? 

Ø  培养自信心、领袖才和当小老师的技能  
(领袖/模范) 

Ø  与不同年级的同学交朋友，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Ø  培养责任感和正面态度 

Ø  扩大学习体验 



家庭作业 
我的孩子会有家庭作业吗? 
家庭作业的作用是什么?   
有多少家庭作业?  

Ø 给学生留家庭作业的原因很多。老师希望学生: 
• 预习好第二天的功课 
• 透过练习对所学过的课业加强理解 
• 提高英语（读写能力） 
• 增加词汇量 
• 练习以独立或小组协作方式完成作业 



Ø 举例来说，家庭作业有: 
• 完成指定的课堂作业 
• 阅读或朗读 
• 观看指定的电视或网上节目，取得更多有
关研习专题的资讯 

• 写作练习 
• 与同学合作做研习项目 
• 从图书馆、互联网等等不同的来源收集资
讯 

 
 
 
 

家庭作业 



Ø 教育厅为小孩每天应有的家庭作业
数量定下了限额 

 

Ø 限额会随着孩子的年龄而变化 

家庭作业 
 



我的孩子会得到英语
辅助教学吗？ 

Ø  所有学生入学时以年龄/出生年份分班 
Ø  如果需要英语支援，会以下列形式进行： 

•  小组集中学习 [离开原来班级] 
•  课堂内的支援 
•  应学校/学生需要的其它形式 

Ø  支援的程度会因学生的需要而有所不同 
Ø  ELL资源老师和任课老师会为您的孩子一起
制定合适的课程 



Ø  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需要两年的学习时间 

Ø  需要多年的学习，才能在学术上精通另一种语言   

Ø  精通教科书的用语需要⻓长达七年的学习时间 

                                                                                                                     

                                   7 年 

 
 



老师如何评定孩子 
英语能力(ELL)的级别？ 

 











老师如何决定孩子的学习好不好?
我的孩子会有成绩等级评定吗? 

成绩等级如何评定?
 
Ø  每个学年学生会收到三次成绩报告 
 

Ø  在小学阶段，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有成绩等级评定 
 

Ø  从幼儿班到三年级的孩子不会有成绩等级评定 
 

Ø  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会有成绩等级 
 

Ø  有些学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成绩等级 
•  英文能力很弱 
•  有特别学习需要      

 
 











成绩等级是根据学生多方面的表现而评定的: 
 

Ø  课堂参与情况 
Ø  日常课堂作业 
Ø  非正规的小测验 
Ø  正规的测验 
Ø  学生作业抽样 
Ø  研习专题 
Ø  家庭作业 
Ø  小组作业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孩子
学业成功? 



继续使用和发展母语 
老师鼓励您和家人在家里继续使用母语，因为如
果学生的母语阅读和写作能力高，这些能力可以
转移到英语阅读和写作上 

 
 

  
 
 

   在家中以母语阅读                        在学校学习英语 
有助于 



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 
 



 
 
ü 陪伴孩子参与学校的活动 
ü 参与学校的聚会 
ü 鼓励孩子参加课外活动 
ü 参加家⻓长咨询委员会(PAC)会议 
ü 出席家⻓长/教师⻅见面会 
ü 参观教室/学校 
ü 在孩子的学校当义工 
ü 自己阅读或请孩子把他们的日记本记事、
学校通讯、表格、宣传单等等念给您听 

ü 关心孩子正在学习什么；让孩子明白教
育很重要, 并且要重视 



Ø  问一问 
•  问一下孩子有关家庭作业或其它
功课的情况 

•  您也可以请孩子把一个概念或课
本的一个章节简单地归纳一下 

 

v 以上活动可以用您的母语/ 
家庭语言进行 



Ø  容许孩子给同学打电话，讨论作业 

Ø  很多时候他们的作业是小组协作项目 

Ø  邀请说英语的同学一起玩或一起做家庭作业 



支持您的孩子 



图书馆 
 
Ø 跟孩子一起到公共图书馆   

Ø 借阅英文和双语图书 

Ø 参加公共图书馆的家庭活动 

Ø 一起上网阅读电子图书 
 
   
 



TumbleBook Library 
Ø 阅读电子图书 
 



Tumblebook Library 
Vancouver Public Library 
http://www.vpl.ca/electronic_databases/cat/C88 
 



http://www.vpl.ca/extDB/login.remoteDB?
TumbleBookLibrary 





TELUS电视频道88也有提供Tumblebooks, 
或查看TV apps menu 

 



选择合适的书 
Ø 阅读水平合适的书  
         (5 个指头原则) 

 

 

 

 

 



 
  

Ø  一起看书                                                   
  (也看中文书) 
 

Ø  阅读不同種類的刊物 
(书本,杂志,报纸, 绘本小说/图像小说) 

 

Ø  安排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看书  
 (不要有使人分心的东西，不要音乐，把电视关上)  
    



在家里 

Ø 安排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孩子做作业和学习 

Ø 建立固定的“家庭作业时间” 

Ø 每天有固定和适当的“睡眠时间” 
 



Ø  限制电视和电脑游戏
时间 

Ø  容许收看一些英语和
一些母语的电视节目 

Ø  学生应该尝试每星期多次收看同
一个英语电视节目  

Ø  跟孩子讨论或请他们把电视节目
内容简单地归纳一下（请他们把
喜欢的内容告诉您） 

 v 千万不要把电视机或电脑放在孩子的卧室里 

电视和电脑 



社区活动 

Ø 参加社区中心英语的活动（例如烹饪、溜冰、夏
令营、手艺等等...）以练习听、说英语的能力 

Ø 参加团体活动 (男童军、女童军、夏令营、足球
队、垒球等等...) 



与孩子互动 



Ø 打成一片、一起玩  
     (棋盘游戏、纸牌、篮球、自行⻋车、游泳、 
     视频/电脑游戏等等...) 

Ø 一起参观、让孩子有读、听和使用英语的机会 
（科学世界、水族馆、太空馆、社区活动、家庭节庆/ 
  活动、画廊等等...） 



Ø 一同学习 
•  一起看书, 请孩子读英文书给您听 
•  互相练习用英语对话 



鼓励孩子 



赞赏孩子 
 

对孩子正面的肯定有助于他们喜爱学习 
 

赞赏他们的成就，无论大小 
 

肯定他们所尽的努力 



充满热情 
  

让孩子感受到学习是兴奋有趣的事 
 

鼓励孩子尽力做好份内之事 
 

让孩子知道功课不是一个无聊的苦差事 
  

 



以身作则 
Ø 阅读各类的读物 

•  书本, 报纸, 杂志 
 

Ø 学习英语 
•  参加英语课程 
•  一起练习说英语 

 

Ø 追求嗜好/兴趣 
•  与孩子分享您的嗜好 
•  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嗜好/兴趣 



耐心等待 

切记：学习新的语言需要时间 
 
 



请记住 
Ø  基本的英语沟通能力需要两年的学习时间 

Ø  需要多年的学习，才能在学术上精通另一种语言   

Ø  精通教科书的用语需要⻓长达七年的学习时间 

                                                            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