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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非英文为母语的家长的翻译信息 

Education Social Work Service(教育社会工作服务) 的其中一项职责是促进良好的

就学和帮助学校来保障儿童应受到的教育。我们注意到在 Bournemouth 的一些家

长和监护人并没有了解到有用的信息，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或者他们是

从其他不同学校的制度和方式的国家搬迁到这里。我们提供以下信息的中文版本，

并根据需要发放到家长手中。 

在我的孩子在什么年龄可以开始上学? 

孩子可以在他们的第 4 个生日后的 9月开始上学，除非家长可以为孩子提供其他的

教育方式，孩子在他们第 5个生日后，必须依法，在学期开始时上学。如果孩子选

择在家自学教育课程或者去私立／独立学校读书，他们必须持续接受教育直到他们

16周岁的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在 2008年 9月后开始读中学的孩子必须在学校学

习到 2013 年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也就是他们 17周岁时。这个年龄界限会在

2015年时上升到 18周岁的六月最后一个周五。 

如何为你的孩子找学校？ 

当你知道你将要居住的地址，你可以联系 Bournemouth 市政厅的学校招生服务处。

他们市负责所有学校学生入学与咨询。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信息，一般而言， 小

学是针对 4岁至 14岁的孩子，中学是针对 11岁至 16／18岁的孩子。 

你可以在以下的网站找到小学的介绍宣传手册和学校申请表格：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

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你可以在以下的网站找到中学的介绍宣传手册和学校申请表格：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

ngforaSchoolPlace/MovingUpToSecond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这些文件都 可以在当地的图书馆和客户服务中心可以获取。儿童信息服务部的工

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地址:Town Hall, St Stephens Road, 

Bournemouth BH2 6DY,电话： 01202 456223. 

如果你是 从英国境外移居到 Bournemouth的，你 需要 以下 的文件为 你 的孩子

注册： 

从英国以外移居的到 Bournemouth 的任何学龄儿童，如果需要入学读书，必须把文

件提供到在 Bournemouth 市政厅的顾客服务中心。所需的文件包括父母或监护人的

护照，孩子的护照，和在 Bournemouth的居住地址。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MovingUpToSecond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MovingUpToSecond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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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ournemouth 学校开始上学  

一旦提交了学校申请，录取通知书将会从入学服务处寄给父母或监护人，通知你在

孩子开始上学前与学校联系。信中会指明一个固定日期，作为你的孩子必须开始在

学校上课的时间来保证他／她的学籍。你的孩子可以在这个日期前开始上学，让你

们有一个参观学校的机会。在 Bournemouth的学校都鼓励孩子的家长／监护人和孩

子一起，在开学前来到学校参观，并与校长见面。这样的参观可以让你了解学校，

面对面咨询及如果你的孩子有任何的医疗或学习的需要，而校方应该了解知道的，

都可以在参观中提出。 

出勤 

当你的孩子在 Bournemouth 的学校正式注册后，根据法律要求，家长／监护人必须

保证孩子定期上学。如果家长或监护人没能做到该要求，他们将会在刑事法庭受到

检控或收到罚款通知书，最高罚款金额可达到 2,500 英镑。 

在确保你的孩子定期上学时，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按时到校。所有的学校都是各自

设定好的上下课时间，请和校方联系，确认他们的时间表。如果你的 孩子迟到超

过 10分钟或者错过了早上或下午的签到，合理迟到文件将不会被同意，并影响你

的孩子的出勤状况。 

当你的孩子不舒服时你应该怎么做: 

家长或监护人必须在孩子因为不舒服而缺勤的第一天，主动与校方联系并提供孩子

生病的相关信息，还需要告知孩子回校的时间。如果家长没有和校方联系，那么学

校会以电话或写信的方式联系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因为生病而持续缺勤，那么学校

需要一封 GP或者医院的信件来证明孩子是因为生病而缺勤，确定是否需要学校的

支持和帮助。  

看病预约: 

我们不建议家长和监护人在上学期间内，为孩子安排看病预约。当情况无可避免的

时 ，学校将要求出示一份预约信，来确认同意缺勤申请。 

假期 : 

学校同意不同宗教信仰规定的假期，但是这将适用于节日当天／期间的假期申请。

如果家长想在学期进行期间，因为任何其他原因，需要带孩子离开学校，必须得到

学校的同意，通常这是由班主任老师决定。学校可以根据特殊情况，批准孩子每学

年最多 10天的假期。通常情况下， 学校很可能不会在孩子刚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内

批准假期。所有的学校都有批准假期的标准，父母或监护人应尽早在定假期前，完



Chinese – Information for Parents, 2011 
 

 

成请假申请。学校考虑孩子的在校的考勤记录，以及他们是否会错过重要的学习或

考试。如果孩子未经学校批准就私自离校度假，校方可针对每个孩子的家长发放罚

款通知书。 

家长需要知道，如果孩子并没有在学校假期或同意请假时间的规定返校日后的 20

天内回校，他／他的名字有可能会在校方档案中删除。 

低于上学年龄的孩子: 

有各种选择，其中包括注册育童工作者，托儿所和学前教育处，为所有的 3岁和 4

岁儿童提供教育。这些信息都可以在客户服务中心获取。 

对于超过法定上学年龄的青年: 

从 13岁开始，青少年可以访问 Connexions,这个服务提供择业和继续教育的一间

，并可以帮助青少年申请中学六年级或大学。你可以访问离你最近的办事处 

http://www.connexions-bdp.co.uk  

或致电 – 0800 3583888. 

在读书时工作: 

关于上学的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工作和工作的小时数， 都有严格的法律

限制。只有 13岁或以上的孩子可以工作，并且在上学期间，每周工作不能超过 12

小时及只能在规定范围内的行业中工作。你可以在儿童雇佣办公室获取工作许可证

明的申请表格及更多的信息。可以致电 456351 或网站
www.bournemouth.gov.uk. 

离开学校或移居别处: 

如果学生因为任何原因不继续上学，家长或监护人必须通知学校，并告知校方孩子

将在何处继续他们的学习，包括移居海外的儿童。这是根据法律规定，孩子是否在

校读书。学校必须通知地方当局，否则孩子会被认为没有接受应有的教育。

Bournemouth镇政府将会追踪孩子的教育状况，包括家庭访问，写信到注册地址及

查询。因此，当你的孩子不再继续上学，请确保向学校提供足够的信息，并让他们

了解知道整个状况。 

选择家庭教育 

家长或监护人有可能选择不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而选择在家或别处为孩子提供教

育。这样可以称为选择家庭教育。如果孩子开始在学校学习，家长或监护人必须以

http://www.connexions-bdp.co.uk/
http://www.bournemouth.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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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的形式告知学校，孩子将会在家中继续接受教育。在市政厅的入学办公室将寄

给你一份表格，你可以为你的孩子注册在家进行教育。 

如果孩子注册了选择家庭教育，教育由家长提供，那么孩子需要选着家庭教育监督

员的检查。在 Bournemouth，这位老师将与父母／监护人联系，安排检查孩子学习

的成果，看孩子是否接受到有效和适当的教育。当家长为孩子注册了选择家庭教

育，入学办公室将会寄给家长更多关于选择家庭教育的信息。在 Bournemouth 镇政

府有介绍这方面信息的小册子： 

https://www.bournemouth.gov.uk/Education/Home_Education/default.asp  

 

退出宗教教育的权利: 

 

家长／监护人有合法权力让自己的孩子退出宗教教育。 

 

因此，学校应该告知父母／监护人这个权力和需要，保证他们了解宗教教育的性质

和内容，教学大纲及其学习目标和目的。 
 
家长（或学生自己，如果他们是18岁或以上）的可以有自主权力行使退出宗教教

育，并清楚指明是退出宗教教育的所有部分或只是其中特定的一部分。 

 
 退出科目学习只限于宗教科目，并不适用于其他科目，包括有可能的宗教方面的

讨论，例如在历史课或公民权力。 

 

学校有责任对退出宗教学习的学生进行监督，但不提供额外的教育或发生额外的费

用。学生通常会留在校内。 
 

(1998年学校标准和结构法，第71部分) 

其他教育服务 

教育服务机构为在校读书的孩子提供额外的支持，帮助他们学习或行为。如果你觉

得你的孩子需要更多的服务和帮助，你可以和孩子的老师讨论，这些帮助都可以通

过学校提供给孩子。  

EMTAS 服务 : 

当有第一语言非英文的孩子来学校读书时，这项服务可以学校提供建议。这项服务

可以帮助学校，让孩子更好的融入学校。这项服务将为学校提供特定服务，EMTAS

服务可以判断孩子是否适合这个学校。这并不是对孩子的歧视，孩子也许只在学校

短期的呆一段时间，但可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长期的帮助。 

https://www.bournemouth.gov.uk/Education/Home_Education/defaul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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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帮助: 

如果孩子在学校表现不佳，学校将采用各种的方式来改变孩子的行为。学校的最重

处置将停止让孩子来上学（禁止孩子来学校参加正常的学习）。开除可以时一个固

定的时期;  

如果开除的固定时期是 1至 5天－在开除期，孩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时间内呆在家

里，学校将不提供任何教育课程。 

如果开除的固定时期是 6天或更多时间－在开除期开始的那天，学校必须为孩子安

排其他的替代教育课程。 

如果孩子的行为是重复性的不良行为或严重原因，学校可以选择永久性的开除该学

生。学校可提供一个合理的学籍迁移到另外一个学校，以防止孩子收到永久性的排

斥。学校将要求家长／监护人到学校开会，解释他们的行为。 

如果一个孩子受到永久开除，可向当地政府对学校提出起诉，如果需要任何的咨

询，可以从教育社会工作服务－电话 01202456179 获得信息，了解整个过程。在起

诉过程中，开除决定将暂缓，孩子可以区另外一个学校学习。 

保护儿童: 

儿童受到全面的法律保护，每间学校或其他组织一起合作，保护孩子免受上海，如

果有孩子或承认报告任何的担忧，将会有一名指定的儿童保护官员来负责事件处理

过程。如果你有任何担忧，你可以和学校直接交流。 

校园欺侮行为的对策： 

每间 Bournemouth 的学校在校园欺侮行为上，做非常多的工作，希望能防止这种行

为的出现。政府对欺侮行为定义为 “反复经常性的，个人或团体，故意伤害其他

个人或团体，无论是身体或情绪的行为。” 

从研究表明，欺侮行为很少会停止，直到情况改变：学生处理问题的方式；“学校

霸王”和他／她的态度；学校的干预。学校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如果您的孩子

遇到任何形式的欺凌，请鼓励他们寻求在他们的学校工作人员的帮助，如果他们觉

得无法的做到这点，请了学校的工作人员代表他们发言。学校和警方知道，这种通

过电子技术的欺凌行为，他们正在努力教育年轻人来防止这种情况。 

儿童没有得到父母或近亲的照顾:  

私人看护是为小于 16 岁（小于 18岁，如果是残疾人士）的孩子，在没有他们的父

母或近亲的照顾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照料。这样的私人安排是由家长或监

护人安排的，照顾时间在 28天或更多。近亲可以定义为继父母，祖父母，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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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叔叔姑姑或舅舅阿姨（无论是直接血缘或间接血缘关系）。如果孩子是受到

这样的照顾，必须通知 Bournemouth地方政府，他们需要定期访问，检查孩子，确

定他们受到适合的保护。 

 更多的信息请浏览以下网站; 

http://www.bournemouth.gov.uk/SocialCareHealth/ChildrensServices/Fosterin
g/PrivateFostering.aspx 

或者联系儿童社会保护部门的评估和维护团队，地址是： Assessment & 

Safeguarding Team, Children’s Social Care, 79 Lansdowne Road, Bournemouth, 

BH1 1RP, 电话- 01202 458101 

其他常问问题: 

我怎么为我的孩子择校？  

在 Bournemouth地区，我如何获取当地学校信息？ 

我在何时怎么样申请学校？  

在完成申请表格后，下一步是什么？ 

如果我的孩子有学习障碍和／或残疾，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帮助？ 

我会在购买校服得到任何的补助吗？ 

我如何把孩子送到学校？  

我可以获得交通卡的补助吗？ 

学校的开学日期是什么时候？ 

以上的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 :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

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http://www.bournemouth.gov.uk/SocialCareHealth/ChildrensServices/Fostering/PrivateFostering.aspx
http://www.bournemouth.gov.uk/SocialCareHealth/ChildrensServices/Fostering/PrivateFostering.aspx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http://www.bournemouth.gov.uk/ChildrenEducation/InformationforParentsCarers/ApplyingforaSchoolPlace/StartingPrimarySchoolInformation2011-201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