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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厅长致辞

亲爱的家长们：
在一个人求学生涯的头几年，幼儿园和学校是生活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年龄段，孩子们沉浸在一
个神奇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与同班同学组成的集体
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孩子是否快乐？他与老师的
关系如何？家长对学校是否信任？学校与家长之间建立
一种富有成效的、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是孩子们未来求
学路上的基石。这一互动合作是我最关心的。
作为家长，您可以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作出很多贡
献，同时，在您孩子今后的求学生涯中，您还可以陪伴
他、呵护他和支持他。本手册中汇编了有关我们教育体
系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希望它们能给您提供帮助。

州教育厅厅长 Bernhard Pulver

手册中还有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 幼儿园和学校有怎样的构架？
- 对家长有怎样的期待？
- 我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孩子在学校里感到快乐并取得
良好的成绩？
如有疑问，您孩子的老师和校领导乐意为您解答。
也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erz.be.ch，这是您所属社区
和您孩子就读学校的网站。
在您的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学期间，我们祝愿他和作
为家长的您能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Bernhard Pulver
伯尔尼州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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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伯尔尼州分为一个德语区和一个法语区。请注意，本
手册中的信息针对州内的德语区。重要的德语概念用
绿色字体突显。

1 重要内容简介

一般说明

-

Allgemeines

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通常长达 11 年。孩子从
4 岁起进入幼儿园。完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
任务后，青少年们再接受两年到四年的培养，在
此期间，他们要么学习一门职业，要么进入中专
或高中深造。

-

职业培训 / 中专或高中

2-4年

Sekundarstufe II
职业培训 / 中专或高中

初中 (7  9 年级)

国民学校

Volksschule

以两到三种不同的要求和水准授课

-

为选择职业做准备

小学 (1  6 年级)

3年

一个学年始于八月中旬，结束于七月初。儿童和青少
年们每年接受课堂教育的总时间为 38 或 39 周，假期
分散在整个学年中。
秋假 在九月份和十月份：共三周
寒假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共两周

6年

Primarstufe
义务教育
-

学年与假期
Schuljahr und Schulferien

Sekundarstufe I
义务教育
-

身体有残疾或有智障的儿童和青少年应根据情况
入读国民学校或符合其需求的特殊学校。有关合
适的培养和促进发展的方式的信息 (也针对四岁
以下的儿童) 可以向您所属地区的州立教育咨询
机构索取：
www.erz.be.ch/erziehungsberatung

体育运动假：共一周
春假在四月份：共两周

在 5 和 6 年级启动升学程序：升入初
中，并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水准分班

暑假 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共五周
幼儿园

2年

Kindergarten
义务教育，4 岁入园

-

所有儿童和青少年都有权免费入读其居住地的幼
儿园和学校。教材和学习用品由社区政府免费提
供。

-

女生和男生原则上在一起上课，对他们设立的教
育目标是一样的。

-

公共国民学校对宗教信仰保持中立态度。在普及
性教育的范围内，同时也为了让公民们学会尊重
另类思维者和有其他信仰者，在课堂上会讲解各
种宗教理论。作为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社会，在
充分保证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长们对宗教信
仰的自由的前提下，我们会在课堂上介绍基督教
习俗和节日，如圣诞节等。

-

除了国民学校外，还有私立学校。入读这些学校
需要得到教育厅的批准，而且需要缴费。

学校放假和节假日的准确日期表请向所属社区 (可以是
一座城市或一个乡村等) 的行政管理机构索取。

课时表
Stundenplan

平日上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一节课用时 45 分钟。上
午至少上 4 节课，开始和结束时间都是统一的 (整块时
间)。下午的上课时间有所不同 (两到四节课)。根据年
级的高低，有一到四个下午不上课。在周三下午，幼
儿园和小学一律不上课。您的孩子下一年的课时表由
班主任老师负责分发。
作为家长，您有义务督促您的孩子按照课时表去学校
上课。在课后以及在往返学校的路上，孩子的安全由
您负责。
也请浏览“缺课与免课”部分 (第 4 页) 以及“家长与学校”
部分 (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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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
Beurteilung

在各个年级，班主任老师至少每年会与家长约谈一次。
谈话内容主要针对您孩子的学习进展及其工作和社会
表现。
1 到 6 年级的学生在学年结束时每人会获得一份书面
评语，家长从中可知，他们的孩子达到各门课程的学
习目标的程度如何。从 3 年级起，在评语中还会添加
学生的学习成绩。7 到 9 年级的学生每个学期期末就
得到一份书面评语，其中也有对作业和学习表现的评
价。

全日制学校
Tagesschule

对于需要在课前、午间和课后托管的孩子，只要有足
够的需求量，所属社区可以提供全日制学校；托管设
施大多设在国民学校的校区内。
全日制学校提供三种不同的托管时间段：
上课前的早晨托管
午间托管连同午餐
课后托管或在无课的下午托管

分数共分 1 到 6 级 (6 分 = 优秀，4 分以下 = 不及格)。
也会给予半分 (如 5.5 分或 4.5 分)。
有关评语的多语种详细信息请浏览：
www.erz.be.ch/beurteilung > Elterninformation

缺课和免课
Absenzen und Dispensationen

-

作为家长，您有义务按照课时表送您的孩子去幼
儿园或学校。故意不让孩子上学的家长会受到惩
罚。

在午间托管和下午托管期间，还提供家庭作业辅导。
家长们可以根据需要作出选择。日托服务是收费的。
收费标准按照家长的收入、财产和家庭成员数量来定。

-

作为家长，您应告诉老师孩子缺课的原因：如果
预知将缺课，应提前通知相关的任课老师。如果
是意外缺课，出于安全考虑，应尽快通知老师。

有关全日制学校日托服务的详细信息请浏览
www.erz.be.ch/tagesschulen ， 或向 班主 任老 师或 校
领导询问。

-

您的孩子出于以下原因缺课被视为是经过请假
(得到同意)：孩子生病或发生事故，家庭成员亡
故，搬迁，就医 (包括牙医)。

有关家庭以外的其他托管方式 (儿童日托所，保姆等)
请浏览 www.gef.be.ch > Familie

-

您孩子缺课的时数 (包括请了假的或无故旷课的
时数) 会在评语中注明。

-

如果想要得到同意免课，必须提前四周向校领导
提出书面申请。出于以下原因，孩子可以被同意
免课：参加重要的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发生了
重大家庭事件；参加其他母语及祖国文化课程
(HSK)，完成尝试性教程。

-

家长每个学年有权让自己的孩子最多缺课五个半
天(上午或下午均可)，而无需说明缺课原因。如
果您要求让您的孩子缺课半天，只要提前两天通
知班主任老师即可。

-

家庭作业
Hausaufgaben

家庭作业是对课堂教育的补充。通过做家庭作业，课
堂学习内容得到深化和巩固。请注意，您的孩子需要
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以完成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应由孩子独立完成，而无需家长针对内容提
供帮助，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不能独立完成作业，请
及早与其任课老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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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和业余活动的补充

健康

Bildungs- und Freizeitangebote

Gesundheit

学校的义务课程得到选修课程的补充。学校提供音乐
和美术领域以及跨专业的课程和活动。

在幼儿园里，以及在 4 年级和 8 年级，儿童和青少年
们都将接受社区雇用的校医的检查。这项检查是义务
和免费的。旨在及时发现孩子们是否存在健康问题，
如听力、视觉和语言障碍或姿势和运动障碍。如果在
孩子身上发现有进一步澄清或治疗的必要存在，校医
会通知家长并与他们商讨下一步的处理办法。

从第 7 到第 9 学年，还有其他课程和活动供选择。选
修课程对家长同样是免费的。
通过学习母语及祖国文化课程 (HSK)，在多语言环境
下成长的儿童和青少年们可以拓宽其母语 (母亲或父亲
使用的语言) 知识，并加深对母亲或父亲祖籍国的文化
的了解。此类课程的倡导者和发起者是祖籍国或私人
协会。所提供的课程部分是收费的。
详细信息和可选课程概览请浏览：www.erz.be.ch/hsk

校医也会定期检查儿童和青少年的牙齿。该检查同样
是义务和免费的。需要治疗时会通知家长。治疗费用
由家长自行承担。在国民学校，会指导孩子们如何正
确地护理牙齿。
如果您的孩子有病或定期服用药物，请告知他的班主
任老师。

给儿童和青少年们开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和其他业余活
动大多由私人协会来组办，凭自愿参加。参加此类协
会的活动通常需要交纳年费。

针对孩子与健康的专题请浏览多语种网页：
www.migesplus.ch > Kind & Gesundheit

在各地的音乐学校，有资质的音乐教师们教授多种乐
器的使用，此类课程是收费的，现有音乐学校一览表
请浏览：www.vbms.ch > Mitglieder
有关体育运动项目和其它业余活动方面的信息请向您
所属的社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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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民学校

宗旨和组织机构
Ziele und Organisation

幼儿园和学校旨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们获得知识、能
力、立场和行为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环境和社会，
并融入其中，让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有责任感
的和有个性的人，并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有能力并能
成功地接受职业培训或进入更高级的学校深造。
老师基于教学计划进行备课，在教学计划中规定了幼
儿园和学校应达到的具体目标。
在每个社区，由学校委员会来负责并监督幼儿园和学
校的日常运作。受教育厅的委托，由学校监察员负责
对州内幼儿园和学校的工作进行审查和监督，以确保
它们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
一旦您的孩子即将达到入读幼儿园的年龄，社区会催
促家长去幼儿园办理登记手续。

幼儿园

通常，幼儿园入读时间为期两年。视孩子的发展情况，
也可以将孩子晚一年送入小学，或将一年级的课程内
容分两年完成。
对于在多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如果他在进入幼儿
园时还不太能理解或使用当地语言，会获得额外的支
持。掌握良好的德语能力是您的孩子今后取得理想学
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请注意创造条件，让您的孩子在
进入幼儿园之前就有机会与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并能
从中学习当地语言。请向您所在的社区了解给两岁以
上的孩子提供的游戏和看护可能性，如父母约会、游
戏小组或儿童日托所等。
参见“作为家长为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做出贡
献”(第 12 页)。
在某些社区，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全
部或部分一起 (年龄混合) 上课 (Basisstufe 或 Cycle
élémentaire)。
有关幼儿园的详细的多语种信息参见：
www.erz.be.ch/elterninfo > Kindergarten

Kindergarten

在幼儿园，孩子们寓教于乐，寓乐于教。他们要学会
自己如何被更好地感知和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学会
如何融入一个由孩子们组成的更大的集体中，并在与
自己所在的环境相处时积累经验。幼儿园促进孩子的
全面发展并为他们入学做好充分的准备。幼师们观察
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给予必要的支持，并向家长讲
述他们的进步情况。

小学 (1 – 6 年级)
Primarstufe

在 1 到 6 年级， 学生们学习并巩固基本技能，如阅读、
书写和计算。他们初涉周围环境并开始学习工作技巧。
他们常常会在不同的科目中触及同一个专题。他们独
立和自行负责的工作能力得到不断增强。
从 3 年级起，学生们就开始在州内的德语区学习第一
门外语“法语”，而在州内的法语区则学习“德语”。
从 2013 年起，在本州的两个区内都将从 5 年级起就
开始学习英语。
在 5 年级和 6 年级，会对您的孩子升入初中
(Sekundarstufe I) (7  9 年级) 启动升学程序 (参见下
页)。

在某个领域 (比如在语言或运动技能的发育方面) 需要
得到特殊支持的孩子会获得额外的专业人员提供的帮
助。

对于那些在某些领域 (如语言、运动、学习、注意力)
有困难的孩子，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情况来确定教材
和授课方式，或得到专门接受过这方面培训的教员的
指导。
为此，在得到家长的同意后，孩子的学习障碍会得到
一个专业机构的评估，该专业机构会作出鉴定，看相
关的孩子是否需要接受特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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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授课 (Spezialunterricht) 在上课时间内在全班进行，
或以小组方式在班外进行。此外，在许多社区内，有
学习障碍的孩子还可以就读特殊班级。特殊班级 (Besondere Klasse) 的学生数量要比常规班级的少，且该
班级的授课老师在给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授课方面接受
过专门培训。
对于天资特别聪颖的学生，也会提供专门的学习教程，
但这些专门教程的参加资格须经专业机构的评定。

初中 (7 – 9 年级)
Sekundarstufe I

在初中，会根据学生们的成绩以两到三种不同的要求
和水准给他们授课：
初 中 分 为 实 用 班 (Realklassen) 和 提 高 班 (Sekundarklassen)。在提高班，学生们应满足更高的要
求。如果提高班的学生能够取得良好至优秀的学习成
绩，便可以为升入高中做准备。某些社区为此设立了
专门的提高班 (spezielle Sekundarklassen)。每个社
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给实用班和提高班的学生们分
别单独授课或部分共同授课。
在初中阶段，也可以为有需要的学生进行特殊授课或
开设特殊班级。
进入初中后，对学生们单独或在小组范围内独立工作
的要求在不断增加。对他们的普及性教育范围得到扩
大，内容得到深化。此外，也为学生们在“接受职业培
训”还是“升入中专或高中”之间做选择做好准备。青少
年们将根据个人的兴趣、强项和学习成绩来选择职业
(Berufswahl)。学校则通过在课堂上讲解相关的专题在
这一重要的职业选择过程中给予学生们以支持。同时，
青少年在决策过程中还得到家长、班主任老师和职业
咨询机构的帮助。

从小学升入初中
Übertritt von der Primar- in die Sekundarstufe I

您的孩子从小学升入初中的事宜在 5 年级和 6 年级期
间按照升学程序来办理。

班主任老师会及早将与职业选择和寻找培训岗位相关
的要求和期望传达给青少年们及作为家长的您。
也请浏览“从国民学校毕业后” (第 9 页) 以及“评语”
(第 4 页)。

初中 (第 7 – 9 学年) 课程分两到三个不同的要求和水
准。在第 7 个学年，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对其所
期待的发展情况将他们分别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水准分
班。班主任老师会在五年级向学生及其家长讲述升学
程序。
也请浏览“初中”(第 7 页) 以及“从国民学校毕业后”(第 9
页)。
有关国民学校的评语和升入初中的多语种信息请浏览：
www.erz.be.ch/beurteilung > Eltern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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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迁来的儿童和青少年
Neuzuziehende Kinder und Jugendliche

如果您是新近迁入现属社区的家长，您可以向社区行
政机构了解有关您的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学的情况。如
果您的孩子在瑞士逗留，并在瑞士居住数月，则他负
有上学的义务。在整个学年之内，您的孩子都可以插
入到幼儿园和学校学习。
对于新迁入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听取其家长和前任老
师的意见后 (或根据呈交的评语)，根据年龄并在兼顾
其已完成的学年后，将他分配到相应的年级 ( 在初中
也根据相应的要求水准)。校领导的分配最初是临时性
的。
从 4 年级起，对于来自国外、不懂课堂用语的同年级
儿童和青少年，让他们重读该学年的课程较好，这样，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课堂用语和完成教材内容中
的空缺部分。

对于不掌握或只掌握少量课堂用语的儿童和青少年，
他们可获得额外的语言辅导。在州内的德语区开设的
附加德语课 [Deutsch als Zweitsprache (DaZ)] 是免
费的，这些课程在上课时间内在班内或班外进行。
在市级社区，会在不懂课堂用语的儿童和青少年入学
之初给他们提供十周的语言强化辅导。
参加体育协会的运动项目、进入全日制学校以及上母
语及祖国文化 (HSK) 课程有助于您的孩子快速融入新
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中。
也请浏览“从国民学校毕业后” (第 9 页)“。

8

3 从国民学校毕业后

培训可能性
Ausbildungsmöglichkeiten

通往某一特定职业或升入中专/高中的道路可能与您的
想象不同：如果您是在瑞士长大的，则与以前不同；
如果您是从国外迁入的，则与您的祖国不同。如今，
比如有超过 250 种职业供直接在国民学校毕业后学习。

对于从其他州新迁入的或来自国外的青少年，如果他
们有意在伯尔尼州继续高中阶段的学习，可以通过以
下多语种须知了解相关情况：
www.erz.be.ch/aufnahmegym
有关中专和高中的信息请浏览：
www.erz.be.ch/mittelschulen

完成义务教育后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对您孩子的未来至
关重要：如果没有接受完整的职业培训或中专/高中没
有毕业，则获得工作岗位和所期待的工资的机会渺茫，
且不会再有进一步深造和迁升的机会。

临时解决方法

职业基础培训 (学徒)

如果到第 9 学年结束之际，您孩子的学识或所掌握的
课堂用语依然没有达到升入所追求的职业培训阶段所
需的要求，则可以入读为职业生涯作准备的 10 年级。
这一可能性也适用于不懂或只懂得少量课堂用语的新
迁入的 16 – 18 岁的青少年：www.erz.be.ch/bvs

Die Berufliche Grundbildung (Berufslehre)

完成义务教育后，大多数青少年通过职业基础培训 (学
徒) 学习一门职业：在两到四年的学徒期间，他们在一
个企业接受实践培训，同时，他们每周两到三天去上
职业专科学校 (Berufsfachschule)，在那里，他们同样
能学到职业专业知识并深化其普及教育内容。在学徒、
学徒培训企业和职业专科学校这三方之间会签署一份
学徒合同。对于某些职业，也可以只接受学校的培养
[Handelsmittelschule (HMS) 和 Lehrwerkstätten]。
鉴于企业培养与学校培养相结合，故年轻人在完成了
职业基础培训后通常在工作市场上能获得很好的就业
机会。此外，在完成职业基础培训后还有多种继续深
造的机会。
如果成绩很好，在职业基础培训期间或之后都可通过
职业考试 (Berufsmaturität)， 由此有机会进入某一专
科学院 (Fachhochschule FH) 继续深造。
有 关 职 业 基 础 培 训 的 其 它 信 息 请 浏 览 ：
www.erz.be.ch/berufsbildung

Zwischenlösungen

请及早向您孩子的班主任老师或当地的职业信息中心
(BIZ) 了解这一或其他的临时解决方法。

其他信息
Weitere Informationen

除了上述的从国民学校毕业后的培训可能性以外，还
有其他的选择可能性。
有关职业选择和地点的信息请向当地职业信息中心
(BIZ) 了解：
www.erz.be.ch/berufsberatung
有 关 职 业 选 择 的 多 语 种 信 息 请 浏 览 ：
www.berufsberatung.ch/dyn/8188.aspx
从国民学校毕业后的培训途径：图
www.erz.be.ch/berufsbildung

中专或高中
Die Mittelschulen

中等专业学校 [Fachmittelschule (FMS)] 的学制为期三
年，它专为在卫生和教育 / 社会领域的职业培训做准
备。
天资聪颖且愿意付出大量努力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级中
学 (Gymnasium) 深造。高中教育始于 9 年级，为期四
年 (9 年级后也可以升学)。在高中阶段，按照不同的
重点进一步深化普及性教育内容。凭借其毕业证
(Matura) 便 可 无 需 考 试 直 接 进 入 高 等 院 校
[Universität 或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ETH)] 或在实习一年后升入专科学院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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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长与国民学校

合作

重大决定

Zusammenarbeit

Wichtige Entscheide

根据法律法规，家长和国民学校负有合作的义务。这
种合作应伙伴式进行。在此，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心情
舒畅始终处于核心位置。

相互间的信息交流
Gegenseitige Information

幼儿园和学校会向家长汇报与课堂教育 (活动、每年一
次的全班一日游等) 和学校运作相关的事件和计划。这
些信息以书面形式或值召集家长会和开放日之际传达，
希望父母双方都能到会或到场。如果父母双方均不能
参加，应口头或书面向发出邀请的老师请假，并了解，
尽管如此还可以何种方式获得这些信息。

针对您孩子的求学生涯的一切重大决定 (如从幼儿园升
入小学、从小学升入初中、升入高年级、转入特殊班
级) 都会在与您的孩子和您协商后作出。您有权通过相
关的老师和校领导了解情况，讲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得
到咨询，同时也有权查阅与您的孩子相关的所有档案。
对学生求学生涯的决定权在校领导手中。作出的最终
决定必须以书面形式给您，且须说明理由。如果您有
异议，可以向学校监察员提出。
也请参见“评语”部分 (第 4 页)。

协作
Mitwirkung

幼儿园和学校定期向家长汇报您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在
校表现：每学年至少会安排与家长面谈 (在学生家长和
班主任老师之间) 一次 (也参见“评语”，第 4 页)。希望
学生的父母双方都能参加。面谈时间会与您事先约定。
如果您感觉到自己对您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在校表现了
解甚少，可以向班主任老师或校领导询问。
在与班主任老师约定后，您可以到您孩子的班里听课。
如果存在对您孩子的健康发展和注意力有影响的事件，
请告诉班主任老师。
也请参见“缺课”部分 (第 4 页)。

翻译
Übersetzung

重要的是，您应真正了解家长会或家长面谈的内容。
同样，能表述您的想法和提出疑问也很重要。如果您
因语言障碍无法做到这一点，可以携带一名能帮助您
翻译的成年人一同前往，尤其是在家长面谈时。学校
也可以为您安排一名翻译员，由学校委派的翻译员持
中立态度，并应履行保密义务。

如果您愿意并有可能，为您孩子的老师、他所在的班
级或学校提供帮助，比如作为出游时的陪同人员、在
举办某些活动和项目时的助手，或为其他孩子的家长
等担任翻译员，请告诉班主任老师。此类协助工作有
助于增进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良好关系和营造一种宜人
的气氛。
许多幼儿园和学校设有家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每个
班级一到两名家长代表组成，家长代表由每个班级的
学生家长在一学年的初期选出。一个班级的家长代表
与该班班主任老师密切配合，他们共同促进家长和任
课老师之间的联系，并探讨和交流有关教育和学校组
织工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遇到困难，家长代表帮
助解决；在班级开展活动和完成项目时，他们提供支
持；在学校的家长委员会里，他们代表本班家长的利
益。家长委员会的任务则是讨论涉及整个学校 (或至少
是一个年级) 的议题。
有关家长在幼儿园或学校的协作情况请向班主任老师
或校领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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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国民学校里遇到困难

6 在教育方面遇到困难

也许您的孩子在班级里感到心情不畅，或他的学习成
绩突然下降，也许您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的交往中遇
到了麻烦，或您作为家长不同意老师作出的决定。

如果您在教育方面存在疑问，可以与班主任老师联系，
也可以与其他家长沟通，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处理遇到
的困难的。

遇到困难时的处理方式

向专业人员咨询

Vorgehen in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Beratung durch Fachpersonen

遇到涉及您的孩子、老师或全班的困难时，请采用以
下处理方式：

除了您孩子的老师外，您还可以与其他专业人员联系：
您所属辖区的教育咨询机构可以给您提供支持。

1. 家长与老师取得联系，相互探讨现状，寻找解决途
径。通过这一途径通常能够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
法。

教育咨询机构在以下情况下为您提供帮助：
-

如果您在教育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麻烦已超出您能
承受的范围 (孩子不听话、对抗、恐惧、好斗、
兄弟姐妹间发生争执、与同龄孩子交往时遇到麻
烦、在何时和怎样完成家庭作业方面发生争执、
网瘾大、酗酒、吸毒、业余活动不正当等，或当
孩子长期处于悲哀或厌食状态时)

3. 如果未能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找到令人满意的
解决方案，可以向学校委员会陈述问题所在。

-

当家庭处于一个困难时期 (分居、离婚、其它家
庭负担等) 时

家长和老师都必须遵守这种做法。需要时可以安排翻
译员进行翻译。

-

当孩子在学校里遇到困难 (学习、成绩和表现差)，
以及为能提供帮助而需要更准确的解释时 (根据
家长和学校共同提出的申请)

违纪时采取的措施

-

当孩子在班级内 / 校园里遇到麻烦 (比如暴力、歧
视) 时

2. 如果在家长和老师之间没有对解决方法达成一致，
且一方或双方都认为必要，可在家长、老师和校领
导之间进行面谈。

Massnahmen bei Disziplinproblemen

国民学校应确保学校的正常运作，使所有孩子都能感
到心情舒畅，并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学生应遵守
学校为大家的共处制定的规章制度 (包括校规和班规)，
并服从老师、校领导和学校工作人员的安排。如果学
生一再触犯或严重侵犯规章制度，学校会将情况通知
家长并采用遇到困难时的处理方式。
如果约定的措施没有带来正面的改变，可以通过学校
向专业人员咨询。如果学生的行为严重影响学校的正
常运作，学校委员会可以提出书面警告或开除学籍的
书面威胁。为确保学校的正常运作，学校委员会可以
开除学生最多十二周的学籍。如果学生受到全面或部
分开除学籍的处分，受托的专业人员将与家长和学校
一起为该学生安排适当的工作。

其他相关的多语种信息以及您附近的咨询机构的地址
参见这里：www.erz.be.ch/erziehungsberatung
某些社区分别配有一名学校社会工作人员，遇到麻烦
或困难时，您也可以与这些专业人员联系。专业人员
就您遇到的问题给您提供咨询，如果有需要，他/她还
会在您规划后续步骤时给予您支持。
根据需要，可以在与教育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或学校
社会工作人员面谈时安排一名翻译员。
所有专业人员都负有职业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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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为家长为孩子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做出
贡献

要保证您孩子的健康成长，基石要在孩子人生的最初
几年奠定。有关日常教育问题的建议请浏览多语种手
册 “ 做 好 充 分 的 学 前 准 备 ”(Fit für die Schule):
www.erz.be.ch/erziehungsberatung

在多语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
-

在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中，请使用您最擅长的语
言，哪怕孩子用德语回答，也请坚持这样做。

作为家长，您可以为保障您孩子在求学阶段的良好发
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

请确保您的孩子从小就能学习德语。请您本人也
对地方语言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努力学习它，成
为您孩子的榜样。

表现出兴趣

-

请送您的孩子去接受母语及祖国文化的教育
(HSK)：促进第一语言 (母亲 / 父亲使用的语言)
的学习对孩子的良好语言发展至关重要。

-

-

您保持与老师的联系，尽量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由此您向您的孩子展示您对学校的重视程度。与
老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有助于最大程度地促进孩
子的健康成长。
让您的孩子讲述他在学校的经历和所学。

鼓励与支持

请浏览“在多语言环境下成长”： www.erz.be.ch/hsk

限制对新媒体的利用
新媒体 (电脑/互联网、手机、电子信箱、聊天、游戏、
Facebook,和 Youtube 等) 带来了很多机会，因此已成
为了儿童和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经验显
示，这些媒体被利用的程度过高，甚至可能被滥用以
达到不良目的 (网瘾、网路霸凌、暴力展示和色情等)。
儿童和青少年们必须学会负责地利用新媒体。

-

确保您的孩子夜间能得到充分的睡眠，让他每天
早晨用过营养早餐后才去上学，并注意每天让他
带上上午的点心。

-

请别 (用轿车) 把您的孩子送到学校，而是带他步
行前往。

-

请勿将电视机和电脑放在孩子的房间里，而是放
在一个供全家使用的地方。

-

请注意，您的孩子应完成家庭作业，并为第二天
上学准备好书包。

-

-

请相信您孩子的学习能力，并尽量将许多相关事
务交给他自行完成。

请关心您孩子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并让他向您展
示，他玩的是什么游戏？访问的是哪些交流论坛
和网页？

-

请与您的孩子一起对媒体消费作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还对违约商定惩罚措施：规定每天/每周利用
新媒体的时间、合适的程序、游戏和网站以及在
互联网上的行为守则。

-

请注意各种电视节目和电脑游戏的适用年限。

-

请支持您的孩子积极参加与家人的业余活动或定
期参加与同龄孩子的户外活动。

-

请对孩子在学习上作出的努力和在遇到困难时表
现出的坚忍不拔多加鼓励和表扬。

-

孩子做错时，请不要批评，而是和他共同思考如
何从中吸取教训。

促进语言的发展和积累个人经验
-

请从小就与您的孩子多多进行语言沟通；向他讲
述您现在在做什么；告诉他周围世界的情况；耐
心倾听他说话并回答他的提问；给他讲故事和为
他朗读。

-

请带您的孩子一起活动：比如带他去动物园、乘
船、参观博物馆和进入大自然。这样，您的孩子
就能用各种感官来感知世界，学会了解其中的关
联性。

-

请定期带您的孩子去图书馆，并鼓励他多读书。

有关如何利用新媒体的多语种建议请浏览：
www.migesplus.ch > Kind und Gesundheit
www.sucht-info.ch > Elternbrief 8
www.cybersmart.ch

12

8 术语

缺课

学校委员会

Absenzen

Schulkommission

不来上课被称为缺课。
职业咨询
Berufsberatung

在青少年和成年人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培训领域或
选择继续升学期间，会得到职业咨询机构的专业人员
的支持，他们供职于当地的职业信息中心 (BIZ)。
免课

学校委员会要确保孩子们按照州府的立法和您所在社
区的规定上幼儿园和上学校。此外，它还负责为您所
属的国民学校制定战略决策。
学校监察员
Schulinspektorat

学校监察员负责监察国民学校的工作和运作情况。

Dispensationen

学校社会工作处

免课是指定期或较长时间免除学生的上课义务，家长
应对此类事件事先进行规划，并需向校领导提出书面
申请。

Schulsozialarbeit

一旦出现社会或个人问题，学校社会工作人员可以给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帮助与咨询，他们也给老师和家长
提供参谋。

教育咨询
Erziehungsberatung (EB)

教育咨询机构的专业人员给有困难的家庭、儿童和青
少年提供咨询，并澄清学习障碍的原因。这些专业人
员供职于地方教育咨询机构。
教育厅
Erziehungsdirektion

教育厅是州府下设立的教育机关。它为下属各个社区
的国民学校制定框架条件并颁布教学计划。
专业人员
Fachperson

专业人员是指为完成特定的任务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人
员。老师是负责教学和学习的专业人员。其他专业人
员则在培养和教育方面给予老师和家长以支持。比如
教育咨询机构、学校社会工作处和职业咨询机构的专
业人员。
行政管理社区 (简称“社区”)
Gemeinde

行政管理社区主管当地的国民学校。它为学校提供基
础设施，包括校舍、家具和教学用品。相关信息请浏
览社区的互联网站或向社区管理处的营业窗口咨询。
班主任老师
Klassenlehrperson

班主任老师是指负责班级教育和组织工作的领导。他/
她是您遇到的围绕您的孩子上幼儿园和上学的一切事
务和疑问的第一联系人。
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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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leitung

校领导是负责国民学校教育和日常运作的领导。他们
负责给孩子们分班并为他们的求学生涯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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