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学校将如何决定 GCSE 成绩：

给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AL) 的学员的指南

该指南涵盖哪些内容？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学校将如何决定您在 2021 年夏天取得的 GCSE 成绩的信息，以及您可
以做哪些准备的建议。 

去年，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许多学校不得不关闭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政府认为今年举
行 GCSE 考试并不公平。 于是老师将以其它方式对您进行评估，并决定您的成绩。

该指南为您提供以下信息：

• 您的学校和老师将如何决定您的成绩

• 如果您对自己的一门或多门成绩不满意，您有哪些权利及您可以做些什么

• 您可以如何为老师评估做准备 

要阅读完整的政府指南，请访问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warding-
qualifications-in-summer-2021/awarding-qualifications-in-summer-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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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将如何决定您的成绩？

对大多数学员来说，学校停课数周，那段时间大部分教学都在网上进行。 因此政府决定取
消 GCSE、AS 和 A Level 考试，代之以老师评估。

• 2021 年夏天将不进行考试。 老师将仅根据您的在线课程和课堂学习情况来评估您的学
业。 老师可能会使用模拟考试和考试委员会的评估文件来帮助决定您的成绩。

• 今年夏天没有考试，但是取得好成绩应该不会比往年更难。

• 如果您的老师没有授完教学计划（“课程”）中的所有课程，他们只会评估所教内容。

• 为了决定您的成绩，老师会查看您某门学科课程完成的所有作业，例如，任何您在 Key 
Stage（关键阶段）4 完成的英文作业。

• 老师将在今年下半年决定您的成绩。 因为他们希望尽可能多为学员上几节课，以补上封
锁期间落下的课。 老师必须在 2021 年 6 月 18 日前决定成绩。

• 中学有一些科目会采用不同的考试评估方式，如舞蹈、设计和科技。 这些是非考试评估 
(NEA) 科目。 您应当继续为 NEA 做准备：老师会给它们打分，并纳入最终成绩。

• 如果您因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无法完成 NEA，请不要担心。 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您不会陷入麻烦或丢分。

• GCSE 的 AS 和 A Level、艺术和设计的成绩将仅根据您的作品集给出。 （“作品集”是您
在学习该科目时创作的所有图纸、文件和设计的合集。）

2. 如果您不认可您的成绩，您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您对收到的成绩不满意，您可以要求更改。 这叫做“申诉成绩”。  
您这么做可能有两个原因：

1. 行政或程序错误：

这些问题是由于有人将您的成绩  
错误地输入电脑或表格造成的。

• 您应该先问问学校，确认是不是弄错了。

• 如果弄错，学校会联系考试委员会。  
如果考试委员会同意，他们会更改您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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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评判错误：

这些错误是由老师造成的，您认为，老师对您的作业质量打分不正确。

• 如果没有行政或程序错误，您可以请学校 
代表您（即“以您的名义”）向考试委员会申诉。  
考试委员会将决定给您作业打分的老师是否犯了 
学术错误。 如果他们同意您的意见，将为您 
更改成绩。

• 您的老师犯的学术错误必须非常严重，委员会才会修改您的成绩。

请记住，您的申诉过程可能会将您的成绩改得更高或者更低。

您将在 2021 年 8 月 10 日收到 AS 和 A Level 成绩，2021 年 8 月 12 日收到  
GCSE 成绩。

3. 在老师决定您的成绩前，您可以做些什么？

在老师决定您的成绩并在暑假发送给考试委员会之前，您务必在学校继续努力学习。 这仍
然是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您从现在到暑假尽全力学习，您可以提高成绩。

准备好接受评估：

• 考虑您所学的不同科目。  
决定您需要在哪一科上付出更多努力， 
哪一科是您的强项，哪一科是您的弱项？

• 虽然没有考试，但老师可以根据以前的试卷或以前试卷中的问题进行评估。 了解如何回
答考题：
 检查您是否理解以前试卷中所有说明用语的含义  

（这些 Trinity Immigration Initiative 提供的资源可能对您有很大的帮助）
 在写作中复习、记忆和使用说明用语
 在问题中突出显示或用下划线标出说明用语
 注释标准答案（如果您有这类标准答案）

• 学习不一定要用英语：您会的语言不止一种。  
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搜索网站来研究课题， 
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观看视频。
 Khan Academy（可汗学院） 是一个很好的多课题复习资源，已被翻译成 30 种不同的

语言。

• 父母或家里的其他成年人可能对您的作业有所帮助。 如果父母很少说英语，他们可以通
过家庭用语来支持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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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技能：

元认知技能告诉您如何学习、规划并检查所学内容。  
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技能，特别是在您的最终评估前。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升这些技能：

• 自我测试（在老师测试您之前，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知道什么？   我还不知道什么？
 接下来我想学什么？  我怎么做才能学会？

• 制定学习计划：
 可以采用日历、图画、图表或海报的形式。 这是您的计划，可以用您自己的语言来描

述。
 分步完成大量工作。 您可以更轻松地在一天内完成工作，也更容易记住要做的事。

培养英语技能的重要性：

您所从事的所有工作和接受的评估都以英语进行，因此继续提高英语水平很重要。  
如果您能清晰准确地表达，您就能 
更好地向老师展示您的知识和技能。  
考虑采用以下方法来提高您的英语水平：

• 找一个朋友，和他/她用英语讨论您的作业和 
评估。 他们也可以在您将书面作业交给老师之前  
检查和评估您的作业。

• 尽可能多阅读。 阅读有助于提高您对英语语法和词汇的理解。 您可以使用“分级读物”，
即针对不同英语水平（例如初级、中级、高级）重新编写的书籍。 Penguin Graded 
Readers 和 Macmillan Graded Readers 都有大量此类书籍。

• 通过听不同课题的演讲和讲座来提高正式的学术英语水平。 TED Talks 是一个很棒的网
站，提供很多视频。 几乎所有内容都提供多语种字幕。

• 使用双语词典。 如果家人不能为您买词典，可以请学校给您买一本。 如果不行，您可以
使用在线网站，如 Google Translate。

• 创建一个词汇表（迷您词典）来记录您所学科目中的重要单词，并将这些单词翻译成您
的母语。 如果忘记了这些词的意思，可以稍后再查看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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