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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Martin
首席执行官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校训是“尽吾所能，尽善尽美”。
作为本校的校友，我一直将此奉为决策准则。
我们致力于为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每一位孩子提供跳板，助力他们取得成功。
我们的教职工齐心向上，共同打造适宜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让每一位学生茁壮成长。我们的教
师、教牧和物业团队直接为学生提供学习或支持服务，维护良好的校园秩序。
作为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和更广泛社区的成员，我们鼓励学生包容和富有同情心，希望校园内外所
有人都能为社区生活做出积极贡献。
我们追求卓越，与同伴携手实现远大理想，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学生
成为坚持不懈、自信和独立的终身学习者。
我们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真正让我们脱颖而出的是我们无微不至的教牧关怀和卓越的设施及
住宿条件，我们始终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校园生活环境。
我们非常重视校园的投资建设，让我们的学生尽可能从中受益，享受校园生活。
我校是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社区，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学生让我们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伊莎伯格
女王学院致力于为全体学生营造独特的学习环境，将学生培养成才。
Amy Martin
首席执行官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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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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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Jandrell
校长
感谢您为您的子女选择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我们希望本宣传册能够为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您
作出明智的重大决定。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服务独特，机会广泛，学生在此能够培养各种兴趣爱好，实现自己的理想。我
们共有四所独立学校，每所学校均拥有独立的校长和教职工队伍。我们的学校小而精，致力于打造
温馨的氛围。因此，我们的教职工能够全面了解学生，成功引导学生在各学习阶段塑造自我。
良好的教育是在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建立强大而富有成效的联系。我们的教学方法久经证明，我们
的College和Faculty 均属于全球顶尖水平。我们还培养学生更广泛的领导能力和社交能力，为大学和
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基于相互支持和相互尊重打造高标准的校园环境，我们包容而充实的社区环境能够让学生从中
受益颇多。我坚信，我们的学习环境能够让学生有信心发展自己的个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
提升自己，掌握未来成功所需的能力。
我们希望本宣传册所载的信息能够让您充分了解我们的申请流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宣传册和社交
媒体网页全面了解本校的优势。
欲知更多信息，请通过次页详述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的招生团队。
感谢您关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并真诚地希望您能有机会到访我校，亲身感受我们的独特之处。
Steven Jandrell
校长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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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索普安德伍德

Q
卓越的学习环境
450,000平方米的优美校园

我们非常注重校园环境，始终维持优美的校园环
境。除现场活动区外，我们还设立了5个专用游
乐区。我们的游乐区专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精心
打造，适合三岁到高中的学生！
如果您对宁静的花园情有独钟，我们专门设置了
“秘密花园”区域，在这里，您可以欣赏导约克
郡著名艺术家Jeremy Guy的雕塑作品。我们最近
翻新了“千禧喷泉”区域，这里的花园更为传

8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2019年第2.1版

统、古典，活动区域充足，可供学生们休息和
玩乐。
我们的慈善基金会投资建立了“奥林匹克庭
院”，位于小学部（Chapter House）的正出
口。
院内有喷泉和长凳，两个原始的奥运火炬傲立
其中，还有专门纪念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雅致
奥运纪念区。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索普安德伍德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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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索普安德伍德

Q
历史与传统

不忘过去，方可走向未来

从布兰韦尔和安妮·勃朗特的故居，到 (Fountains
Abbey) 我们的校园历史悠久。

有些学生最爱一年一度的“学校鬼节”表演，为
了庆祝学校诞辰，我们会在学校圣诞大餐前摆放
巨大的圣诞树，一起唱圣诞欢歌。

我们向学生传授学校历史，每年举办“学校知识
竞赛”，以鼓励学生了解学校历史。

按照传统，我们的四个学部和四个校舍全部年龄
段的学生齐聚一堂。

在我校迎来百年诞辰之际，我们非常自豪能始终
致力于将学校历史作为我们学校社区的核心。

虽然我们的校园不断建设新设施，但我们一直传
承自己的传统和精神。即使离校已久，学生们仍
始终团结一心。

10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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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校园位置
校园位于约克郡乡村中心的优越位置，毗邻哈罗盖特、约克郡和利兹市。

英国本土居民选择居住在约克长达2000多年。约
克郡曾是英格兰最大的独立王国，现在亦不失独
特的风格特点。这里“史无前例的宏伟壮观”，
约克郡的悠久历史和人民的傲然之气使其“注定
不平凡”。约克郡是“最美丽的地方”。古老的
修道院和城堡，宏伟的建筑，宽广的花园，尽数
置身于郁郁葱葱的茂密山林，农业气息浓厚。
这里拥有三个国家公园—约克郡山谷、皮克区和
北约克沼泽区，绵延1,000多平方英里。约克郡
的愿景曾改变了世界。约克郡是罗马的据点和维
京人的首都，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之一。约克郡
时尚而富有乐趣。

约克郡
约克郡历史悠久
约克郡拥有众多值得骄傲的世界著名景点，其中

Stray）。哈罗盖特在每年夏季是英国最热闹的小

包括辉煌的哥特式约克大教堂、国家铁路博物

镇之一。哈罗盖特的其他景点还包括哈洛卡尔皇

馆、城堡博物馆和约维克中心。除众多历史和教

家花园（RHS Gardens of Harlow Carr）、皇家

育场所外，约克郡也是充满活力的国际化购物目
的地。国会大街布满现代化百货商店，而铺满鹅
卵石的著名肉铺街（The Shambles）布满小型工

泵房博物馆（Royal Pump Room Museum）、美
世美术馆（Mercer Art Gallery）和土耳其浴场。

艺品店、纪念品店和古董店。约克郡还有各种各

利兹

样的酒吧和餐厅，供应各种风格的国内和国际美

约克郡的首府

食。
在利兹，您能感受到英国主要城市的一切，甚至

哈罗盖特

更多。利兹是除伦敦外唯一自建戏剧院、歌剧院

哈罗盖特的魅力和特色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其在历史上曾是维多利亚时代的
热门温泉小镇。

和芭蕾舞团的英国城市。利兹美术馆是拥有英国
当代最佳艺术收藏品的美术馆之一（《泰晤士
报》），利兹也是皇家军械库博物馆所在地，拥
有英国军火和盔甲收藏品。利兹的登录建筑数量

哈罗盖特现在是大型国际会议的举办地，拥有各

排在伦敦之后，位居全英第二，其中包括维多利

式各样的购物场所、精致的餐厅和休闲场所。镇

亚区、利兹玉米交易所和哈伍德宫（女王表亲的

中心每年都会举办漂亮的花卉展览，其中心是

故乡）。

占地200英亩的绿色草坪—“迷失草坪”（The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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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体系简介

Q
长期以来，私立学校在英国的教育体
系中发挥非常突出的作用，英国当前
仍然是全球最佳学习目的地之一！

性别学校优于男女混合学校，反之亦然。正确的
选择应基于您关注的事项和您对孩子的期望。伊
莎伯格女王学院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包括
男女全寄宿学生。

根据独立学校委员会（ISC）的年度普查，私立
学校当前的学生人数高于2017年预期。

您的孩子必须经过全面的招生程序，方可入读伊
莎伯格女王学院。招生程序旨在根据学生适应英

到英国私立学校就读的英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人

国寄宿学校生活的能力及学习天赋来选择学生。

数均有所增长。父母选择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
因素有许多。正如人们所预期，在高中阶段取得

虽然许多学生会侧重于成绩和排名，但学校并不

优异成绩，是孩子未来在大学和职业生涯中取得

仅仅关注成绩，我们经验丰富的招生人员非常乐

成功的良好基础。

意讨论您选择我们学校时考虑的各项重要因素，
并向您详细介绍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所提供的服

让孩子到国外学习是一项重大决定。因此，许多

务。

父母倾向于将孩子送往英国的寄宿学校。寄宿学
校是部分或全部学生在校内住宿。

“寄宿”一词仅意味着提供膳食和住宿。寄宿学
校分为单性别学校和男女混合学校。单性别寄宿
学校专为女学生或男学生开设，而男女混合学校
既有男学生也有女学生。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单

12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2019年第2.1版

有关申请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28页

英国教育体系简介
英国国家课程分为五大关键阶段：
关键阶段1—预备课程以及1至2年级—适合5至7岁的学生
关键阶段2—3至6年级—适合8至11岁的学生
关键阶段3—7至9年级—适合12至14岁的学生
关键阶段4—10至11年级—适合15至16岁的学生
关键阶段5—12至13年级—适合17至18岁的学生。

国际教育体系各有不同，
就我校的申请而言，我们
会关注学生的教育经历，
并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教育
经历将其安排在最适合的
年级。

大学
18岁以上
College/ Faculty
13年级A Level/BTEC 3级
17/18岁
College/ Faculty
12年级A Level/BTEC 3级
16/17岁
College/ Faculty
GCSE 11年级/BTEC 2级
15/16岁
College/ Faculty
GCSE 10年级/BTEC 2级
14/15岁
Kings Magna 9年级
13/14岁
Kings Magna 8年级
12/13岁
Kings Magna 7年级
11/12岁
Kings Magna 6年级
10/11岁
Chapter House 1至5年级
5至10岁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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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hapter House

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最具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茁壮成长所
需的技能和知识，并为他们下一阶段的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充分准
备。
我们致力于鼓励每一位学生充分发挥潜力，即使学生的才能和能力有所不同，
我们专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成就，并使学生成为积极的伊莎伯格女王学
院成员。
Chapter House小学校长，Karen Kilkenny

14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2019年第2.1版

Chapter House小学（5至10岁）

够利用技术所带来的优势。Chapter House小学的

Chapter House小学是一所充满活力、极具吸引力

子们也可以使用iPad和专用电脑软件。

所有教室均配备最先进的普罗米修斯互动板，孩

的学校，致力于营造真正的家庭氛围。进来，我
校因识字、算数和科学等方面的卓越教学获得质 在该年龄段，培养核心技能始终是课程最重要的
量标志（Quality Mark）认证，并入围了“年度 目标，为此，我们每周会安排大量时间提高学生
独立预科学校”。

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我们会频繁开展评
估，以发现学生需要获得进一步支持和实践的领

我们的教师专注于培养孩子们学习、探索和发展 域。我们也会不断审查课程，以确保专注于每位
思想的方法。我们会在快乐、积极、有趣和安全 学生最需要的领域，助力学生取得最理想的成
的学习环境中，为孩子们学习核心科目奠定坚实 绩。
的基础。孩子们会涉猎更广泛的科目，以培养他
们完成学业所需的创造性和实践能力，培养孩子
们的自信心，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我们安排了许多教育访问，旨在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和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
孩子们从Chapter House小学毕业后将入读King’s
Magna中学，成为独立的学习者。凭借他们在关

键科目的坚实基础，孩子们能够为未来将面临的
各项挑战做好准备。
我们的创新课程支持学生取得最高学术成绩。我
们为所有学生（包括能力出众的学生）提供差异
化教学，让学生有机会努力实现要求严格但可实
现的学术目标。我们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个性化服
务，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我们的第二外语课程早于很多独立学校，所有学
生可以从6岁开始学习法语和普通话课程。通过
我们现有的教师或外聘教师，海外学生有机会继
续学习自己的母语课程。在当今世界，学习多门
语言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应
该优先考虑学习多门语言。
技术也在支持性学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提
供计算机和编码专门课程。我们并非单纯学习技
术，而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效率，使学生能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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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大学面试过程中会被要求解释对所选择大
学课程感兴趣的原因以及所学习的内容，我们的
课程将为学生做好充分准备，有助于学生在高中
毕业时成功申请大学。

Q
过渡阶段

我们的学生在5年级毕业时，自信、独立、善于
表达，并且具备在King’s Magna中学取得优异成
绩所需的学术能力。5年级结业评估将为我们的

我们通过人文、艺术和设计技术方面的项目课

程，支持学生在相关主题学习过程中通过实践案
例理解这些主题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音乐、体
育和语言课程由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专职高级教
师讲授。

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有关学生在Chapter House
小学期间的学业进展信息，并作为开始6年级学
习的基础。

我们希望Chapter House小学的所有学生都能朝着
理想的学术目标努力奋斗。我们采用小班教学，
教师素质高，学生积极进取。我们的目标是让

我们的上述所有努力旨在实现我们的目标，即确

King’s Magna中学的大多数学生努力取得超出年

保Chapter House小学的学生热爱学习，取得较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同样重视培养更广泛的学术

高的学习成绩，并为未来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以升入King’s Magna中学。正是源于此，Chapter
House小学的学生多年后能够成为我们最成功的

学生之一，学生在高中毕业后会升学到最优秀的

龄预期的成绩。然而，成功并非仅为实现目标，
和课外能力。我们的学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挑
战，从6年级开始，他们就为进一步成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大学。

职业生涯

超纲课程

虽然Chapter House小学的学生距离未来职业规划

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探究、独立兴趣和自我激励，
学习课外知识和了解课外主题。技术在支持学生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让学生通过精心安排的互
联网管理在空闲时间学习感兴趣的领域；学生可
以在Chapter House小学的图书馆阅读课堂上开始

学习的主题。在拓展课程和联合课程中，我们通
过实践项目让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支持下进一步
学习知识和技能。

这一切将为学生的长期超纲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培养学生的技能和能力，从而在课堂上学习自己
最喜欢的科目。

16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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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年的时间，但打好基础越早越好，让学生
了解学习、勤奋和自我激励的重要性。客座讲师
会向我们的学生介绍他们如何在多项领域取得成
功，涵盖制造、公共服务、媒体、工程、医疗保
健、教育、零售和管理等领域。这些现实生活案
例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动力和侧重点，激励学生提
出看法和形成未来的目标。
全球许多知名人士将他们在学校的案例作为成功
的灵感来源，正是如此，我们希望现在的学生能
够成为未来的领导者、科学家、企业家和公众人
物。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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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King’s Magna中学

“对于开始迈入青少年时期的学生，King’s Magna中学致力于提供充满活力的支持
性成长环境。当学生在学校取得进步时，我们鼓励学生在学术和社交方面更加
独立，确保学生升入College/Faculty时已经为普通初中（GCSE）课程和其他许多
挑战做好充分准备。
King’s Magna中学校长，Steven Turner

18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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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Magna中学（ 10—14岁）

超纲课程

King’s Magna中学对所有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

King’s Magna中学的超纲课程非常注重为学生提

我们的所有学科均配备专业教师，我们的课程旨

供实践机会，让学生学习课外知识。鉴于我们许

在让学生参加拓展活动和富有挑战性的活动，以

多学生能力较强，我们会提供具有挑战性和高要

支持学生取得最高成就。

求的相应课程。

我们的课程涵盖所有主要学科领域，侧重于培养

在课堂主题中，我们会邀请客座讲师，并带领我

学生的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但我们同等重视

们的学生参加实践学习，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进

培养本年龄段学生的各项选修技能。我们的所有

一步了解其感兴趣的领域。例如，我们会在历

课堂均采用小班教学，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环

史课程中参观当地博物馆（如伊甸园营（Eden

境，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技能，以分析、评估和

Camp）），在此学生可以直观体验二十世纪

创造新观点。这可以确保学生取得显著进步，并
实现和超越理想目标。

四十年代的英国生活。 通过约克郡山谷和海岸的
地理实地考察，我们的学生可以实践他们所需的
实用技能。因此学生不仅可以理解地理科目，还

King’s Magna中学的早期教育专注于提供广泛的

可以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在英语课堂中，全年

学科课程，让学生完成英语、数学、科学、历 均会安排参观剧院，亲身经历戏剧课堂应有的模
史、地理、现代外语、计算机科学和创意艺术等 样。
一系列课程，其中包括艺术、音乐、戏剧和设计
技术。所有学生均可参加个人发展课程，体育课

除课堂所学的音乐、艺术和戏剧课程外，我们有

程也是我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后期教

很多学生在艺术方面极富创造力，我们会安排学

育会提供更多专业机会，最初是现代外语方面，

生加入我们的音乐团或参加由极具天赋的教师教

9年级以后提供一系列选修课程，让学生自己选

授的私人音乐课程或戏剧课程。我们自己的国王
择学科进行详细研究，从而提升学生参加GCSE 剧院会在全年举办各种表演，学生们可以参加院
课程所需的各项技能，我们亦注重保持课程广泛 部音乐比赛和戏剧比赛。院部诗词比赛是另一最
而均衡。

受欢迎的项目，这是学生挑战自我、展示最佳写
作和诗词技能的绝佳机会。每年都会有诗人拜访

在King’s Magna中学，许多取得优异测试成绩

学生，专门培养学生的诗歌写作技巧，让学生有

的学生属于有天赋、有才华和/或能力突出的学 机会与行业专家讨论写作风格。
生，我们会对这些学生进行跟踪培养，专门为他
们提供广泛而丰富的拓展机会。

我们每周的拓展选修课程让学生有机会进一步学
习领导力、创造力、健康与锻炼、社区和文化等

以上所有均离不开我们的教师和巡查员工以及我

方面的技能。我们每周安排约100次的联合课程

们卓越的设施；我们在晚上和周末均安排员工为

活动，这些课程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独树一帜，

学生提供支持，助力学生取得最佳成就。我们的

让学生有机会挑战自我。

目标是确保King’s Magna中学的全体学生打好坚
实的基础，为升学到College/Faculty学习重要的

为了丰富学生的写作技能，我们会参加全国短篇

GCSE课程做好准备。

小说竞赛；事实证明这非常成功，我们学生的数
篇短篇小说在竞赛中获评最佳作品，并已发表。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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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们也会安排写作最出色的学生参加ISA全国独

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所学的知识，并在实践中更

立学校协作比赛，并且最近获得比赛冠军。

深入了解莎士比亚。

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培养高水平的学术能力，

我们的所有服务均旨在让学生在课程之外参加他

奖励学术成就。根据学校的日程安排，我们全年

们喜爱的科目。

都会举行类似的活动，学生在竞争中为自己所在
的院部争取最好成绩；而我们的数学高材生在国
家初级和中级数学挑战赛中均取得优异的成绩。
同时，我们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Bebras计算机
思维挑战赛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我们还通过课程周丰富我们的课程内容。在课程
周，我们全校会关注同一个主题。我们今年的课
程周包括健康生活方式周、国际周和莎士比亚周
等。在莎士比亚周，学校将欢迎一家国家级剧院
公司进驻学校一周，学生可以参加专业表演；让

20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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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阶段

我们的学生会在9年级结束时做出选择，这将影
响他们未来的机会和成功。有些学生会选择全面
教育；有些学生会选择学习语言、科学或艺术等
特殊专业技能，这将为学生的GCSE课程学习及
其他方面奠定的坚实基础。
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学生升学到College/

Faculty，并学会在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中取得成
功所需的技能。到9年级结束时，学生将参加评
估，以此作为高中学校进一步跟踪和监督学生的

依据，也是我们的教师支持学生选择GCSE课程 平，同时继续加深对课程其他领域的理解。我
（普通初中课程）科目和课程并取得最佳成绩的

们通过培养学生特定领域的技能，为有天赋、

基础。对于在9年级结束或10年级开始时入读伊

有才华和能力突出的学生提供支持，同时让学

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新生，我们现有的学生有机会

生始终认识到更广泛教育的价值。

与来自其他国家最好教育体系的学生进行比较，
这也使我们的学生有机会深入理解未来几年取得
成功所需学习的内容。

学生在King’s Magna中学学习的四年时间，对于

为GCSE和A Level课程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至
关重要。我们许多有天赋、有才华和能力突出

能力、天赋和才华
在King’s Magna中学，我们的学术课程确保我们
能够为我们有天赋、有才华和能力突出的学生安

的学生继续在工程、企业、政治和金融等领域
取得巨大成功。在King’s Magna中学期间，培养
能力最突出的学生的兴趣和技能对于确保学生
取得高水平成功至关重要。

排拓展和挑战课程。
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在课程内为学生能够安排专
门的学习课程，以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能力，
丰富学生的课堂学习体验，特别是在阅读、写作
和算术方面。在学年期末考试来临之际，我们的
学生会参加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支持性学习。
在7至9年级，我们的学生开始专注于技能和感兴
趣的领域，将某些学术领域的知识提升至较高水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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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Chapter House小学&King’s Magna中学

Q

9年级以下的学生将学习各种课程，为以后的学术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并学习高中教育取得成功
所需的学习技巧和独立学习技能。Chapter House小学的课堂以主题为导向，涵盖历史事件、科学发
现、地理位置和技术创新等各学科领域。在6年级和7年级（King’s Magna中学），课程更加偏主题
化，采用传统而广泛的课程，并与高年级学生共享专业设施。

英语

—包括口语、听力、阅读、写作、标点符号和语法

非母语英语 课程专为需要提高上述一项或多项技能的学生而设置。
数学
物理
法语
体育教育
家庭经济学
西班牙语（7年级）
化学

生物
历史
表演艺术
艺术与设计
计算机
个人发展
地理

音乐
设计技术
普通话作为第二语言（从7年级开始）
德语（从7年级开始）

入学要求
Chapter House小学和King’s Magna中学
对于申请入读Chapter House小学和King’s Magna中学的国际学生，我们将根据学生的学校报告、由

代理人组织的英语测试、CAT4评估、学生在代理人监督下制作的简历以及Skype面试或现场面试。
学校报告用于识别最优秀的40%学生，如果我们考虑提供学位，这是我们的最低期望。我们非常熟
悉不同教育体系的评级方式。Skype面试、简历和英语测试用于深入了解每位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了
解。对于6年级及以下，我们希望学生能够理解老师的要求，能够写出基本句子，并能够与同龄人交
谈。

对于7至9年级，我们的最低要求如下：

7年级—雅思3.5
8年级—雅思4.0
9年级—雅思4.5

在该层面，我们通过英语测试、简历和Skype面试进行评估。

22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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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
Chapter House小学和King’s Magna中学
我们的Chapter House小学和King’s Magna中学专门为需要提升英语水平的国际学生开设部分专业课
程。这些课程的理念是，让学生在下一学年就读主流课程之前，培养学生的英语技能。提供这些课
程，通常意味着学生可以升入下一年龄段的课程，而无需重复的额外学习。
有关该等课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指南的下几页。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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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级学术英语预备课程
年龄：12/13岁

Q
雅思：不低于3.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7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以及学术科目的优秀表现记录。
本课程为期一年，适合希望培养英语能力的学术能力强的学生，从而为学生在英国教育体系的未来
学术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程为学生提供一年强化学习英语的机会，同时完成一系列与英国关
键阶段3课程类似的课程。随后当学生有信心使用第二语言学习时，学生将全面学习9年级的全部课
程。

本课程的学生主要学习英语，同时学习以下科目：

数学
科学
体育
个人发展

备注：也可学习其他科目

除该等科目外，本课程还为学生提供机会根据其能力水平完成KET、PET或FCE资格。

在可能的情况下，除英语课程外，科目将与英国学生一起分组教学。通过英语母语学生的交流，可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继而丰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

由于本课程是学习英语强化课程与传统英国关键阶段3课程的独特机会，因此参加本课程的竞争激
烈，学位严格受限。

Demirkan Kocaoluk

他很喜欢8年级的非母语英语（EAL）课程以及其他一系列科目。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他顺利通过学年结束时的PET考试。在完成8年
级后，Demirkan升入9年级，他可以选择与英语母语学生相同的课
程。目前，他的英语能力总体评估为CEFR B1级，并且与英国国内
学生一起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他特别喜欢科学，并选择西班牙语
作为第二外语。

24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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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级学术英语预备课程
年龄：13/14岁
雅思：不低于4.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8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以及学术科目的优秀表现记录。
本课程为期一年，适合希望培养英语能力的学术能力强的学生，从而为学生在英国教育体系的未来
学术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程为学生提供一年强化学习英语的机会，同时完成一系列与英国
关键阶段3课程类似的课程。学生完成当年的学习后，可以升入10年级学习更广泛的GCSE课程和
BTEC课程。本课程将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继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本课程的学生主要学习英语，同时学习以下科目：

数学
科学
体育
个人发展
备注：也可学习其他科目
除该等科目外，本课程还为学生提供机会根据其能力水平完成KET、PET或FCE资格。
在可能的情况下，除英语课程外，科目将与英国学生一起分组教学。通过英语母语学生的交流，可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继而丰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
由于本课程是学习英语强化课程与传统英国关键阶段3课程的独特机会，因此参加本课程的竞争激
烈，学位严格受限。

Anna-Mariya Dzhura

她非常喜欢King’s Magna中学9年级的非母语英语（EAL）课程。通过
这些课程，她在学年结束时的PET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总体英语
能力达到CEFR B2级。除非母语英语课程外，Anna-Mariya其他科目
的评估结果也在持续提升。因此，这使她达到College的入学要求，升
入10年级，她可以选择与英语母语学生相同的课程。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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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ulty of Queen Ethelburga’s

“Faculty 适合具有各种才能和能力的学生，帮助学生在一系列课程中取得优异成
绩。我们认可并鼓励学生在学术和职业课程、创造力、艺术和音乐能力以及体
育成就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我们的课程丰富多彩、有趣和个性化，确保所有学
生均能够获得支持，以实现他们的不同理想，并为高等教育和就业做好准备。 ”
Faculty校长， Erica Papaglimis

26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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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的学生采用各类定制学习计划，从而为他
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我们的课程设置灵活，学
生可以选择学术路线或创意和职业选项，或者两
者兼而有之。Faculty的主流课程包括关键阶段4
和5的GCSE、A Level及一系列BTEC课程。这些
课程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具有激发性和挑战性的资
格课程，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
在整个学习期间，所有学生均可以获得广泛的道
德和学术网络支持，包括辅导老师、学生干部和
学术学习老师。我们会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适应
能力，并致力于取得最佳成就。

学术生活
Faculty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术研究桥梁课程，
从而帮助学生升读高等教育院校或就业。我们的
创新课程为学生开设GCSE、A Level、BTEC或
各类课程组合，学生能够围绕个人兴趣和职业抱
负灵活选择自己的课程。
我们的员工团队努力培养学生，使学生在校期间
能够充分发挥潜力。我们定期跟踪学生的进步情
况，与家长分享评估数据和报告，让家长充分了
解孩子的学业发展情况。学生们积极提升自我，
并定期与老师和规划导师讨论理想目标。我们的

Faculty的大多数学生将继续在英国和国外的高等
院校学习大学和专业课程。热门高等院校包括伦
敦大学、华威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和达杜伦大
学，以及瑞士、法国和美国大学的海外学院。由
于Faculty涉及的技能和能力广泛，学生可以选择
学习广泛的科目，或者在少数情况下，学生可以
直接通过完成学业直接就业。职业部门将为所有
学生提供广泛的支持，我们在所有升读路线上拥
有丰富经验的员工，将支持每一位学生开启自己
的个人教育旅程，进入自己选择的职业道路。

年级负责人全面负责学生的进步情况，与家长沟
通，并提供最新信息。
Faculty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为学生提供高水平
支持服务。学生可以在课堂和选修课程中心获得
教师的指导。此外，Faculty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术
导师团队的专家支持，学术导师将与个体学生合
作，帮助学生发挥潜能。学生可以随时获得组
织、准备和学习技能方面的支持。学术导师每天
早上都会现场辅导学生，甚至可以在课程开始前
提供指导。非母语英语（EAL）课程的学生会参

在课堂外，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拓展课程，包括
12年级的通识课和可选修的拓展项目资格课程。
联合课程非常广泛，我们提供许多教育访问和外

加英语课程，为在所有科目中充分发挥潜力做好
准备，同时为学生的雅思课程做好准备，从而达
到大学学习所需的水平。

宿旅行，学生可以在校园外体验生活和教育。学
生有机会通过完善自我项目中的同学相互辅导，
外联和慈善活动，以及加入学校各类理事会，培
养和展示领导技能，为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大社区
做出贡献。

学生在晚上需要花时间在家或在寄宿家庭做课程
准备，为拓展和巩固学习提供机会。独立学习对
于关键阶段4和5的成功至关重要，同时为大学生
活做好充分准备。

Faculty为我们了不起的学生和青年们感到自豪。
Faculty的学生在体育、创造力和学术方面取得巨
大成就。Faculty培养学生为准备挑战和机遇做好
准备，学生自信、成熟和全面发展，未来可期。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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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y的入学要求和课程
对于申请就读Faculty的国际学生，我们将根据学

我们会评估学生的语言、非语言、定量和空间标

生的学校报告、由代理人组织的英语测试、学生

准化年龄（SAS）分数。

Q
在代理人监督下制作的简历，以及Skype面试或
现场面试进行评估。

我们非常熟悉不同教育体系的评级方式，同时采
用学校报告与CAT4评估。

作为申请的一部分，学生还需要参加CAT4（认
知能力测试）评估。

Skype面试、简历和英语测试用于深入了解每位
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了解。

CAT4测试旨在识别学生的能力，在申请程序中
将考虑本测试的成绩。

我们的最低要求如下：

两学期制预备课程—10年级—1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两学期制预备课程—11年级—1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两学期制预备课程—12年级—1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三学期制预备课程—10年级—9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三学期制预备课程—11年级—9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三学期制预备课程—12年级—9月入学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两学期制 GCSE课程—10年级

雅思：不低于5.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两学期制 A Level/BTEC课程—12年级

雅思：不低于6.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facebook.com/Queen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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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com/qethelburgas

Faculty预备课程

什么是预备课程？
顾名思义，预备课程就是为学生下一阶段的学习
打下坚实的学习基础。就是为学生下一阶段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预备课程
的简单理念就是提升国际学生的英语水平，从而
让学生完成下一学年的全部课程。
我们的全部预备课程都是围绕这一非常简单的原
则而设立。参加这些课程的学生将在预科课程期
间达到所要求的英语水平，随后参加下一学年的
全部GCSE、A Level或BTEC课程。
最大的优势是，通过预备课程期间的进步，学生
通常可以完成教育课程，而无需额外学习一年，
但12年级的学生需要在下一学年重新参加12年级
的A Level或BTEC课程。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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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程—10年级—Faculty
年龄：14/15岁—
雅思：不低于4.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Q
入学要求：

9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一年制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但需要重点提升英语水平的学生，学生可以继续学习数学和其他选
修课。学生将参加PET/FCE和雅思考试，同时选择如下选修课：

商业、科学、艺术与设计、音乐

学生完成10年级预备课程后，将继续完成一年制GCSE课程，包括英语、数学、科学和其他两门选
修课。

预备课程—11年级—Faculty
年龄：15/16岁—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10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一年制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但需要重点提升英语水平的学生，学生可以继续学习数学和其他选
修课。学生将参加PET/FCE和雅思考试，同时选择如下选修课：

商业、科学、艺术与设计、音乐

学生完成11年级预备课程后，会升入College/Faculty读12年级，
完成A Level和/或BTEC选修课。

Steven You（中国）

在申请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ulty时，Steven在基准测试中
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但他意识到，如果想要发挥自
己的潜力，需要先参加预备课程强化英语水平。在课程
结束时，Steven的雅思成绩达到6.0，继而能够升入12年
级。Steven选择就读College，学习经济学、数学、进阶数
学和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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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课程—12年级—Faculty
年龄：16岁—
雅思：不低于4.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10/11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一年制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但需要重点提升英语水平的学生，学生可以继续学习数学和其他选
修课。学生将参加PET/FCE和雅思考试，同时选择如下选修课：

商业、科学、艺术与设计、音乐
学生完成12年级预备课程后，会升入College/Faculty读12年级，继续学习全部A Level和/或BTEC选
修课。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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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GCSE课程
年龄：14/15岁
雅思：不低于5.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Q
入学要求：

9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强化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希望选读一系列GCSE课程和BTEC 2级资格课程的学生，学制两年
以上。本课程的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

英语—所有学生均须参加GCSE英语语言课程，大部分学生将在11年级结束时参加GCSE英国文学
课程。
数学 —所有学生均须参加GCSE数学课程，部分学生将在11年级结束时参加GCSE进阶数学课程。
科学—在11年级结束时参加GCSE三大科学课程，或GCSE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
选修课

学生将从以下课程清单选择三门选修课：

GCSE地理、GCSE法语、GCSE德语、GCSE西班牙语、GCSE计算机科学、GCSE
舞蹈、GCSE艺术、工艺与设计、GCSE商业研究、GCSE历史、GCSE摄影、GCSE
体育、GCSE戏剧、GCSE公民、材料技术奖、BTEC音乐、BTEC商务，BTEC信息
技术。
英语作为外语

学生将与英国学生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分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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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A Level和BTEC课程
年龄：16/17岁
雅思：不低于6.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如果学生在12年级之前就读GCSE课程或IGCSE科目，则将在评估申请后确定，学生需要在抵达前
提供最终成绩。CAT4评估用于确定不同学科的标准化年龄分数（SAS），我们据此了解学生的能力
水平，我们会评估学生的语言、非语言、定量和空间标准化年龄分数。
本课程适合希望选修各类A Level和BTEC选修课的学生，本课程亦开设完善的强化职业和技能课程。
Faculty的导师会根据需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有效的支持，以确保学生在所选课程中取得高水平成
功。
学生可以选择以下A Level和BTEC选修课：

A Level课程
生物学
商业研究
化学
经济学
英语
英国文学
法语
BTEC课程

进阶数学
德语
地理
政府与政治
历史
数学

BTEC商业
BTEC健康与社会保健
BTEC信息技术
BTEC法律

BTEC时装
BTEC摄影
BTEC表演艺术
BTEC艺术

剑桥技术

拓展选修课

剑桥艺术与设计/产品设计 非母语英语
拓展项目
技术
表演性运动课程

物理
心理学
西班牙语

BTEC音乐/音乐技术
BTEC科学
BTEC体育

重新学习GCSE英语
重新学习GCSE数学
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

英语作为外语课程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专门针对正准备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学生将与英国学生及其他国
家的学生一起分组学习。
本课程的学生预计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并且通常会进入英国或国际名校继续深造；或者开始从事与所学习领
域相关的职业。
如果学生希望入读专业技术类（例如艺术与设计或表演艺术）知名大学或学院，通常会非常成功，最近的校
友已入读中央圣马丁学院、马兰戈尼学院和美国音乐学院和纽约戏剧学院等。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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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开设充满活力的专业学术课程。College的学生将学
习传统的GCSE课程或A Level课程以及一系列激动人心的超纲课程和拓展选修
课。我们的学生不断深入学习并面临挑战，我们鼓励学生追求卓越。College培
养我成为自信的独立学习者，为未来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取得成功做好充分准
备。”
College校长，Kevin Older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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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招收10至13年级的学生。College的学生 能力。12年级和13年级的学生可以从医学和法律
应当具有强大的自我激励能力，并能够积极主动

等超纲课程中受益，拓展课外知识，深入了解回

地学习。College的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具备在传 报丰厚的学科领域，并培养个人兴趣。
统GCSE课程或A Level课程中取得成功的学习能
力，并参加各类要求严格的学习课程。

得益于我们卓越的教学和设施，学生能够取得优
异成绩，同时充分利寄宿学校每天提供的所有机

我们的学生志向远大，希望在所有学科中取得最

会，包括各种音乐、戏剧、体育和联合课程活

佳成绩，并努力申请最好的大学。伊莎伯格女王

动。学生还有机会通过完善自我项目中的同学相

学院 的教师资源充足且经验丰富，为各个阶段的 互辅导以及加入学校各类理事会，培养和展示领
学生提供建议和指导，让学生从中受益。College 导技能，为社区做出贡献，
会为学生申请大学提供卓越支持，我们的学生在
英国及其他地区的著名大学取得巨大成功，包括

College是一个多元化社区，学生来自各行各业。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罗素

College是当今世界的典型代表，致力于打造富

大学集团。

有激发性的愉快和关怀社区，使学生能够茁壮成
长。

对于决心迎接挑战的学生来而言，College 的生
活充实紧凑，但回报丰厚。学生可以通过拓展选
修课拓展和深化自己感兴趣领域的知识，并体验
具有挑战性和激发性的课程。其中部分课程还提
供额外资质（例如，许多大学高度重视的拓展项
目资格证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研究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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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GCSE课程
年龄：14/15岁
雅思：不低于5.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Q
入学要求：

9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强化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希望完成传统GCSE系列课程的学生，学生有机会参加快捷课
程，并完成其他资格课程。本课程的学生将学习以下课程：

英语 —在11年级结束时，所有学生均须参加GCSE英语语言课程。学生可以在11年级选修GCSE英
国文学课程。

数学 —数学课程为期一年，适合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随后在11年级学习GCSE进阶数学课程。部
分学生会在11年级结束时参加两门GCSE课程，而部分学生会参加一门GCSE课程。

数学 —两年以上

科学 —所有学生均须在10年级学习科学课程。在10年级结束时，表现出色的学生可以选择在11年级
学习单独的GCSE生物学、化学和物理科学课程。所有其他学生将在11年级结束时完成三大科学课
程（相当于2门GCSE课程）。

选修课

学生在11年级结束时，将参加两到五门GCSE选修课。学生必须选择一门人文课程（地理或历
史） 和一门语言课程（可以是学生的母语）。
学术能力较强的学生将在10年级结束时学习部分选修课，从而在11年级根据学校的安排完成额外的
GCSE课程或AS Level资格课程。其他选修课包括：

艺术与设计、摄影、音乐、设计技术、经济学、商业研究、计算机，以及一系列 AS
Level课程
学生将与英国学生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分组学习，并根据学习能力安排核心科目。本课程的学生
预计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并且通常会继续攻读College 的A Level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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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级一年制GCSE课程
年龄：15/16岁
雅思：不低于5.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10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本强化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希望快速完成各种教育课程的学生。
本课程的学生将从以下科目选择七门GCSE课程：
GCSE英语
GCSE生物、化学或物理
GCSE数学/进阶数学

选修课：
艺术与设计、商业研究、中文、经济学、英国文学、法语、地理、德语、历史、音
乐、摄影、俄语、西班牙语
学生还要学习个人发展和体育教育课程。
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GCSE课程将与英国10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一起分组教学。通过英语母语学
生的交流，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继而丰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
作为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要求最严格的课程之一，参加本课程的竞争激烈，学位严格受限。
本课程的学生预计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并且通常会继续攻读College 的A Level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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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1年级预科课程

年龄：14/15岁

雅思：不低于5.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10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

一年制预科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先前参加过GCSE水平课程的学生，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技
能，以确保在高中 学习中取得更大成功。本课程为学生提供机会在一年内强化学习英语，同时完成
核心GCSE课程。学生将在学习一年制A Level或BTEC资格课程后，升入中学六年级。
本课程的学生主要学习以下科目：

剑桥第一英语证书
GCSE生物、化学或物理
GCSE数学/进阶数学

学生还要学习个人发展和体育教育课程。

除资格课程外，本课程还为学生提供机会在学年内完成雅思资格课程，以为英语学习提供进一步支
持。
在可能的情况下，本科目的课程将与英国学生一起分组教学。通过英语母语学生的交流，可以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继而丰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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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预科课程
年龄：16岁
雅思：不低于5.5，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入学要求：
10年级（英制）或学生本国同等学历的优秀学生，并且在一个或多个学术领域的水平极高。
一年制预科课程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先前参加过GCSE水平课程的学生，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技
能，以确保在高中 学习中取得更大成功。本课程为学生提供机会在一年内强化学习英语，同时完成
核心GCSE课程。学生将继续学习中学六年级课程，并升入A Level或BTEC资格课程。
本课程的学生主要学习以下科目：

剑桥第一英语证书
GCSE生物、化学或物理
GCSE数学/进阶数学
学生还要学习个人发展和体育教育课程。
除资格课程外，本课程还为学生提供机会在学年内完成雅思资格课程，以为英语学习提供进一步支
持。
在可能的情况下，本科目的课程将与英国学生一起分组教学。通过英语母语学生的交流，可以进一
步提高学生的英语技能，继而丰富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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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制A Level课程
年龄：16/17岁
雅思：不低于6.0，或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同等成绩

Q
入学要求：

学生须在CAT4入学评估中表现良好，并在非语言、定量和空间学科测试中获得60%以上的分数。
学校报告对学生的评价须为学习积极且学习能力强。如果学生正在参加GCSE课程或IGCSE课程考
试，则学生的所有科目须达到A或7分以上，方可学习A Level课程。
本强化课程的要求严格，适合学术能力较强，且希望学习四门传统A Level课程的学生，可从以下课
程中选择：

艺术
生物学
商业研究
化学
设计技术
经济学
英语
英国文学

法语
进阶数学
德语
地理
历史
法律
数学
音乐

物理
心理学
西班牙语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学生还可以选择一系列超纲课程或拓展课程，以提升申请大学的竞争力，并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
度。这些选修课和全面通识课程涵盖客座讲师的课程、实地考察、入学备考课程以及每周大学申请
支持课程，是拓展学生对所选择感兴趣领域的知识的方式之一。超纲课程和拓展选修课包括：

设计与工程

辩论和公开演讲
欧洲文化
法律

医学与兽医学
音乐

体育

College的学生还可以努力完成拓展项目资格（EPQ）课程，培养研究、时间管理和学习参考相关的
技能。如果学生完成拓展项目资格课程，将为其申请大学增加一份有力的筹码。
英语作为外语课程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专门针对正准备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
学生将与英国学生及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分组学习。本课程的学生预计会取得很好的成绩，并且通
常会升入英国或国际名校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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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程和超纲课程学习机会。
就优秀大学的学位申请而言，当前的竞争比以往

学生还可以通过对感兴趣领域的项目研究学习技

任何时候更加激烈。学生必须展示出对课程之外

能和知识。

Q
的其他选修科目的兴趣，并且他们的知识水平超
出教学大纲的范畴。

学生可以通过拓展项目（EPQ）获得高等院校招

生积分的资格。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通过超纲选修课和通识课程培
养学生的课程竞争优势。

我们的职业部门邀请来自大学和各行业的校友担
任客座讲师。

除学术科目外，学生还可以在12年级选择一门超

纲课程，并参加每周举办的通识课程。这些课程

此外，我们还会安排讲师向学生介绍学习技能、

是大学预科课程的重要补充，让学生了解现实世

身份盗窃、信仰宽容、安全驾驶、自我激励、民

界。

主、投票和选举等基本信息。我们的医疗团队负
责指导学生的心理/身体健康和生活。

大多数学生会选择与可能在大学学习的科目相关
的课程。各类课程包括：医学、兽医学、伦理

最近的演讲嘉宾来自（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

学、辩论、公共演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经济学院、伦敦中

学（STEM）。

央大学、牛津剑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利兹大
学、雀巢、国民服务部、空档年服务和学生财务

我们的通识课程提供专业的高等院校招生

代表。

（UCAS）预备课程，并且邀请在相关领域取得
成功的专业人士授课。

通过超纲课程和通识课程，学生在离校时已经为
自己的人生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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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调查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利用自
己的创造性技能制定一系列解决方案。
学生将通过绘图和建模创建工作原型，并学习有
关版权、专利的知识，以及如何通过投资和众筹
（如Kickstarter）将他们的想法推向市场。
本课程融合了商业研究、艺术和设计技术以及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精神。本课程
将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提供建筑、产品设计及
工程等一系列职业所需的技能。
学生可以在没有时间限制或考试的情况下自由进
行创意探索，并帮助学生培养和巩固未来工作所
需的三项最重要的技能：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

拓展课程、超纲课程和拓展项目资格

的能力和创造力。

College和Faculty均要求学生选择一门或多门选修
课补充学术课程。大学越来越多青睐能够展示广

GCSE英语课程

泛经验和兴趣的学生，以及能够展示广泛人际关

英语系为12年级的学生提供（重新）参加GCSE

系和学习技巧的学生。

英语语言课程的机会，以支持学生申请大学以及
进一步提高英语语言技能。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拓展课程、超纲课程和拓展
项目资格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申请大学的竞争

本课程包括阅读和分析19世纪和现代文章（涵盖

力为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并帮助学生培养新

想象写作和应用写作）。在学年结束时，我们通

型和现有技能。

过两项外部GCSE考试检查所有学习内容。

本课程的范围广泛，每周安排两至四节课。有关

道德、辩论和公开演讲

College和Faculty开设的相关课程，以及如何围绕

本课程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通过讨论

其他学术科目构建课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选修
课列表。

我们开设的课程包括：
设计创新与创意企业（DICE）

时事、形成意见和辩论争议性问题，学生还能够
树立信心，学习知识和团队合作技能。
本课程适合希望在未来学术研究或职业中进行公
开演讲的学生。
然而，所有学生都将从本课程中受益，本课程有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培养学生的设计和制造技 助于培养学生在演讲和参加面试时的自信心。
能，同时探索创新产品的可能性。
创新产品。学生将通过最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
计（CAD）软件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机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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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课程和超纲课程（续）
欧洲文化

本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听力、口语、阅读和写

Q
本课程旨在让学生深入了解欧洲文化。本课程侧
重于英国和欧洲的生活以及社区成员的感受。学
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并提高自己
的社会认识。学生有机会与其他人合作开展项

目，以提高学习能力，培养成为本科生所需的技
能。

作能力，学生将学习如何构建作为及练习翻译。
学生还将学习强大的独立研究技能。本课程将在
学年结束时进行A Level考试，并提供宝贵的大学
入学资格。

法律超纲课程
在本课程中，学生将学习各种法律概念，并有机

学生还将有机会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如何发

会深入探讨相关概念。本课程将首先介绍英语法

表演讲。

律体系和常用术语，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学
生随后会学习罪犯判刑、刑事系统内人员的职

拓展项目资格课程（EPQ）

责、谈判技巧和国际法等项目。

拓展项目资格课程的学生将学习如何管理项目、
开展研究、使用一系列资源、培养技能、解决问
题和评估结果。根据本课程的教学安排，学生将
参加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开展的项目。

学生定期与指导老师会面，听取老师的建议和指
导，形成最终产品。

项目成果可以是人工制品（例如艺术品、电脑游
戏等）、产品（例如时装秀、慈善活动等）或基
于研究的书面报告。完成拓展项目资格课程，不
仅可以获得高等院校招生积分，还可以向大学和

此外，学生还将研究和讨论一系列局部问题和争
议性问题。本课程不仅引导学生研究法律，还帮
助学生掌握研究、批判性思维和沟通等关键技
能。学生还将学习法律相关的职业，从而帮助学
生制定未来计划。
本课程还将帮助学生备考全国法律招生考试
（LNAT），为大学攻读法学课程做好准备。

雇主证明候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独立学习技

GCSE数学课程

能。

学生有机会（重新）参加12年级的GCSE数学课
程。本课程对于先前没有取得预期成绩，或者不

拓展项目资格课程可以使学生从其他学生中脱颖

具备GCSE数学课程资格的国际学生而言特别有

而出。

用。本课程将支持学生申请大学以及进一步培养
学生的数学技能。

A Level第一语言汉语和俄语

医学和兽医学课程

讲中文和俄语的学生可以选择本课程作为拓展课
程和超纲课程选修课之一。本课程涉及相关语言

本课程让有志于成为医生、兽医和专职医疗专业

的现代和经典文学和电影研究、时事辩论和文化

人员的学生有机会探索和讨论当前的医学问题，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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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大学课程，并培养面试技巧。外聘讲师和卫

从而发挥每位学生的全部运动潜能。本课程包括

生专业人员将到访学校，与学生讨论热门话题，

田径、篮球、板球、足球、曲棍球、篮网球、橄

学生可以讨论当前面临的医学道德问题。我们还

榄球和游泳。

积极鼓励学生获得工作经验，开展研究、进行演
讲和培养教学技能。
学生将有机会获得急救证书，并且有机会成为医
学专业的学生。对兽医科学感兴趣的学生将有机
会进行小动物解剖。
学生还将学习生物医学入学考试(BMAT)和英国
临床能力测试（UKCAT）相关的技能。在课程
结束时，学生将完成一系列研究、演讲和工作体
验日志，以帮助其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音乐
本选修课将发展学生现有的乐器和声乐技能，并
提供尝试新乐器的机会。学生经常在课堂上相互
表演，如果学生愿意，也可以选择参加集会和音
乐会。
对于喜欢单独或小组表演和作曲的学生而言，本
课程并未设置涉及全部音乐技能和经验的测试。
精通一种或多种乐器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参加额外
课程，并参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ABRSM）的
测试。这些可以获得高等院校招生积分，有助于
申请大学。

力量训练与健身（健身房）**
力量训练与健身课程每周两节。本课程由利兹贝
克特大学的外聘专家教练教授，为付费活动。本
课程的学生将参加定制和个性化力量训练与健身
课程，并提供一对一监督和指导。学生还将参加
定期测试，以检测学生的健康提升情况，并通过
未来规划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整体健康和运动
状况。

大学招生雅思课程
大学招生雅思课程对于国际学生备考大学招生相
关的英语技能至关重要。本课程将教会学生如何
在雅思考试中取得成功，这需要获得学生签证，
并向英国的大学提供英语水平证明。除学习学术
词汇外，本课程还培养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
技能，从而让学生能够达到本科阶段的语言水平
要求。雅思成绩未达到7.0或GCSE英语成绩为
B/6的国际学生，在达到上述英语水平之前，应
该参加雅思课程。

学校团队体育与健康相关的训练
本选修课每周进行一到两次课程，每次两节。如
果学生加入学校运动队或希望在健身房进行健康
相关的运动，则应该选修本课程。

表演性运动**
表演性运动项目是为参加省级或以上级别体育赛
事的学生提供的有偿活动。表演性运动涵盖我们
精英教练团队的专业指导，可以同时选修力量训
练、健身及休闲运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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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志于学习医疗领域的学生提供支持
我们热心的医务人员每周会根据学生的课程安排一次
讲习，帮助准备申请医疗领域学习或从事药学、护

Q
理、营养学等医务工作的学生做好准备。

本类课程旨在让学生在A Level课程之外学习知识、

技能和经验。我们也协助学生完成个人陈述，练习面
试，以及学习时事知识。

学生整个学年都致力于丰富个人技能，对大学申请充

每周课程包括：

满信心。

大学要求（学生探索大学相关的选项）。

申请工作经验和志愿工作。英国的大学希
望学生具备工作经验，我们提供工作经验
相关的支持。
我们开展基于问题的学习课程、辅导和讲
座，以帮助学生确定最适合自己学习风格
的大学课程。这些课程还能够使学生具备
应对意外任务的能力。
研究至少涉及三个专业领域，从而让学生
在课程大纲之外培养自己的知识能力。
随后，学生将开展同伴教学等。
这将提供关键领域的经验和技能。
迷你面试和小组面试、建设性反馈，有助
于学生在时间限制严格的环境下提升自己
的面试技能。
BMAT和UKCAT考试备考，许多大学将
其作为选拔过程的一部分。

整个学年的授课嘉宾来自大学或专业领
域，他们将同学生分享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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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的学生—成功案例
学生姓名：Helen Zakhour
天赋和才华标准： 能力值125
其他富有挑战的拓展课程：
超纲医学课程（12年级后，主要为13年级）
慈善委员会，高中学生干部。

最终成绩：A*化学A*生物A*数学
升读： 莱斯特大学—医学专业
补充说明：
Helen在2017年演讲日赢得生物学奖。
基于Helen在学术学习中表现出的专注、智慧和能
力，我们相信，Helen注定能够在所有AS-level科目
中取得A等成绩。
除此之外，Helen非常友善，总是很乐意帮助教师和同学。她为学校的慈善筹款做出重大贡献，她们
的三人小组在jeans4genes日的日筹集超过1,400英镑。
Helen也是生物课堂的灵魂人物，没有她的课堂，简直无法想象！
不仅我们认识到她的优秀品质，她的才华还受到了大学的赏识，来自两所大学的医学专业录取通
知，以及一所大学的医学生理学无条件录取通知足以证明这一点。Helen的人缘非常好，获得生物学
奖实至名归。现在，她已购买了解剖工具，准备进入莱斯特学习医学专业。

学生姓名：Lulu Beatson
天赋和才华标准： 天赋值133
其他富有挑战的拓展课程：
超纲医学课程，高级数学挑战赛（金奖），
工程教育计划，高中学生干部。

最终成绩：A*化学A*数学A*进阶数学A*物理
升读：剑桥大学—物理学
补充说明：Lulu在2017年演讲日获得表演艺术奖
Lulu是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天才学生之一，她在12年级的数学和统计学科目取得8门全A成绩，并
在AS物理和化学取得A成绩。我们在此无法一一介绍她在校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就，简单而言，Lulu
参加了工程教育计划并赢得金冠奖，参加许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比赛，她的科
学博客拥有450名粉丝，是维基百科有影响力团队的成员。此外，她还是伦敦大学学院数学杂志
“Chalkdust”最年轻的作者。Lulu的前景可期，获得物理学奖实至名归，并将前往剑桥大学学习数
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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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学生姓名：Ruslan Nurmiev
年级：Faculty 12年级

Q

我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学习的这些年，获得了非常棒的学习和寄宿体
验。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帮助我成为独立的个体，并教会我如何在
多元文化社区中展现自我，我非常开心。我相信，在教
师和支持人员的努力下，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将继续成为
全国最好的独立学校之一。

学生姓名：Atyana Boss
年级：Faculty 13年级
在我学习生涯的最后两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给予了许
多帮助，成就了我现在的成功。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
关心和支持，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开设一系列课外活动，有助于减轻学
习压力和交友。

学生姓名：William Cheung
年级：Faculty 13年级

William于2016年入读Faculty预备课程，雅思总分为5分，后来
通过强化英语支持提升英语水平。他现在是13F年级的学生，
在最近的雅思考试中取得6.5分。William正在等待大学录取
通知书，他计划学习体育管理专业。

facebook.com/Queen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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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Diana Budko
年级： College 12年级
我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学习已经有3年了，可以坦率地说，到目
前为止，学校一直在帮助我实现自己的目标。学校的所有老师都
非常积极向上，乐于助人，并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初到9年级（King’s Magna中学）时，我只有14岁，当时我的英语
知识非常有限，因此有点害怕与不认识的同学一起学习新科目，
并且因为语言障碍，我几乎无法与他们沟通。即使是我多年来
梦寐以求的戏剧课程（我一直非常喜欢表演艺术和音乐），在
当时看起来也像是一场噩梦。
如果没有老师的支持，我就不可能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也不
可能达到现在的成就。我的戏剧老师是我最钦佩的人之一，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对我来而言，她不仅仅是一位老师，
还是我的知己。她对学生特别善良和严谨，鼓励和激励我们尝试新事物，实现看似无法实现的目
标。当我开始制作戏剧时，她告诉我这将非常艰难，她说：“如果你想参与戏剧制作，就必须改善
自己的口音，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努力练习发音和英语”。从那时起，她开始帮助
我。我每周六参加她在国王学院的戏剧课，她会向我提出挑战性问题，并引导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最终她成功了。到目前为止，我参与制作了大约7部学校作品，包括一部与校外专业演员和舞蹈
演员合作的作品（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该作品由学校组织，我是入选的四名戏剧学生之一。
我对她的敬佩之情几个小时都说不完，除音乐外，她还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我。但是，我也离不开其
他老师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我非常感谢那些让我真正钦佩的老师，他们帮助我学习技能，成为独立
的学习者。
两年前，我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学者；去年，我成为学校学生干部；今年，我成为院部学生干部和寄
宿委员会成员。
没有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教职工，我就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在这所优秀的学校学习。

学生姓名：Jing Zeng
年级： Faculty 13年级
Jing是2017年入学的13F年级学生。AS成绩优秀，并在今年夏季的
所有AS考试中获得A等级。Jing已收到华威大学经济学院的有条件
录取通知书，目前已收到剑桥大学的面试邀请。

twitter.com/q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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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EC
了解有关BTEC资格的更多信息
什么是BTEC？

Q

BTEC是一项职业资格证书，相当于关键阶段4（10—11年级）的GCSE课程以及关键阶段5（12—

13年级）的A Level课程。BTEC课程的学生需要完成各单元的作业，最终成绩由每个单元的学分构
成。有些单位是强制性课程，有些是选修课程。

BTEC课程与A Level课程或GCSE课程有何不同之处？

相较于A Level课程，BTEC更具实用性和职业性，是基于与主题领域相关的现实生活情境。在
BTEC商业课程中，学生将研究实际公司，进行模拟面试，发表商业演讲等。在BTEC体育课程
中，学生将分析实际运动表现，指导低年级学生，并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和提升情况进行评估。
BTEC课程的学生更侧重于课堂作业评估，而非正式考试。现在，几乎所有A Level课程均采用100%
外部考试，而BTEC课程仅有大约40%的课程采用外部评估，其中只有采用实际考试。
BTEC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升入高等教育院校或直接就业所需的技能。课堂式教学与项目工作和实际
工作相关的活动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行为能力，包括团队合作、创造性思维和表达技巧。
现在越来越多的雇主和高等教育机构选择合格的BTEC候选人，就是因为学生的学术知识、实践知
识和技能。

BTEC相关的事实和统计数据

2015年，四分之一的英国大学生通过BTEC升入大学（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报告—2016年1月的升读
方式）。

几乎79%的BTEC学生将继续取得一级或二级学位（BTEC学位路线相关的成果，伦敦经济学，
2013年）。
90％的BTEC学生毕业后受雇全职工作（BTEC学位路线相关的成果，伦敦经济学，2013年）。

持有BTEC资格的学生的学习水平提升较大（商务、创新和技能部—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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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可以通过BTEC课程升入大学？
在英国，150多所开设学位课程的大学和学院接受BTEC学生。成绩优异的BTEC学生与成绩优异的A
Level学生一样受青睐。
最近，毕业于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且持有BTEC资格的学生顺利进入杜伦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
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华威大学等等顶级大学学习。BTEC课程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成绩，以继续攻
读艺术、商业、金融、计算机、心理学、工程学、管理学等学位。

如何选择？
a.

BTEC与A Level或GCSE课程之间的选择取决于学生自己喜欢的学习方式。有些学生擅长考

试，有些学生擅长课堂表现，有些学生二者均擅长！对于部分国际学生而言，在两年学习结束后参
加大量以第二语言进行的考试，一项不容忽视的重大挑战。
b．

学生还应该考虑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要求，因为这将影响如何选择GCSE、BTEC和A Level

课程。学生需持续关注学校和大学提供的官方信息。博客和社交网站不可靠，虽然别人好意提供建
议，但不可避免地无法提供最新信息。
c．

请谨记，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仅提供GCSE、BTEC和A Level课程，这些课程已获得雇主和大

学认可。每门大学课程和每个雇主均有不同的入学/入职要求—有些人更喜欢BTEC，而有些人更喜
欢A Level，也有些人两种都接受。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支持所有学生实现愿望。我们将始终提供诚实和现实的建议。如果我们推荐学习
特定的课程，这项建议是基于我们多年的经验和知识。我们最成功的学生是那些在做出艰难或具有
挑战性决定时采纳我们建议的学生。
有关当前BTEC情况的事实简介：
每 年 有 超 过 100,000名
BTEC学生申请英国大
学，而且这一数字还在
增长

150多所提供学位课程的大
学和高等院校认可BTEC课
程

现在大约70%的BTEC
英国学生申请高等教育
课程

英国通过BTEC课程升入高
等教育机构的19岁学生比例
比2009年翻了一番（高等院
校招生办公室，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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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EC如何评分？
我们采用合格（P）、良好（M）、优秀（D）和优秀*（D*）四个等级对BTEC课程进行分级。
根据课程规模，学生可能获得一个、两个或三个等级。

Q
BTEC 2级—10年级和11年级学习
BTEC课程的等级

相当于GCSE课程

优秀*

A*

优秀

A

良好

B

合格

C

1级合格

D-G

BTEC 3级—12年级和13年级学习
BTEC课程的等级

相当于A等级

优秀*

A*

优秀

A

良好

C

合格

E

如何对学生进行评估？

BTEC课程涵盖多个单元，每个单元通常按照老师或课程导师安排和批改的作业进行评估。然而，
有些BTEC课程包含外部评分的测试（考试）。
作业可包括测试、研究、论文、项目、调查、艺术作品、实地考察和实验，并经常将理论与实践练
习相结合。
每项BTEC资格的科目主页发布了课程规范，学生可以在科目主页了解更多有关课程评估方式的信
息。
由于在整个课程期间对学生进行评估，学生可以像在工作场所一样分析和改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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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BTEC课程
相当于一门A Level（拓展证书）课程

商业
健康与社会保健
信息技术
法律
音乐
相当于两门A Level（文凭）课程

商业
音乐

音乐技术
科学
体育
艺术
时尚

表演艺术
摄影
旅行和旅游

科学
体育

相当于三门A Level（拓展文凭）课程

商业
艺术
时尚

表演艺术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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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父母权力”A level课程
A*/B排名
排名

学校名称

城市

A Level课程A*/B级

1

St Paul’s Girls’ School

London

98.8

2

Brighton College

Brighton

98.7

3

Westbourne School

Penarth

97.9

4

City of London School for Girls

London

97.5

5

Wycombe Abbey School

High Wycombe

97.1

6

King’s College School, Wimbledon

Wimbledon

96.8

7

Magdalen College School

Oxford

96.7

8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e

York

96.2

9

The Haberdashers’ Aske’s Boys’ School

Elstree

96

10

Sevenoaks School

Sevenoaks

95.8

11

The Godolphin and Latymer School

London

95.4

12

Westminster School

Westminster

95.2

16

The Lady Eleanor Holles School

Hampton

95

17

Concord College

Shrewsbury

94.9

18

Guildford High School

Guildford

94.5

19

Haberdashers’ Aske’s School for Girls

Elstree

94.4

20

Eton College

Windsor

94.1

21

Notting Hill and Ealing High School
GDST

London

94

22

North London Collegiate School

Edgware

93.9

23

Wimbledon High School GDST

London

93.8

24

Putney High School GDST

London

93.7

30

Merchant Taylors’ School

Northwood

92.9

33

St Albans High School for Girls

St Albans

92.3

34

The Faculty of Queen Ethelburga’s

York

91.7

35

Alleyn’s School

London

91.6

36

Bancroft’s School

Woodford Green

91.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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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King Edward VI High School for Girls

Birmingham

91.3

38

Eltham College

London

91.1

39

Withington Girls’ School

Manchester

90.8

40

St Catherine’s, Bramley

Guildford

90.7

45

Trinity School

Croydon

90.2

46

Hampton School

Hampton

90

47

Highgate School

Highgate

89.9

54

University College School

Hampstead

89

55

Radley College

Abingdon

88.9

56

Channing School

London

88.6

68

Surbiton High School

Kingston upon
Thames

87.5

69

Farnborough Hill

Farnborough

87.4

75

St John’s College, Cardiff

Cardiff

86.7

76

Hurtwood House

Dorking

86.1

77

Benenden School

Cranbrook

86

78

Caterham School

Caterham

85.8

81

Oundle School

Peterborough

85.1

85

St George’s Weybridge

Addlestone

84.7

86

St Dunstan’s College

London

84.5

87

King William’s College

Castletown

84.2

88

St Mary’s Calne

Calne

84

91

Truro High School for Girls

Truro

83.3

94

Marlborough College

Marlborough

82.9

95

Bishop’s Stortford College

Bishop’s Stortford

82.8

96

Stephen Perse Senior School

Cambridge

82.7

97

St Peter’s School

York

82.6

98

Exeter School

Exeter

82.3

99

St James Senior Girls’ School

London

82.1

100

Headington School

Oxford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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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父母权力”A level课程
A*/B排名（续）
103

Brampton College

London

81.5

104

Repton School

Derby

81.3

105

The King’s School, Canterbury

Canterbury

81.1

106

Monkton Combe School

Bath

81

109

St Edward’s School

Oxford

80.6

112

St Helen’s School

Northwood

80.3

113

Kimbolton School

Huntingdon

80.2

121

Malvern St James Girls’ School

Great Malvern

79.8

131

The Portsmouth Grammar School

Portsmouth

79.3

132

King Edward’s School

Bath

79.2

135

he Grange School

Northwich

79

136

Queen’s Gate School

London

78.9

137

Bolton School Girls’ Division

Bolton

78.8

141

Talbot Heath School

Bournemouth

78.3

151

Our Lady of Sion School

Worthing

77.9

152

Northwood College for Girls GDST

Northwood

77.7

153

Battle Abbey School

Battle

77.6

154

Lingfield College

Lingfield

77.5

159

The King’s School, Worcester

Worcester

77.1

160

Cheltenham College

Cheltenham

77

163

Yarm School

Stockton-on-Tees

76.7

164

St Leonards School

St Andrews

76.5

165

Birkenhead School

Oxton

76.4

171

Kingswood School

Bath

76

174

Salesian College Farnborough

Farnborough

75.8

175

Francis Holland School, Regent’s Park

London

75.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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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星期日泰晤士报》“父母权力”寄宿制学校
A level课程A*/B排名
排名

《星期日泰晤士报》A Level课程

A Level课程

A Level课程

英国寄宿学校（2019年）

A*/A级百分比

A*/B级百分比

1

Brighton College

83.1

98.7

2

Westbourne School

66.7

97.9

3

Wycombe Abbey School

84.3

97.1

4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e

83.2

96.2

5

Sevenoaks School

83.5

95.8

6

Westminster School

88.9

95.2

7

Concord College

81.4

94.9

8

Eton College

80.3

94.1

9

The Faculty of Queen Ethelburga’s

64.8

91.7

10

St Catherine’s, Bramley

66.5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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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和大学录取情况
我们所有四所学校的学术成绩都很好，有关我们

在College，我们的学生受益于快捷课程，这对于

学术成绩的最新详情可访问我们的网站，以及参

升入10年级之前取得较大学业进步学生而言是一

Q
考本招生简章的下文内容。

在Chapter House小学和King’s Magna中学，我们

项挑战。书面英语水平较高的国际学生可以通过
学习A Level课程和GCSE课程的传统科目进一步
培养。

两个学校的领导团队紧密合作，培养学生坚实的
学术基础，以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并为学生在

这些必修课程仅适合成绩较好且具备独立学习

College和Faculty的学习做好准备。

技巧和能力的学生。就课程和学术期望而言，

我们College和Faculty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其他地方和国家的独立学校。

College 的GCSE课程和A Level课程毫不逊色于

学生选择最合适的学校和课程，满足自身需求。
我们会提供大量个性化建议和指导，以支持学生

College的学生通常会升读各种英国和国际大学。

选择学校和课程，同时需要满足本手册上文所述

于2018年，学生完成13年级后，继续学习工程、

的最低入学要求。

数学、医学、兽医科学、商业管理和经济学等课
程（仅举例而言）。学生的大学选项包括伦敦大

在Faculty，我们的学生将受益于各种选修课、学

学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

术导师的必要支持，且在必要时，还会得到英语

院、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杜伦大学、皇

（作为附加语言）强化课程支持。

家兽医学院和香港大学。A Level课程的A*/A等
级为83.1%，GCSE课程的A*/B（6—9）等级为

希望取得较高成绩，但需要特定领域支持的学

生，可以从更加个性化的课程中受益，并获得广
泛的支持。

这是我们在Faculty取得优异成绩的主要原因；在
2018年，91.03%的A Level课程评级为A*/B级，

64.8%的BTEC课程评级为优秀*或优秀。

Faculty 的国际学生通常会升读英国最好的大学。

例如，2018年，我们Faculty 40%的国际学生升读

伦敦的优秀大学，包括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
国王学院、城市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和玛丽
王后学院。另有40%的人升读罗素大学集团及前

1994年大学集团，包括曼彻斯特大学、埃克塞特
大学、约克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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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

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会计与金融

杜伦大学

会计与金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会计与金融

曼彻斯特大学

会计与金融

曼彻斯特大学

会计与金融

曼彻斯特大学

会计与金融

伯明翰大学

会计与金融

埃克塞特大学

会计与金融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与欧洲大陆研究

布里斯托大学

应用运动科学

爱丁堡大学

阿拉伯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圣安德鲁斯大学

建筑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建筑

诺丁汉大学

建筑

诺丁汉大学

人工智能与数学

爱丁堡大学

性能设计

皇家威尔士音乐戏剧学院

生物化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生物科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生物医学工程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商业管理

杜伦大学

商业管理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商业管理

东英吉利亚大学（UEA）

商业管理、数字创新和创业

伦敦大学

化学工程

伦敦帝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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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化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化学（及一学年工业）

伦敦帝国学院

土木工程

曼彻斯特大学

土木工程与欧洲大陆研究

布里斯托大学

计算机科学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牙科手术

普利茅斯大学

经济学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经济学

诺丁汉大学

经济学

华威大学

经济学

剑桥大学

经济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电气与电子工程

南安普顿大学

电子电气工程

曼彻斯特大学

电子工程

曼彻斯特大学

英语与电影研究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金融与商业经济学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财经

兰卡斯特大学

法语与英语（国外一年）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通用工程

杜伦大学

历史

伦敦大学学院（UCL）

历史与国际关系

雷丁大学

国际商务管理（伦敦校区）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国际酒店管理

萨里大学

国际关系

萨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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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英国法学大学（包括德布罗克商学院）

法律

伦敦大学学院（UCL）

法律

布里斯托大学

法律

牛津大学

法律与商业研究

华威大学

欧洲法律研究

埃克塞特大学

语言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语言学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管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管理

曼彻斯特大学

管理

华威大学

管理（会计与财务）

曼彻斯特大学

管理科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管理科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管理科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数学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数学

兰卡斯特大学

数学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数学

爱丁堡大学

数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数学

布里斯托大学

数学

埃克塞特大学

数学与金融

曼彻斯特大学

数学与金融管理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数学与金融管理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机械工程

诺丁汉大学

媒体传播

伦敦艺术大学

医学

赫尔约克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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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医学

剑桥大学

医学与外科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医学与外科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现代语言与商业管理

曼彻斯特大学

音乐（制作）

利兹音乐学院

自然科学

杜伦大学

自然科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自然科学

剑桥大学

药理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理疗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政治与经济学

拉夫堡学院

心理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心理学

伦敦大学学院（UCL）

心理学

布里斯托大学

心理学

南安普顿大学

科学与工程预备课程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运输与商业管理

拉夫堡大学

城市规划与发展

卡迪夫大学

城市规划与发展

卡迪夫大学

Q

我们在此也要恭喜今年成功就业、在大公司见习，以及处于大学或就业空档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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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ulty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会计与金融（伦敦校区）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会计与管理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建筑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银行与金融

利兹大学

生物科学

卡迪夫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

诺桑比亚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

萨里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商业管理

兰卡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商业管理

埃克塞特大学

商业管理

约克大学

商业与营销

考文垂大学

商业计算与创业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商业管理

兰卡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

诺桑比亚大学

商业管理

诺桑比亚大学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商业管理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商业管理

香港大学

商业管理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商业管理

萨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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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ulty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商业管理

萨里大学

商业管理

萨里大学

商业管理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创业）

萨里大学

商业管理（金融）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工业）

兰卡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工业）

兰卡斯特大学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

萨里大学

企业管理与营销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商业管理与市场营销

利兹贝克特大学

商业研究与专业实践

林肯大学

化学（海外留学）

巴斯大学

儿童护理

曼彻斯特大学

土木工程

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JMU）

土木工程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计算机取证与安全

利兹贝克特大学

电脑游戏技术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计算机科学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商业计算机科学（ITMB）

阿斯顿大学

犯罪学

萨塞克斯大学

犯罪学（包括基础学年）

埃塞克斯大学

犯罪学与社会学

温彻斯特大学

戏剧

格林威治大学

生态与保护生物学

谢菲尔德大学

经济学

国王学院（伦敦大学）

经济学

伯明翰大学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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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预备课程

诺桑比亚大学

英语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英国文学

拉夫堡大学

英国文学与电影研究

利物浦大学

环境与商业

利兹大学

活动管理

利兹贝克特大学

时装与纺织品

金斯敦学院

时尚传播与造型

米德尔塞克斯大学

时装管理

曼彻斯特大学

FDN桥梁课程

伯明翰大学

金融

伦敦摄政大学

金融

伦敦摄政大学

财务与会计

考文垂大学

金融与投资管理

诺桑比亚大学

基础艺术

伦敦艺术大学

预备课程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预备课程

伦敦艺术大学

全球管理

伦敦摄政大学

全球管理（企业和创新）

伦敦摄政大学

历史

拉夫堡大学

插画

伦敦艺术大学

商业信息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UCL）

商业信息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UCL）

国际商务

伦敦大学

国际商务

利兹贝克特大学

国际商务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

国际商务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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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ulty的大学走向
课程

大学

国际商务管理

萨里大学

国际商务管理（伦敦校区）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国际商务（及一学年工业）

肯特大学

西班牙语国际商务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国际营销与管理（伦敦校区）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国际关系与政治

诺桑比亚大学

信息技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法律

埃塞克斯大学

法律

伯明翰大学

管理（会计与财务）

曼彻斯特大学

国际商务管理（一学年商业）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数学

谢菲尔德大学

数学、运营研究、统计学、经济学（MORSE）

华威大学

机电工程

伯明翰大学

模型设计（特效）

赫特福德大学

护理（心理健康）

东英吉利亚大学（UEA）

职业治疗

诺桑比亚大学

职业治疗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摄影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体育活动、运动和健康

利兹贝克特大学

自然地理学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理疗

约克圣约翰大学

心理学

诺丁汉大学

心理学

利兹大学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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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林肯大学

心理学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大学

零售、营销和管理

拉夫堡大学

体育与运动科学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体育商业管理

利兹贝克特大学

体育商业管理

利兹贝克特大学

体育商业管理

利兹贝克特大学

运动护理、康复与按摩

卡迪夫都会大学

体育管理

诺桑比亚大学

体育管理（实习）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体育营销

利兹贝克特大学

体育营销

利兹贝克特大学

体育营销管理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戏剧与表演

利兹贝克特大学

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

伦敦大学学院（UCL）

我们在此也要恭喜今年成功就业、在大公司见习，以及处于大学或就业空档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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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们教授哪些核心科目？

我们对国际学生有哪些优势和吸引力？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11年级及以下的学生将学习数

我们拥有许多吸引学生的优势。我们卓越的学术

学、英语、科学、体育和个人发展课程。此外，

成就超越许多其他学校，同时我们开设广泛的课

9年级以下的学生有机会学习艺术、音乐、戏

程。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设置。在《星期日泰

剧、设计技术和现代外语、计算机科学和人文科

晤士报》的2018年“父母权力”联盟寄宿学校

学。

排名中，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位列第四，A

Q
关键阶段4的学生可以选择各种其他可选科目，

Level课程获得A*/B评级。

例如地理、历史、计算机科学、法语、德语、西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ulty则位列第九。我们95%

班牙语、商业、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摄

的毕业生进入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深造。

影、公民和体育。高中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各类
A Level和BTEC传统课程，包括数学、进阶数

我们的校园占地200英亩，位于安全和安定的乡

学、统计学、生物学、化学、物理、计算机、心

村地区。我们距离多个国际机场距离的车程在一

理学、英语、英语文学、商业、经济学、历史、

个半小时内，伦敦距离约克站仅有两个小时的火

地理、法律、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健康与社

车车程。我们最近的校园投资让我们拥有英国最

会保健、艺术、时装、摄影、音乐、表演艺术、

卓越的设施，包括新宿舍和最近开放的体育村。

设计技术及体育。

我们的寄宿生设施在整个英国和欧洲均无与伦

学生将如何介绍自己的母校？

比。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是由位于历史古城约克郡附近

在学生选择希望学习的科目时，我们会为学生提

由4个学部组成的私立寄宿学校。我们拥有高质

供专业职业指导。我们开设广泛的传统A Level课

量学术课程、广泛的联合课程、优质教牧关怀和

程和BTEC资格课程，确保我们的学习课程能够

卓越的设施。

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最佳机会。

在校学生约1,600人，在过去8年间，学校投资兴

国际学生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整个学习期间，还

建价值超过1亿英镑的新设施和资源，包括新体

可以参加各种一年制学习课程，这些课程旨在强

育村、新寄宿公寓和新教室。我们拥有两所独立

化学生的英语语言，并为学生下一级的学习做好

经营及自行开设课程的特色中学（即College和

准备。

Faculty）。

我们的学生来自60个不同国家，英国学生占半

我们认为每位学生均是独立的个体，我们的教职

数。

工敬业忠诚，努力确保我们的学生遵循我们的校

我们教授哪些技能和价值观？

训：“尽吾所能，尽善尽美”。

我们统筹看待教育，向学生教授一系列技能，使
学生能够取得进步。在整个学期期间，我们都会
培养个人发展，重点关注学生的精神、道德、社
会和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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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自尊和自信，

此外，我们每周均会为学生提供体育馆、体育课

从而提升学校社区的价值观。

程、音乐课程和表演艺术课程。各种体育项目包
括从传统运动到不寻常的运动，包括射箭和击

我们鼓励学生培养主动性，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剑。我们学校的戏剧制作、年度体操和舞蹈表演

并尊重他人。我们的社交活动还为学生提供融合

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活动，所有民族的学生均踊

和获取不同经验的机会，以应对学生未来可能遇

跃参与。

到的问题。
在周末，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寄宿活动，选择广

国际学生在闲暇之余可以参加哪些非学术 泛。其中包括前往附近景点、购物、看电影和参
活动？
加约克郡周边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选择范围非常广泛；学生有机会访问

我们有时会在周末出国，前往欧洲大陆其他有趣

新地方，巩固所学技能，学习知识或尝试新活 的地方。
在假期，我们还会组织国际旅行，带领学生前往
动。
世界各地。有些旅行是纯粹教育性质，而有些旅
我们的学生每周可以参加午餐活动和课后活动，

行则是提供志愿者服务。

其中包括支持在上课期间完成任务的专业科目课
程，或者拓展课程大纲之外的活动。这些活动让
学生有机会提高对薄弱领域的信心，或者仅需要
投入更多时间拓展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及自己喜
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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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续）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提供哪些支持服务来提
高国际学生的语言水平？

我们通过Vivos软件建立了卓越的奖励系统，可
以转化为住宿分数。我们将为在学术和社交方
面积极努力的学生提供个人奖励。我们制定了

Q
学生入校时的英语水平有所差异。根据学生入校
时的英语评估水平，我们会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
供不同的支持服务。

LEARN政策，设定课堂期望，即倾听、积极、
参与、尊重和永不放弃。
外国学生如何融入当地文化？

首先，我们开设了许多课程帮助学生在我们的

学术环境中加强英语的薄弱之处。这些学生将参

加非母语英语（EAL）课程，我们的课程表安排
紧凑，特定科目的选修课较少。

我们拥有一支国际联络官团队，专门照顾入校的
国际学生。国际联络官会向学生介绍路线、期望
和环境，并可随时保持联络。通常最大的变化在
于食物，虽然我们提供传统英式菜肴，但我们也

我们的基础课程和预备课程旨在确保学生具备在

尝试每天提供两种国际菜肴供选择。

所选择学术课程取得成功所需的英语水平。这些
课程通常采用一年制，在完成后即可开始传统的
课程学习。

我们的校服店备有符合校服政策的大衣、围巾和
帽子，以确保学生穿着应季服饰。我们还组织许
多当地旅行。

我们许多国际学生会将非母语英语课程作为选修
科目。学生会全面学习英语：语法、口语、听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学生可以通过哪些方
力、阅读和写作。学生将在学习其他选修课的同 式升读英国和西方其他地区的大学？学生
时学习英语，这有助于学生确保学生理解特定科 是否可以凭借毕业证书和伊莎伯格女王学
院的推荐信申请大学？
目的术语，并帮助学生达到英语的学术要求。

我们如何妥善处理学生的个人、健康与安
全、纪律以及社交和娱乐需求？

我们的教职工经验丰富，专业性强，他们会就大
学申请提供一系列建议。
我们的大多数毕业生会升读世界各地的理想大

在学生入校后，学生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充满关怀

学，其中大部分升读英国的学位课程。伦敦大学

和支持的环境。我们拥有一支专业教牧团队，为

学院、伦敦经济学院、国王学院和城市大学等位

学生提供一系列经验和专业知识。

于伦敦的大学是我们学生的热门选择，但我们的

我们最近推出了一项“伊莎伯格女王学院茁壮成

学生入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成功率也很高。

长支持课程”（Thrive@QEC），专门提升学生

在学校和寄宿期间的个人福祉。学生可以参加任

我们与瑞士的机构就优惠政策建立了紧密联系，

何“茁壮成长支持课程”，无需登记或注册，我

我们每年会安排学生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

们希望这可以确保我们所有的学生均获得必要的

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大学。

照顾，也可以提供同伴支持。

导师、教学团队和职业部门的员工会支持学生完
成个人申请、个人陈述、预测成绩和参考资料。

我们建立了同伴导师团队，专门为低年级的学生

我们每年会邀请不同知名大学的演讲嘉宾前往学

提供支持。我们所有学校的学生干部团队负责提

校。

供领导和支持服务。我们会为低年级学生安排一
名“结伴好友”，帮助学生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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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成功入读大学的比例是多少？

您能否详细介绍学生的独特寄宿体验？

我们几乎所有的学生均会升入大学，不论是13年

我们的寄宿人员努力确保学生得到良好照顾，并

毕业后或是经过1年空档期。有些学生选择与在

为每位学生安排一名专门员工。我们的寄宿环境

英国公司见习，少数学生选择从军。

非常舒适，让学生宾至如归。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提供哪些机会让学生获
得国际视野、全面教育、职业和生活教
育？

宿舍配备定时电视、电话和Wi-Fi，以便学生与

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联系非常紧密，这使我们能

们也尊重学生的休息和放松需求。

够充分利用我们可以提供的资源。我们支持多样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监督学生进行课程准备，为每

性，并鼓励学生尽可能加强联系，了解彼此的文

一位学生提供结构化支持和时间，学生可以在必

化。

要时寻求支持。

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我们会在周末安排各种各
样的活动和社交计划，充实学生的生活，同时我

我们会举办和规划诸如国际周活动等一系列活
动。如果我们需要与家庭沟通，我们会联系家
长，并使用相应的母语与家长沟通。如果是面对
面会谈，我们将提供翻译。
我们提供优质的教育以及一系列活动和海外旅
行，从而让学生为未来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
学生有机会作为成为学生干部、导师和结伴好
友，从而让学生互相支持、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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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拓展课程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联合拓展课程

Q

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除学术成功外，我们还希望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让
学生有机会获得课堂之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非常重视联
合课程，组建了专业的教师团队，根据学习课程安排各种活动和实地考察，以
丰富学生的体验。

拓展活动

定期开展活动非常重要，这能够促进学生智力、情感、社交和道德的发展。定
期开展活动也将有助于高年级学生的大学或就业申请。我们认为，拓展学生的
教育体验应当从提供广泛的联合课程开始，主要涵盖以下拓展类别：

Emma Chapman - 联合课程负责人

社区

为学校社区做出贡献，举办慈善募捐，参加保护和社区志愿者工作，例如，定期
代表学校或院部等。

创造力

通过艺术设计、表演、高阶思维展示创造力，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背诵诗词、国际象棋、辩论、体操、舞蹈等相关活动等。

文化

让自己沉浸与文化体验，例如国王剧院的戏剧表演（免费！）、歌剧、正式晚
宴、体验其他文化、访问其他国家等。

健康与运动

每周参加有益于身体、社交和心理健康的活动，专注和自我改进，例如体育馆、
游泳、旋转、团队游戏、冥想、瑜伽、THRIVE、营养日记、体育活动等。

领导力

引导其他人学习自己，例如指导新学生，鼓励和激励下属团队，参加比赛（如果
你能够影响他人），主持委员会/理事会，成为课程准备伙伴，提供意见，帮助
别人提高或改变行动/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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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校，学生将更深入地了解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
在健康、教育和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所面临的挑

慈善委员会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战。让学生有机会能为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Q
通过本项活动，学生能够全面规划和筹备筹款活
动。学生将共同考虑慈善活动的最佳选项以及如
何顺利运营。对于希望参加慈善工作并学习如何
组织和计划活动的学生而言，该活动非常有用。

茶、蛋糕和信仰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这是学生放松身心、思考信仰及讨论问题的机
会，学生可以边讨论边品茶和享用蛋糕！欢迎所

有宗教信仰（或并无宗教信仰）的学生参与思
考、质疑、讨论或倾听。

养老院志愿者服务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本项独特的活动非常适合希望获得护理或健康服

保护大象俱乐部
适合8至13年级的学生
本项活动为学生提供参与拯救大象项目的机会，
这些项目旨在提升大象的福祉。在本俱乐部，学
生将了解大象、其自然栖息地、野外生活以及保
护大象的原因。我们将研究大象在不同文化中扮
演的角色，最后，通过与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更
广泛社区及其他“拯救大象大使”同伴分享经
历，学生将整体意识到亚洲大象面临的困境。

BBC校园记者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学生将了解如何成为一名记者：识别假新闻，进
行采访，制作头条新闻。

务工作经验的学生。学生将花时间与居民交流，
并协助提供基本护理需求，例如供应茶、咖啡以
及玩棋盘游戏。养老院的部分居民认为这项活动

创造力

是他们“每周期待的活动”。我们希望提供更多
机会，让学生参加这项大受欢迎的活动，不仅造
福居民，还能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及参评爱丁堡

乐高俱乐部
适合6至9年级的学生

公爵奖（DofE Award）。

乐高俱乐部可以让学生在创造性非竞争环境中形

赞比亚社区项目
适合7至13年级的学生

木，尝试新新事物或继续完成自己的杰作。寻找

成观点。学生将每周拼搭全球最受欢迎的建筑积
未来建筑大师，从这里开始！

我们很高兴介绍赞比亚的Gota中小学。我们的目
愿参与本项目的学生，将每周从英国提供支持，

陶艺俱乐部
适合7至8年级的学生

包括筹款、打造资源和采购设备。此外，学生还

在陶瓷俱乐部，学生将了解如何使用适当的粘土

可以前往Gota Gota提供重要资源和体育医疗设

材料制作陶瓷。学生们将设计和亲手制作雕塑，

标是为这所贫困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提供支持。志

备，并在修复建筑、教学、指导和组织课外活 然后在烧窑中煅烧，并开开心心地带回家。
动方面为Gota Gota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提供实

际帮助。通过每周参加本项活动和/或访问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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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BAFTA青年游戏设计师
适合8至11年级的学生

大学烹饪活动
适合12至13年级的学生

BAF TA青年游戏设计师奖旨在鼓励学生创造、

大学烹饪活动旨在让学生学会烹制实惠的营养

开发并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新游戏理念。本项活

餐，在独立的求学生活中照顾好自己。餐食包括

动还有助于深入了解英国的游戏行业。学生将努

甜味和咸味菜肴，可以使用新鲜食材轻松制作，

力角逐游戏设计奖或游戏概念奖，继而有机会参

并且非常省钱。本课程还教授学生一些基本技

与设计和开发自己独特的游戏。

能、技巧和食谱。在课程结束时，每位学生将获

因此，如果学生对编码或创造数字艺术品感兴

得一本包括所有菜肴的食谱。

趣，本项目非常适合。

快乐着色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本项活动有趣且富有创意，学生可以使用不同的

创意烹饪俱乐部
适合5至9年级的学生
本活动由专业餐饮人士负责提供。学生将学习如
何烹制牛排、意大利面，甚至烤巧克力布朗尼。

颜料着色，鼓励学生的原创性及分享观点。在本
校园日，学生可以在和谐的环境中进行社交活
动。

烘焙俱乐部
适合5至9年级的学生
本活动由专业餐饮人士负责提供。学生将学习如

漫画制作俱乐部
适合6至11年级的学生

何烘焙各种甜味和咸味 食物。

通过 www.pixton.com 网站，学生可以访问数以
千计的漫画成品。学生可以阅读漫画，但最重要

刺绣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的是，学生可以使用大量的角色、物品及背景制

刺绣是用针线或纱线装饰织物或其他材料。刺绣

作自己的故事板。

还可以包含其他材料，例如金属条、珍珠、串
珠、羽毛和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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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根据技能水平设计和制作小物品，例如衣

科学与工程俱乐部
适合6至9年级的学生

柜清新剂、化妆包、笔袋、钱包、手提包等。

如果学生对无解难题和激动人心的实验非常感兴

学生将从基础知识开始，学习针脚技术。然后，

趣，那么，科学俱乐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学生

针织和十字绣
适合7至13年级的学生

将在整个学期开展实际实验并参加科学游戏。本

学生可以学习绣十字绣，为特殊人士制作照片或

团队协作和每周学习新事物的学生！

活动不仅适合“未来爱因斯坦”，而且适合喜欢

贺卡。学生可以学习如何编织或者提升现有的技
能，同时享受友好和谐的氛围。

投资者挑战赛
适合12至13年级的学生
投资者挑战赛是高中课程 学生参加的全国比赛。
在小组工作中，学生将参与研究企业趋势和绩效
以及经济因素，这将有助于学生使用虚拟资金
（而不是真钱）购买不同的股票或股权。投资组
合业绩较好的小组将晋级区域决赛，再次获胜后
将晋级全国总决赛。本活动主要是学习团队合
作，享受乐趣，了解投资方法。

初级数学挑战赛
适合6至9年级的学生
初级数学挑战赛是获得所有大学认可的国家级竞
赛，是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

国际象棋俱乐部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学生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锲而不舍精神的重要衡量

国际象棋俱乐部适合所有段位的棋手，从初学者

方式。初级数学挑战赛也受到许多专业机构的认

到专业棋手。在国际象棋俱乐部，学生将有机会

可，特别是主要 赞助商精算学会。

参加友谊赛，偶尔参加锦标赛和比赛，并尝试解

CREST奖
适合12至13年级的学生
CREST奖计划是专门针对青年的英国科学协
会旗舰计划，英国每年约有30,000名学生获得
CREST奖。CREST奖是唯一获得国家认可的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认证计划，
旨在通过科学拓展活动激发和吸引5到19岁的学
生。

决国际象棋问题。真正的国际象棋爱好者可以玩
国际象棋历史的上的精彩对局，看学生是否能够
理解大师的想法。

战锤与空战（Warhammer and Airfix）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战锤与空战”俱乐部让学生有机会构建和装饰
模型，然后用来互相对抗。学生有机会与热爱这
款游戏的其他学生分享漫画和故事。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77

文化

竖笛合奏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乐队
适合6至9年级的学生

不同水平的竖笛演奏者共同演绎知名曲调。竖笛

任何/所有乐器的演奏者与歌手合作演绎流行音

学生需要懂音乐。

乐队将在本学年后期将参加“摇滚校园”乐队。

Q
乐和摇滚乐。乐队适合初学者、懂音乐的学生以
及尚未学习音乐的学生。

初学者音乐理论（课程内容）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音乐理论相关的基础知
识。如果学生计划参加5级理论课程，本课程非
常适合。

弦乐合奏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不同水平的弦乐演奏者团队共同演绎著名乐谱。
弦乐队将在本学年后期将参加“摇滚校园”乐
队。学生需要懂音乐。

室内合唱团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室内合唱团是由经验丰富的优秀歌手（男性和女
性）组成的合唱团，通常仅适合伊莎伯格女王学
院合唱团的成员。学生可以报名参加本活动的试
唱。室内合唱团是高级声乐合奏团，将在校外活
动表演。

King’s Magna中学合唱团
适合 6至 9年级的学生

适合KM中学的所有学生。合唱团将在校内及更
广泛的社区活动中演唱各种名曲。学生不需要
懂音乐。如果学生参加唱歌课程，则参加King’s
Magna中学合唱团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学生一起练
习是不错的选择。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合唱团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本合唱团演唱各种风格的作品，分为2或3个部
分。除当地社区的活动外，本合唱团还为“颂歌
仪式与演讲日”等高规格学校活动提供大部分音
乐表演。学生不需要懂音乐。如果学生参加唱歌
课程，则参加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合唱团与其他志
同道合 的学生一起练习是不错的选择。

课外法语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本项目将通过一系列活动重点介绍法国与其他法
语国家的文化差异。

5级理论课程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本活动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达到ABRSM 5级要
求。如果学生从9月份开始参加本活动，通常会
参加5月份的5级考试，因此，需在整个学年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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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MFL电影俱乐部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MFL电影俱乐部涉及著名的欧洲电影，主要是
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电影。学生将观看和研究电
影，以了解电影的内容、意义、艺术风格和导演
的目的。所有电影均配有字幕，因此各种水平的
学生都可以参加本 活动。

这是学生与歌手、吉他手、贝斯手、鼓手、键盘
手或其他乐器演奏者等音乐爱好者同台献艺的绝
佳机会！学生将学习一系列歌曲，以及如何有效
地表演和交流，从而帮助其成为更优秀的音乐家
和表演者。摇滚乐队适合所有学生，不论音乐水
如何平或是否有 经验。

管弦乐队（高中和初中）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科学与工程俱乐部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学生将在本新活动中演奏传统乐器（小提琴、中
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单簧管、萨克斯
管、巴松管、小号、号角、长号）。本活动非常
适合希望演奏更传统曲目且懂音乐的学生。

科学与工程俱乐部适合对所有科学和技术/工程
感兴趣的学生。本俱乐部鼓励学生思考自己感兴
趣的项目，并参与研究、设计和建造所选择的
项目/型号。学生先前建造过冰淇淋制造机、桥
梁、无人机、巴杉木飞机和钟表。学生将学会设
计以及使用各种工具等技能。在本活动中，学生
可能需要为更大的项目采购其他材料。学生可以
通过本活动参评爱丁堡公爵奖（技能）。

背诵诗词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本活动旨在让学生与同龄人分享对诗歌的热爱和
兴趣，如果学生愿意，还可以参加现场表演。

弦乐队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适合高级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演奏者（5级或以
上）。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摇滚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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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运动
体育系开设的所有体育课程均作为拓展活动，进
一步提升希望代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参加体育赛

巴西柔道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柔道旨在提升个人自卫能力。柔道是由日本武士
于1532年发明的近距离搏斗技术。在近距离搏斗

Q
事的学生的技能。我们全年都会安排此类体育活
动， 包括：

过程中，武器的效果不佳。大多数柔道技术是纯
技术性质，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要求，甚至可以用

田径（混合）
篮球（混合）
板球（男子）
足球（混合）
体操（混合）
曲棍球（混合）
篮网球（女子）
橄榄球（男子）
游泳（混合）
蹦床（混合）

其他运动由专业教练授课，以确保为学生提供跟
多、更好的机会。请参阅下文的详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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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战胜更强大的对手。

拳击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拳击健身训练是一种很好的有氧锻炼方式。许多
人认为拳击是最好的运动之一，因为拳击能够在
一次锻炼中调节整个身体。拳击能够提供高强度
运动，改善身体状况，从而改善心血管疾病和耐
力。

五公里越野（Couch to 5K）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游泳培训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五公里越野是非常受欢迎的全国性跑步计划，本

游泳培训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游泳能力的全部

课程专为完全初学者设计。从快步走开始，然后

范畴以及全部四种类型，适合会游泳和不会游泳

每周增加慢跑量。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能够跑

的学生；本课程也适合希望提升游泳技术或通过

完5公里（3英里）。这是逐步改善 健康状况的绝

游泳锻炼身体的学生。本课程也可以作为希望参

佳方式。

加游泳比赛的学生的桥梁课程。

K-Pop舞
适合 6至13年级的学生

游泳队（通过评估选拔）
适合 6至 13年级的学生

程非常有趣、轻松。学生无需任何经验，只需怀

成员需要通过评估选拔。本课程包括所有四种泳

Kpop舞适合任何对Kpop舞感兴趣的学生，本课 本活动适合竞技游泳运动员，因此游泳队和活动
揣对kpop音乐和团体舞的热爱。学生还可以选择 姿、个人混合泳、起步与转身，再加上适合学生
培训参加年度“健身和舞蹈表演”。

身体条件的学习和强度。评估过程将从技术角度
评估游泳运动员的泳姿以及个人应对训练 负荷的

泰拳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在本课程中，学生将学习泰拳技术，包括步法、
平衡、拳击技术等。我们的外聘专家教练说，泰

能力。
通过完成重要记录，制作安全简报，学生可以掌
握自己的旅行经历，确保学生拥有终生难忘的冒
险经历！

拳不只是击打沙包，而应当在初次学习时学会正
确的技术，然后不断练习。

跑酷
开设2年级，
6-9年级，
10-13年级课程

跑酷是一种根据军事障碍训练发展而来的训练科
目。目标是在复杂环境中，以最快和最有效的方

领导力
模拟联合国
适合12至13年级的学生
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参加模拟联合国 (MUN)，
涵盖小学、中学、大学及更高学历。通过安理会

式快速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跑酷包括

和联合国大会等角色扮演会议，参加者能够对联

快跑、攀爬、摆动、跳跃、跳高、滚动、四重运

合国的工作方式拥有独特见解。学生将研究、辩

动以及其他最适合当前状况的动作。跑酷源自军

论并尝试解决一些全球最紧迫的问题，有模有

事训练，在某些方面属于非战斗武术。

样。模拟联合国非常有趣，让学生有机会认识新
朋友。模拟联合国还有助于培养和展示关键技

摔跤
适合10至13年级的学生
摔跤有助于学生的核心力量锻炼和健身；摔跤非
常有趣，家庭氛围浓厚，有助于树立个人信心。
作为古老的奥运项目，摔跤男女皆宜，可以通过
训练达到国家和国际水平。

能，例如公开演讲、团队合作和谈判，这将有助
于申请高等院校。

青年企业家协会（ Young Enterprise）
适合 10年级和 12年级

青年企业家协会是英国最大的商业和企业教育慈
善机构。这家慈善机构在每年帮助225,000名青年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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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课堂上了解商业和职场，由来自3,500家公司

的5,000名志愿者组成的网络提供指导。学生将

有机会在商业导师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企业。学

女童军青年领袖
适合 10至 13年级的学生

您是否在寻找充满活力、积极和有趣的志愿者机

生将与当地、地区和全国学校参加比赛，并参加

会？您是否热衷于帮助他人及从事幼儿工作？您

一些商业网络和销售活动。

是否希望提升领导、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您可
以担任索普安德伍德布朗尼斯新机构的青年志愿

未来医学 /化学奥林匹克训练
适合 12年级

者领袖，每周参与协助布朗尼领袖的会议。其中

的学生。学生可以完成CREST研究项目，组

将提供培训，学生有机会获得青年领袖资格。本

未来医学活动适合希望从事医学领域任何职业

包括参加活动或领导游戏或唱歌。学生不需要具
备“指导女生”（Girl Guiding）的经验。我们

织慈善活动，练习辩论技巧，并提高学生的生

活动的参与人数有限。优先考虑获得爱丁堡公爵

物医学入学考试(BMAT)和英国临床能力测试

奖的学生。

（UKCAT）相关的技能。

facebook.com/Queen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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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拓展活动
2018—2019年
我们的广泛活动涵盖一些付费活动。通过付费活动，学生有机会专注于某些个
人活动，例如网球、击剑以更高级技术指导。付费活动需要使用外部场所和/或
教练，因此会产生成本。在学生开始付费活动之前，需要经过父母同意。

Q
Emma Chapman - 联合课程负责人

社区

为学校社区做出贡献，举办慈善募捐，参加保护和社区志愿者工作，例如，定期
代表学校或院部等。

创造力

通过艺术设计、表演、高阶思维展示创造力，例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背诵诗词、国际象棋、辩论、体操、舞蹈等相关活动等。

文化

让自己沉浸与文化体验，例如国王剧院的戏剧表演（免费！）、歌剧、正式晚
宴、体验其他文化、访问其他国家等。

健康与运动

每周参加有益于身体、社交和心理健康的活动，专注和自我改进，例如体育馆、
游泳、旋转、团队游戏、冥想、瑜伽、THRIVE、营养日记、体育活动等。

领导力

引导其他人学习自己，例如指导新学生，鼓励和激励下属团队，参加比赛（如果
你能够影响他人），主持委员会/理事会，成为课程准备伙伴，提供意见，帮助别
人提高或改变行动/行为等。

facebook.com/Queen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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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候选人培养终身技能。LAMDA考试是关于个人

布朗尼计划
适合7到10岁的学生

提升个人水平。自信、清楚沟通和提出意见的能

布朗尼计划是每周为3至5年级女生安排的活动。

行的小组讨论，探索一系列表演技能。我们的小

参加布朗尼的女孩可以获得表达自己、培养未来

组和个人课程安排在周二至周六。

技能和参加冒险的安全空间。对于Chapter House

成就水平——认可和奖励每个人的努力——但也
力是LAMDA课程的主要特色，旨在通过每周举

结交新朋友的绝佳机会。布朗尼计划将通过让学

国王表演艺术学院
适合6到18岁的学生

生体验新事物和接受挑战培养自信和技能。从游

小组课程，欢迎各类水平的学生参加

戏和歌曲，到户外活动和不在家过夜，布朗尼让

国王表演艺术学院现在是与我们建立良好关系的

女孩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

星期六戏剧学校，整个学期每周都会举办课程。

女孩将有机会获得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相关的徽

所有课程均非常实用，基于运动、电影和电视、

章，女孩们可以选择的徽章包括博客、舞蹈、回

即兴创作和音乐剧。由行业专业人士讲授课程，

收、航空、阅读和观星。

适合4岁至11岁的儿童。国王学院旨在通过密集

小学的学生而言，这是与其他年级的女孩交往、

而有趣的团队实践合作，提高学生在团队合作、

彩虹计划
适合5到7岁的学生

信心、口才和公开演讲/表演方面的能力。国王

彩虹计划非常激动人心，友好，且乐趣十足！加

演。

表演艺术学院课程的所有学生均可参加年度表

入彩虹计划的孩子们将学习和参与一系列适合自
己年龄的活动、旅行和冒险——包括定期会议和
特别活动。
彩虹计划乐趣十足且激动人心，全部都是关于培
养自信和建立友谊。女孩们参与艺术活动，制作
手工艺，参加体育活动，接触大自然，以及与同
龄的女孩玩游戏。女孩在5岁生时可以加入彩虹
计划。

创造力
LAMDA—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
适合4至13年级的学生
提供单人课程和多人课程，欢迎各类水平的学生
参加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是英国历史最悠
久、最受尊敬且屡获殊荣的机构之一。130多年
来，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一直致力于提供交
流和表演科目的实践考试。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
学院的资格课程已帮助数十万不同年龄和能力的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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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运动

骑术课程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击剑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初学者小组课程、半私人课程以及私人BHS II和

小组课程，欢迎各类水平的学生参加。

我们很高兴为6至13年级的学生提供校外骑术课

BHSA I课程

Q
击剑是每届现代奥运会均保留的为数不多的运动

程，学生将参加哈罗盖特骑术学校的骑术课程。

项目之一。击剑是一项快速竞技运动，击剑场面
积为14米乘2米。击剑的动作非常快，通过大脑

本课程适合初学者，以小组（最多8名学生）形

而非眼睛进行判断，因此定期练习击剑有助于提

式授课，BHS II和BHSA I课程中提供半私人和

升手眼协调性和灵活性。

私人课程，因此学生可以侧重于—
密集学习特定的骑术能力和技巧，培养平衡性、

高尔夫球
适合6至13年级的学生

小组课程，欢迎各类水平的学生参加。（户外活
动）

适合各类水平的学生参加，从完全初学者到未来

协调性和耐力。初学者、新手、中级和高级骑手
都可以参加这项激动人心的活动。我们的骑术学
校专门提供花式骑术、超越障碍、越野、风格及
表演课程，拥有大量精选马匹和小马，这些马匹
和小马都经过高标准训练。

莱德杯明星，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高尔夫球课程
在罗丁公园高尔夫球场举行，由课程负责人专门
指导。参加高尔夫运动对学生的健康和心脏大有
有益—高尔夫球场的平均长度为5至7公里！伊莎

伯格女王学院的学生有机会在悠闲的支持性环境
中学习高尔夫，希望参加个人比赛的学生也可以
更认真学习高尔夫课程。希望参加个人比赛的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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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术对身体的好处包括发展平衡性、改善协调性
和提升运动功能。其他优势还包括增强关节活动
能力、提高空间意识、增强肌肉，以及培养耐
心、自信和自律。

小马俱乐部
适合 3至6年级的学生

泰拳（半私人）
适合 6至 13年级的学生

从2018年秋季开始，我们很高兴为希望了解骑马

我们为希望拓展泰拳技术的学生提供半私人课

和小马护理的小学生提供小马俱乐部拓展活动，

程，让每位学生有更多时间练习。在本课程中，

该活动为每周周一次的校外新课程。

学生将学习泰拳技术，包括步法、平衡、拳击技

在参加本活动的同时，学生将学习基本骑术技巧

术等。学习泰拳不只是击打沙包，还应当学会正

（例如停止和骑马行走）以及握住马缰绳及运动

确的技术，然后不断练习，培养自卫所需的多项

（例如在指定地点小跑和停止）。学生将参加大

技能。经常练习泰拳有助于大幅提升耐力，提高

约30分钟的骑术技巧练习以树立自信心，以及30

个人的速度、敏捷性、力量和心血管耐力。

小组课程

中级到高级

分钟的小马护理，包括认识马的解剖部位（鬃
毛、尾巴、马蹄）、装备（马鞍、马缰绳）及如
何正确照顾和喂养小马。如愿意，还可以参加额
外的小马俱乐部效率测试。该测试需要进行额外
会员注册，费用为每年30英镑。学生通常最开始
参加E测试，小马俱乐部的目标概述如下：
提升和享受了解小马的过程。
在小马身边开心玩耍。
了解骑术的基本要点。

网球
适合2至13年级的学生
初学者至高级课程，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分组教
学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网球课程侧重于学习网球的
战术、技术以及比赛。所有共享课程每节课最多
4名学生，学生按能力进行分组，以确保每位学
生都能够从课程中受益。教学重点包括上旋、切
削球、接落地球、精确有力的抽球以及进攻练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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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网球是一项出色的全身运动，能够增强大脑
功能，例如记忆力、学习、规划和战术思维。

领导力

Q
学生联合军训团（ CCF）
适合 9至 13年级的学生

学生联合军训团（CCF）是由国防部主办和支持

的一个自愿性青年组织，旨在提供具有挑战性和
有趣的青年活动，并更好地服务社区。

学员有机会在纪律严明、结构完善的机构，学习
新技能，参加冒险活动。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成就获得一系列资格。其中部分资格证书有助于
未来教育和职业生涯。经过初步训练后，学员将
获得机会参加拉练和飞行。如果学生的学习进步
迅速，还有机会驾驶滑翔机单飞，在未学会开车
之前学会驾驶飞机！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学生联合军训团包括陆军和
皇家空军分部，均安排各类校外旅行和一次年度
海外演习。

爱丁堡公爵奖
适合 9至 13年级的学生

爱丁堡公爵奖是一项获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旨
在拓宽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学习新事物，真正体
验冒险。爱丁堡公爵奖分为三个级别：铜奖、银
奖和金奖。学生必须年满14岁或以上方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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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奖，15岁或以上方可获得银奖，16岁或以上方

付费拓展活动价格指南

可获得金奖。学生必须完成四个部分的个人计划
（金奖须完成五个部分）。学生会参与帮助他人

击剑（小组课程）—每学期214.00英镑

或社区（志愿者服务），担任装配工（物理），
学习一项新技能（技能），参加探险（及参加居
民活动——仅限于金奖）。在探险期间，学生几

泰拳（半私人课程）—每学期214.00英镑

乎完全自给自足；自己携带工具包，露营和自行

LAMDA—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

烹饪食物。探险队负责人会留在附近，但学生有

（单人课程）每学期262.00英镑

责任自行完成奖项任务，因此独立工作的能力至
关重要。学生将团结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建立

LAMDA—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

友谊，并获得丰富经验，这些对学生的未来很有

（小组课程）每学期207.00英镑

帮助。

音乐剧工作坊（小组课程）每学期207.00英镑

更多信息：

小马俱乐部，每班5名学生

我的儿子/女儿如何报名参加付费活
动？
学生可以联系联合课程办公室，以获取有关学生

每周1次小马俱乐部活动，每学期436.00英镑
初学者骑术小组课程，每班最多8名学生
每周1次骑术课（小组课程），每学期436.00英镑

感兴趣的活动的更多信息。学生参加付费活动
时，必须通过家长门户网站提交家长/监护人同 半私人骑术课程，每班最多4名学生
每周1次骑术课程（半私人课程），
意书。
每学期629.00英镑

取消付费活动需要提前多久发出通知？
家长/监护人必须提前一学期发出通知方可取消 BHSA I骑术课程，一对一课程
付费活动。通知的目的是预测学生的人数，以确 每周1次骑术课程（单人课程），
保及时安排充足的课程和员工。取消付费活动的

每学期1,043.00英镑

表格见家长门户网站。

如果我的儿子/女儿无法参加付费活
动，我们应该通知谁？
学生可联系联合课程办公室，告知我们其无法参
加学生活动，以便让其指导老师了解该情况。如
果学生由于学校的其他事项而无法参加，我们将
努力弥补错过的课程，但此举并非总是可行。如
果您需要了解有关我们任何付费拓展活动的更多

BHS II骑术课程，一对一课程
每周1次骑术课程（单人课程），
每学期1,382.00英镑
网球训练—共享课程
每周1次网球课（小组课程），
每学期214.00英镑

信息，请随时联系activities@q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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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旅行
我们坚信，外宿旅行将为学生提供难忘的体验，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见识更
广阔的世界。我们每年都会周末和假日期间安排在英国和海外开展激动人心和
大有裨益的外宿旅行。外宿旅行将为学生提供包括在欧洲学习或掌握滑雪或潜
水等技能的机会；为非洲、澳大利亚和泰国的保护区和社区项目做出贡献；及
了解巴塞罗那、伦敦、罗马、约克郡和华盛顿特区等主要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所有的旅行均旨在培养学生探索世界的热情，让学生成为有收获的旅行
者；培养学生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寻找方位、阅读公共交通系统图和时间表，以
及使用新语言购买食物的能力。

Q
Emma Chapman - 联合课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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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国际外宿旅行常见问题
如何为孩子申请参加外宿旅行？
每年复活节后，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向家长发送
英国和国际外宿旅行手册，以介绍下一学年的外
宿旅行机会。每次外宿旅行的函件将在5月至12
月之间发送，详细说明旅行的行程、要求和费
用。重要的是，您的孩子需要了解旅行的性质及
涉及的内容，让学生乐于参加整个冒险活动。当
您收到相关信函时，请在家长门户网站上提交申
请表和同意书。

如何了解我的孩子是否能够加入外宿旅
行？
所有旅行均需要至少15名学生参加方可成行，但
我们的旅行名额通常供不应求。旅行负责人以及
相关寄宿、联合课程、教牧和学校团队将负责审
核外宿旅行申请，并考虑各项因素，以确定是否
能够参加。这包括但不限于参加的人数、住宿安
排以及学生的学校和/或寄宿行为。在确认参加
人数已满后，所有申请人的家长将收到相关电子
邮件；请注意，这可能需要数周时间，但通常
会在申请截止日期后不久发出。如果旅行预订超
额，并且无法增加人数，则未获准的申请人将加
入保留名单，在有名额时会再次联系。行为记录

您的外宿旅行申请并确认名额后，费用将全额计
入您的学校帐户。只有在可以及时找到替代者的
情况下方可退款。对于有些旅行而言，这可能会
产生更改乘坐飞机人员姓名相关的费用。

不佳的学生不会列入保留名单。

如果我的孩子参加外宿旅行，我会收到
有关学生活动情况的最新消息吗？

何时缴纳外宿旅行相关的费用？

所有家长将在外宿旅行到达目的地及返回伊莎伯

在我们收到您的外宿旅行申请并确认名额后，您
将缴纳外宿旅行相关的费用。费用将全额加入您
的学校帐户。

格女王学院时收到确认信息。此外，我们每周中
期会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最新情况，如果旅行期间
允许，我们将在伊莎伯格女王学院Facebook页面
上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和照片。

如果取消孩子的外宿旅行，会怎样？
如果您需要取消您的孩子的外宿旅行，请尽快发
送电子邮件至trips@qe.org。联合课程旅行团队将
努力寻找替代者；然而，我们不能保证能够找到
替代者，您不应依赖于此。请注意，当我们收到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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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
体育系负责提供所有教学大纲范围内的体育活动，以帮助培养希望加入学校体
育队或单纯喜欢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我们全年都会安排此类体育活动，包
括：

Q
篮球

高中男子篮球包括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最高水平的

篮球为男孩和女孩都提供了娱乐休闲和竞争的机

比赛。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参加U15、U16、U17

会。本活动提供娱乐机会，并为希望代表学校参

和U19男子组全国学校联赛。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加比赛的学生提供竞争性团队练习，同时提供结

U18篮球队是英格兰学院篮球联赛和国家联盟计

构化学习环境，从而让学生不断进步，加深对篮

划的成员，是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约克骑士队。

球的认识。

高中男子篮球是专业的团队练习，目标是赢得全
国冠军。高中男子篮球也提供更娱乐化的课程。
高中篮球课程同时提供娱乐性或严谨的篮球课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篮球队涵盖U9至U19，因此

程。

适合各年龄段和不同基础水平的男孩和女孩。伊
莎伯格女王学院参加所有年龄组的中央场地联
赛，包括Sheffield Hatters、Bradford Dragons及

Leeds Force等当地俱乐部。

足球

3—5年级女子足球和 6—9年级女子
足球

学生将掌握基本篮球技能，享受打篮球的过程。
如果学生愿意，还可以参加Chapter House小学和

由于英国雌狮队在2015年世界杯取得的成功，伊

序且充满乐趣，为学生参加Chapter House小学的

划。这将加深女孩们对足球比赛的了解，学习运

中学的全国篮球比赛）做好准备。篮球队包括男

球。女孩们将学习传球、带球、头球、射门以及

子和女子U9、U10、U11、U12、U13、U14。

铲球。女孩们将在充满乐趣和挑战的环境中，培

King’s Magna中学的篮球比赛。篮球练习组织有

莎伯格女王学院将女子足球引入课程和活动计

中央场地联赛以及篮球比赛（包括King’s Magna

用其他入侵式运动的技能，包括曲棍球和篮网

养个人及团队的进攻和防守能力。

高中女子篮球

高中女子篮球由前职业球员及GB International现

3—5年级男子足球

任球员“StephGandy”执教。本课程适合以娱

学生将发展个人技术，学习各种足球技术和技

乐为主的参与者以及希望加入学校U16、U17、

巧。这一切充满乐趣和挑战，参加者可以发挥创

U18、U19女子篮球队的女孩，这些篮球队隶属

造力。学生将培养传球、贴身、转身和进攻/防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基金会。不论水平如何，所有

守技能，并参加小型比赛，从而提升学生对足球

球员均有机会提升和改进篮球技术。

的理解。

高中男子篮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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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级男子足球

2019/2020年国际招生简章

93

我们将培养学生的个人技术，并提高学生对足球

本课程是针对希望加入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高中一

比赛的理解。球员将学习控球、带球、传球、

队和二队的学生提供的结构化辅导课程。我们将

转身和进攻/防守原则（包括1v1、2v2、3v3模

培养学生的个人技能，并提高学生对现代足球的

式）。有趣的小型比赛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团队合

理解。本课程侧重于足球的技术、战术（包括进

作，改善决策并发挥创造力。King’s Magna中学

攻和防守原则）、身体和心理方面。学生将专注

Q
的学生将由Leeds United的教练执教，他们专程

于在球队中的角色，并制定战略，为加入球队做

教导我们的学生。

好准备。

10—13年级女子足球

10年级男子足球

由于英国雌狮队在2015年世界杯取得的成功，伊

我们将通过各种有趣的比赛，培养学生的个人技

莎伯格女王学院将女子足球引入课程和活动计

术，并提高学生对足球比赛的理解。学生将有机会

划。这将加深女孩们对足球比赛的了解，学习运

参加一系列团队比赛，发挥创造力，增强体质。

用其他入侵式运动的技能，包括曲棍球和篮网
球。女孩们将学习传球、带球、头球、射门以及
铲球。女孩们将在充满乐趣和挑战的环境中，培
养个人及团队的进攻和防守能力。

11—13年级高中男子团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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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年级休闲足球
我们将通过各种有趣的比赛，培养学生的个人技
术，并提高学生对足球比赛的理解。学生将有机
会参加一系列团队比赛，发挥创造力，增强体
质。

橄榄球
3—6年级橄榄球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培养学生的橄榄球技术以及
对橄榄球的理解。我们将在小型有条件比赛中培
养学生的橄榄球技术以及对橄榄球的理解，侧重
于玩乐和享受比赛过程。本课程主要分年龄组教
授，并由相应年龄组的橄榄球队教师执教。本课
程适合各年龄段的男孩参加，并且预计校队球
员、希望加入校队的学生也会参加本俱乐部。

入校队的学生参加。本课程主要分年龄组教授，
并由相应年龄组的橄榄球队教师执教。前英格兰
国际球员及主教练Hardwick先生也将参加每一次
课程，以提供高质量的训练。

11—13年级橄榄球
当我们期待在2019年日本橄榄球世界杯前建立橄
榄球队，我们正在寻找新老球员参加“尝试”。
我们将培养学生的各种个人和团队技能，或者如
果学生只是将橄榄球当做一种保持健康的方式，
我们也非常欢迎。参加本课程的所有球员均有机

7—10年级橄榄球

会参加我们的三支高中队之一。世界杯将于2019

在本课程中，我们将培养学生的橄榄球技术以及

激动人心的运动。

年9月20日（星期五）开始，诚邀大家参加这项

对橄榄球的理解。本课程还包括团队和特定位置
的技能。本课程主要是为校队的选拔做准备，因
此校队的所有学生均会参加，也非常欢迎没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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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球
3—5年级板球
本课程将培养和介绍板球的核心击球、投球和跑

3—5年级女子曲棍球和3—5年级男子曲
棍球
Chapter House小学非常重视曲棍球运动及技术培

Q

养。传球（推球）、接球、左右移位及变换步法

场技能。本课程注重学生的娱乐性，并通过有条

是曲棍球的关键差异所在。在本年龄段，我们计

件的小型比赛培养技能。5年级以上的学生将使

划全面培养孩子们的曲棍球技能，从而让孩子们

用硬式板球，而3年级和4年级的学生将使用软式

终生热爱曲棍球。

快速板球。本课程由前职业教练Rowsell先生执
教。

邀请赛板球

6—9年级女子曲棍球，6—9年级男子曲
棍球和10—13年级男子曲棍球
本年龄段的练习必须侧重于为每位孩子提供大

本课程针对希望在小组课程中获得高质量个人辅

量机会，以提高学生在关键领域的运动感知能

导的学生。本课程由前职业教练Rowsell先生执

力，这是从初学者过渡到优秀曲棍球运动员的基

教。

础。Chapter House小学、King’s Magna中学及我

曲棍球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曲棍球由主教练Lewis
Butcher执教。Lewis是前英格兰U21曲棍球教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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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高中的男生而言，曲棍球在2015—2016学年首
次正式引入课程和课外活动，旨在培养学生成功
所需的关键能力。

10—13年级高中女子曲棍球

本课程由篮网球主教练Melissa Bessell Bsr负责，

在高中学校，学生有机会参加娱乐性曲棍球课

联赛的威尔士凯尔特龙队和斐济队。

其现为国际篮网球教练，曾执教英国篮网球超级

程，也可以加入U15、U16和高中一队和二队的
曲棍球比赛。学生将在练习中学习和培养带球、

我们建立了能够最大化发挥潜力的长期运动员发

跑位过人及正面对抗的三维技能。学生将适应曲

展模式，以确保3至13年级的每位女学生均有机

棍球比赛，学习正面对抗、进攻以及尽可能跑

会体验、了解和学习篮网球，并有机会通过常规

位。学生还将学习防守整个球场的技能，特别是

学校比赛加入校队。篮网球课程将教授基础知

在圈内和周围。

识、规则和站位，随后细化介绍球场“进攻”、

篮网球
篮网球是最受欢迎的“女子”团体运动之一，因
为篮网球快速、有趣，有助于身体健康。篮网球
结识新朋友或与朋友交流的好方法。因为团队运
动是最有动力的交流方式之一，由于伊莎伯格女
王学院具有前瞻性思维且关注未来学生，因此将

“防守”和“射门”区域相关的常规知识。本课
程将教授战术和技术，让所有学生理解篮网球的
基础规则，以此作为了解篮网球的框架。在教授
团队合作、力量和调整、领导力、沟通和预防受
伤后，学生将开始参加篮网球运动。除培养团队
感情外，每次课程都会非常有趣、美妙、快速、
友好，让学生保持健康。

篮网球纳入整体发展计划。我们在2015—2016学
年开设“运动员健康篮网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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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运动课程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独有课程
篮球、曲棍球、篮网球、橄榄球、田径、板球、足球、游泳

Q

对于上述8项运动，我们均安排了3项单独的“精英运动课程”，包括
(a) 7、8和9年级组，
(b) 10和年级组，

(c) 12和13年级组。

我们为所有四项运动及所有三个年龄组提供以下所有课程：

(1) 由具有国际体育运动经验的教练直接教授，
(2) 专家辅导日，
(3) 安排物理治疗师和运动按摩师，
(4) 定期参加由利兹贝克特大学的教师设计和教授的力量训练与健身课程，以及
体育科学课程（橄榄球由约克郡卡内基大学设计和教授），并逐年提供年度力
量训练与健身课程。
我们的现场营养师Hampshire先生将为精英运动课程的学生提供营养支持。学生将有机会对自己的饮
食进行评估，并根据所参加的体育活动定制膳食。学生可以自由参加身体成分测试。参加精英运动
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一张营养卡，持卡人可以在餐厅享用额外的健康食品。
我们还将提供运动心理学支持，让学生学会应对挫折，并培养学生的毅力/精神力量。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拥有英国最好的设施。”
英格兰橄榄球队前主教练Stuart Lancaster

所有课程均采用独特的教学方案，包括最新的战术、技术、身体和心理训练。课程设计将个人才能
发展视为关键组成部分，每名学生都将获得个人特定的发展计划，以发挥潜能。除区域对抗选拔
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全英国范围的学校和球队选拔计划测试自己的水平。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精英衔接课程适合所有希望成为精英的学生。本课程专为志向远大且有潜力取
得卓越成就的运动员而设计，从而发挥学生的最高水平。同时，本课程的学生可以加入现已纳入课
程范围的精英运动课程。如果您对本选修课感兴趣，请咨询了解额外费用。

98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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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中心
我们校园内拥有自己设备齐全的医疗中心，造价达50万英镑，最近被ISC检查员
评价为“迷你BUPA”（英国有远见者联合会）。

Q
在我们自己学生的医疗保健方面，我们一流的医

协助将受伤人员从球场或运动场馆运送到医疗中

疗支持远超其他学校。

心。

学校医疗中心如同我们自己的迷你医院，拥有三

我们还拥有设备完善的全功能四轮救护车。医

个评估室、四个专用医疗室、一个候诊室和接待

疗中心全天候配备两名完全合资格的护士，医生

处。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学生可以在校园内获得

会在白天进行额外手术。

优质的医疗协助。

我们备有充足的复苏包、氧气和安桃乐，健身

如果学生感到不适，可以随时访问医疗中心，我

房、体育馆、游泳池及校园其他中心区域还配备

们的合资格护士会提供现场帮助。

了除颤器。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我们新购买了救护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拥有欧洲学校最好的医疗中心

车。如果我们的学生在运动中受伤，救护车可以

之一。

100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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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住宿
我们的寄宿宿舍是欧洲最好的宿舍之一。我们投

加热毛巾架和风扇。所有卧室均配备空调，设有

入大量时间和资金，以确保我们的宿舍的舒适度

带卫生间和淋浴室的个人私用浴室。高中课程

Q
达到最高标准。

的学生将享用配备有3座皮革沙发、55英寸LED
电视、自用洗衣机/烘干机、打印机/扫描仪/复印

我们理解并响应营造快乐和谐环境的需求，以取

机的顶级公寓。

得优异的学术成绩。我们的校园提供为学生提供
卓越的基础设施，学生可以在此建立营造充满活

宿舍还设有舒适的公共区域，例如厨房、配有卫

力的充实生活。我们的所有员工经验和常识丰

星电视/DVD的普通房间及音乐中心。周末外出

富，能为学生提供帮助，让学生倍感倍感温馨。

是学生自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非常喜欢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住在校园内。

在周末期间到哈罗盖特或约克郡购物，在周日，
学生可以游玩各种地方，包括但不限于主题公

每间卧室均配有直拨电话和语音信箱，定时控制

园、历史遗址、展览中心、溜冰场、旅游景点、

的32英寸等离子电视/DVD及索尼PS3、带冰箱

电影院、剧院、音乐厅。

的迷你厨房、吹风机、熨斗和熨衣板、洗手盆、

102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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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住宿
我们拥有英国最高标准配备的高中寄宿宿舍。

和PS3的55英寸LED超薄智能电视（均带定时
器），可以收看200多个国际频道，包括所有教
育频道。
每间公寓均配有舒适的真皮沙发和脚凳。存储空

Q
我们高中的住宿在校园公寓 (Court Apartments)，

这是我们最具代表性的公寓。这栋公寓的投资达

间充足，配备专用衣柜、自用抽屉柜和底层储物

2,500万英镑，正如您所期望，质量和设施绝对

柜子。熨烫设施、烫裤机和私人保险箱。

一流。每间全空调公寓均采用电子开门卡锁。

宽敞的学习区为每位学生提供专用学习空间，以
及学生自用的玻璃架和磁性白板。每间公寓均配
备直拨电话、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配备DVD

10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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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淋浴间和独立卫生间的套间采用石灰华大理
石瓷砖，以及加热毛巾架、吹风机、强力淋浴器
和卫生间电话，因此学生不会错过家里的所有重
要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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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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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齐全的厨房区配备微波炉、迷你洗碗机、水槽、迷你冰箱和全尺寸家用洗
衣机/烘干机、烤面包机、水壶，Tassimo咖啡机及额外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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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支持—寄宿
我们在寄宿社区为每位学生提供关怀和支持。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供宿舍活
动营造温馨的环境；学生可定期享受的活动包括传统的吐司时间、周末烘焙、
烹饪晚会和学生社交活动。

Q
我们的工作人员热衷于根据学生的需求定制活

我们学生的努力，我们的寄宿委员会和寄宿理事

动，从考试期间的周末减压步行到圣诞晚宴、春

会干部确保倾听学生的意见，并上报管理团队。

季学期社交和夏季舞会等更正式的活动。我们全

学生意见和学校服务能够确保我们不断发展满足

天候运营学生福利计划，帮助学生茁壮成长；为

学生需求和愿望的寄宿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这种

学生提供参加研讨会和课程的机会，帮助学生克

合作关系使我们的寄宿环境越来越好。

服可能面临的任何问题，并由教牧高级负责人指
定经验丰富的团队负责。我们的寄宿环境离不开

108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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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庭”
中庭是所有高中学生的社交空间。中庭设有书房、用餐区、全球最大的“大黄蜂”机器人、真正的
双层空间、电脑、乒乓球、台球桌、自动售货机、新鲜咖啡吧、iPad和4个独立休息室。我们的学生
将在现代化舒适环境中，取得更高的学术成绩。

Q
专用空间是为了让我们高中课程的学生拥有自己的现
代化和时尚空间，让学生有机会在临近自己房间的社
交环境中进行交流。

本公寓楼拥有超过300套单间公寓和宽敞的学习空
间，顶层还配备公共休息室和用餐区。

男女学生均可以使用公共空间，但严格控制进入卧
室，男女学生分居两翼。

110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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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体育馆

体育馆
我们的多用途“创世纪”体育馆适合各种休闲、
精英活动。
实际上，我们的体育馆采用“三重”标准尺寸，

体育馆包括：
3个篮球场，
3个篮网球场，
3 x 5—a侧足球场，
12 x 羽毛球场和室内板球网

提供灵活的照明和通风设施，采用弹性枫木地
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和非运动项目需求。这里
是约克郡 Yorkshire Jets NPL 篮网球学院及我们
国家联盟篮球俱乐部的所在地，经常举办锦标
赛。体育馆还用于举办年度健身和舞蹈节等活
动，使用视听和扩声系统进行壮观的表演。
体育馆长48.5米，宽30米，球场之间设有可伸缩
分隔网，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facebook.com/Queen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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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
运动与健身房
健身套房

Q

健身房由前英格兰队橄榄球教练Stuart Lancaster于2013年1月设立的专业设施，
设备先进，造价达100万英镑，涵盖100间高级健身套房。

健身套房配有空调、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及多个 健身套房设有专用接待门和入口，可根据需要设
卫星电视屏幕。事实上，这是所期望的最好专业 置限制。健身套房内设有运动治疗室、2间更衣
训练健身房。

室、桑拿浴室、蒸汽浴室和冷冻温泉浴池。整个
体育馆设有喷泉，可以直接进入运动场地，从室

所有设备均为高端商用级，并由约克郡卡内基橄 内训练到室外训练既简单又实用。
榄球队进行测试。相关设备采用最高标准，配备

心血管设备，从跑步机到自行车和弧形训练器均 由于高需求扩大，我们已经扩大区域，新专用重
配有彩色电视和iPod连接。我们拥有全功能力量 量区域的面积达180多平方米。健身套房进一步
训练设备，以及伸展、热身和缓和运动区域。

增添了升降杆和自由重量区域，新增4个升降平
台和额外的奥运升降杆。

112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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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
运动与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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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
体育科学

Q
体育科学

体育科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原理和技术应用的学
科，旨在提高运动表现。

体育科学涵盖生理学、心理学、运动控制、生物
力学以及营养和饮食、运动技术和性能分析等领
域。所有这一切均旨在使现代运动员取得最佳成
绩并充分发挥潜力。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认识到，体育科学设施是我们
精英运动员和女性运动员发展的关键，通过投资
建造实验室和相关设施，我们拥有完善的设施培
养希望寻求体育职业学生的能力。

11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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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中心于2015年投入使用，是伊莎伯格女
王学院最先进的实验室，其中包括专业的体育科
学和运动分析测试和监测设施，以及用于评估各
种健康和健身状况的设备，包括12项导联心电图
运动耐量测试、测力、身体成分及心血管健康评
估，从而指导运动处方、康复和训练计划。设
备包括Cybex / Humac规范、Woodway Desmo、

Tenturi T90, 以及Wingate、Monark和Veletron自

行车，均配有相关的计算机分析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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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
水上运动中心

Q
游泳

游泳是伊莎伯格女王学院学生（1年级至11年

级）不可或缺的课程。游泳也是伊莎伯格女王学
院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之一，不论是游泳初学

者、休闲游泳或团队训练。虽然所有课程均由完
全合资格的教师负责教授，但我们的游泳项目主
管Ken Smith（4级教练）亲自负责团队训练。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25米四道游泳池于2011年投

入使用。最近，我们投资百万英镑升级体育设

括一个可供30人同时使用的高级自由重量区，学
生可以在此获得持续指导，参加特定的游泳力量
训练与健身课程。除此之外，水上设施还包括冷
冻疗法冷水疗浴，以帮助康复和训练后恢复。就
此而言，伊莎伯格女王学院还拥有体育科学实验
室、物理治疗和运动治疗中心。我们投资数百万
英镑直接在游泳池旁新建3台电脑控制的无尽游
泳池速度教练机。
泳池推进装置可以通过两个格栅每分钟移动

施，安装国际标准比赛计时系统、数字记分牌和

19,000升水，从而使水流更加平直和平稳。这是

300个观众座位。水上运动楼现在设有3个桑拿

手的绝佳选择。

房、3个蒸汽房及1个大型极可意按摩浴缸。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现在进一步新增了价值100万
英镑的可同时容纳100人的高级健身房。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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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改善泳姿、距离、速度和技术的精英游泳选

游泳水流由位于保护壳内的40.6cm螺旋桨产生，

并由液压马达驱动。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体育村
水上运动中心
该系统提供独特的水流系统，可产生宽度、深度

下液压跑步机，阿利斯泰尔·布朗利曾在获得英

理想的非湍流水流，宽度超过身体，深度超过泳

国首个奥运会铁人三项冠军后再次获得金牌，而

姿需求。泳池没有波浪和气泡，是教练进行一对

乔尼获得铜牌。

一辅导的理想选择，优于大型游泳池。由计算机
控制的水流，可以确保教练团队精确测量速度和

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投资3个完整的系统，并且

距离。

位于水上运动中心室内，而布朗利兄弟的系统位
于户外前花园！

作为水上运动中心的一部分，我们还安装了三台
水下液压水力跑步机。研究表明，水下跑步机是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提供三个年龄段的游泳运动精

陆地跑步机的可行替代方案，特别是对于伤害康

英课程，由游泳项目主管Ken Smith负责：11—

复和恢复计划。
当游泳运动员对抗各方向的阻力时，水的自然浮

14岁（7—9年级），14—16岁（10—11年级）和

16—19岁（12—13年级）

力将轻轻地支撑关节以促进自由运动。这可以确

所有3个项目均包括季前训练营和每年的专业教

保运动员在增加运动范围、减少肌肉酸痛、避免

练日，从而让学生尽早了解游泳运动的最新训练

陆地运动冲击的同时，燃烧同样的卡路里。

发展趋势。本课程专为志向远大且有潜力在游泳
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运动员而设计，从而发挥学

因此，无法在陆地上运动的运动员可以立即在水

生的最高水平。同时，本课程的学生可以加入现

中取得康复效果。跑步机可以与阻性水流结合使

已纳入课程范围的精英课程。伊莎伯格女王学院

用，以改变步行或慢跑的强度，调节核心状态和

为符合县级标准的学生提供体育奖学金（详见体

动力。通过调整跑步机和水流的速度，可以开展

育奖学金页面）。本课程旨在加快学生的游泳和

个性化训练，以进一步开展多个方面的运动。

运动发展水平。所有精英桥梁课程的学生均可参

阿利斯泰尔·布朗利（Alistair Brownlee）及其哥哥

加，但必须达到必要的成绩标准。

乔尼（Jonny）均使用相同的无尽泳池系统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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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戏剧和音乐
国王剧院

Q
欢迎来到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国王剧院
国王剧院是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一部分，也是

国王剧院很自豪地与当地社区分享学生的大部分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表演艺术”的所在地。国王

创意作品，全年安排广泛的实践研讨会、表演、

剧院是一个全方位专业场地，可容纳314人。我

音乐节、讲座和演示。我们对与当地学校的合作

们的目标是提供广泛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参与机

关系感到特别自豪，并努力建立积极联系，同时

会，其中许多作品是在校内制作，而部分作品则

促进所有学生的创造力和多样化机会。

是受邀参加，这有助于丰富我们每年的课程。

所有四所学校的艺术创作团队将为所有年龄段提

国王剧院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让学生有机

供全面多样的联合课程，特别是定期戏剧创作和

会与业内专业人士合作参加所有活动，周末活动

工作坊。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戏剧课程能够让学

包括伦敦音乐与戏剧艺术学院的辅导、全面制作

生探索真实和想象的生活情境、角色和关系。

以及国王表演艺术学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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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戏剧和音乐
国王剧院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发展各种技能的机会，例如
乐章、哑剧、即兴创作、编剧、剧本创作和公
开演讲。
Jennie Bond 创作了皇家记者 (Royal Correspondent)，
我们最先进剧院为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在观
众面前表演的机会。国王剧院拥有完善的灯光
和音响室、窗帘和乐池。国王剧院和凤凰城中
心的所有排练室均配备空调。
6至13年级的戏剧作品包括奥利弗、悲惨世界、

发胶星梦和歌声魅影。Chapter House小学使用
国王剧院进行圣诞节和夏季表演，同时还用于
院部的戏剧和音乐比赛，确保年幼的孩子们能
够树立面对观众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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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学费—2019//2020学年
Chapter House小学

Q
1年级

5—6岁

13,190英镑

2年级

6—7岁

13,190英镑

3年级

7—8岁

13,190英镑

4年级

8—9岁

14,190英镑

5年级

9—10岁

14,190英镑

6年级

10—11岁

15,000英镑

7年级

11—12岁

15,000英镑

8年级

12—13岁

15,000英镑

9年级

13—14岁

15,155英镑

10年级（GCSE课程1年级）

14—15岁

15,745英镑

11年级（GCSE课程2年级）

15—16岁

16,195英镑

12年级（高中 ）

16—17岁

16,625英镑

13年级（高中 ）

17—18岁

16,625英镑

A Level预科课程

-

16,625英镑

King’s Magna中学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College和Faculty

每学期费用—每年3个学期

上述价格单位为英镑。

费用包括

您可以通过支票或银行转账支付费用。

小额额外费用可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
备注：

费用每年进行一次审核，2019/2020学年的费用
可能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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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住宿
膳食
洗衣
教材

学校简介与概览
2019/2020学年
目前学生统计

目前学生人数：				1420
寄宿学生人数				1082
国际寄宿学生人数			679
英国寄宿学生人数			403
英国走读学生人数			338
生源国数量				67
2019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高中College的学术成绩
A Level (A*-A)
A Level (A*-B)
A Level (A*-C)

80.05%
92.49%
98.83%

2019年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高中Faculty的学术成绩
A Level (A*-B) 94.02%		
A Level (A*-C) 97.44%		

BTEC (D*-M)		
BTEC (D*-P)		

98.83%
100%

在校学生的多元化国籍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非常荣幸能为来自全球63个
不同国家、拥有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课
程。虽然国际学生人数不少，但我们的学生仍
然主要来自英国。我们拥有多元化的国际环
境，学校保留传统英国寄宿学校的真实体验。
亚洲社区的学生主要来自香港、中国大陆、马
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新加坡等，而独联体的
学生主要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阿
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非洲的学生来自
尼日利亚、安哥拉人、加纳和肯尼亚。
不论您来自哪个国家，您都会在我们的学生中
感受到强烈的国际融合感，我们热情欢迎您来
到我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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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学期安排
秋季

Q
2019年9月2日（星期一）

13年级校学生干部到校

10.30

11年级校学生干部到校

10.30

12年级国际寄宿生到校

11.00 - 17.00

12年级学生到校

09.00

12年级英国寄宿生到校

09.00 - 10.00

9年级学生干部到校

10.00之前

9年级寄宿生到校

10.30 - 13.30

9年级走读生到校

10.30 - 13.30

10年级寄宿生和1年级GCSE课程寄宿生到校

11.00 - 17.00

12年级走读生到校

08.30

10年级走读生到校

08.30

Chaper House小学寄宿生到校

11.00

6、7和8年级寄宿生到校

08.30 - 16.30

6、7和8年级走读生到校

自11.30起

11年级寄宿生和13年级寄宿生到校

08.30 - 17.00

2019年9月5日（星期四）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11年级和13年级走读
生到校）

08.30

2019年9月6日（星期五）
至7月9日（星期日）

周末休息（所有寄宿生（全部和每周）留校）

2019年10月25日（星期五）

King’s Magna中学和QE期中假期开始

15.30

Chapter House小学期中假期开始

正常上课时间

2019年11月5日（星期一）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

08.30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

Chapter House小学学期结束

正常上课时间

King’s Magna中学和QE学期结束

16.00

2019年9月3日（星期二）

2019年9月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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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学期安排
春季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

08.30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King’s Magna中学和QE期中假期开始

15.30

Chapter House小学期中假期开始

正常上课时间

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

08.30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King’s Magna中学和QE学期结束

15.30

Chapter House小学学期结束

正常上课时间

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

08.30

2020年5月4日（星期一）

银行休息日

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

King’s Magna中学和QE期中假期开始

15.30

Chapter House小学期中假期开始

正常上课时间

2020年6月1日（星期一）

所有学校的学期正式开始

08.30

2020年6月20日（星期六）

Chapter House小学学期结束

12.00

King’s Magna中学学期结束

12.00

QE学期结束

16.00

夏季

寄宿生必须在每学期/半学期开学前一天10:00至20:00之间到校，9月开始的学年
除外。
寄宿生可以在学期/半学期结束后离校，并且必须在第二天下午6点之前离校
如果学生还有进一步的公开考试，寄宿生必须在6月20日之后留校
注意：CH—Chapter House小学（幼儿园—5年级），KM—King’s Magna中学
（6—9年级），QE—College和Faculty（10—13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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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公室电话：

注册办公室电话：

登记和注册申请表
如果你想为你的子女注册，请填写以下表格，并向Collegiate Ltd支付不予以退还的注册费295英镑，
然后将此表邮寄给我们，收件人为注册办公室。

注：请阅读本表背面的登记和注册相关条款。如需更多登记和注册表，可咨询注册办公室。
2017年7月修订

学生姓名
请勾选：

男
Chapter House小学：
King's Magna中学：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College & Faculty：

寄宿
寄宿
寄宿

女

出生日期
日
月

走读
走读
走读

年

母亲姓名

学生国籍

父亲姓名

如果学生的母语非英语，
请注明学生母语：

地址
邮编

国家

父亲 ~ Email

职业

母亲~ Email

职业

电话号码：（住宅）

（办公室）

手机 ~ 父亲

你从哪里得知我们学校？

手机 ~ 母亲

拟就读学期和入学年份
之前就读学校及起止日期
学校（1）

起止时间

学校（2）

起止时间

银行名称和地址

你的孩子是否曾被学校要求中止学业、离校或开除？

是/否

（如是，请简要描述）

你的孩子是否有任何已知的学习障碍或行为问题？

是/否

（如是，请简要描述）

你的孩子是否享受任何免考？如有，是哪些？

是/否

（如是，请简要描述）

你的孩子是否有我们应该注意的任何身体状况？

是/否

（如是，请简要描述）

如果你是军人，请填写这部分
军衔全称

军官证编号

所在部队名称
相关军队出纳室全称和地址

你在部队的哪个部门？

就读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学生请注意~校长将决定你最适合就读哪个校区：College、Faculty或School
我/我们确认以上所有信息正确，并同意遵守背面所有条款
日期

父母或监护人签名（1）
（2）

日期

Terms and Conditions (revised May 2019): In all terms hereafter:
(i) “Collegiate” shall include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e/Faculty,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iate Ltd, Chapter House Preparatory School Ltd, King’s Magna
School, Faculty of Queen Ethelburga’s Ltd, Thorpe Underwood Services Ltd, The
Collegiate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Queens Kindergarten, The Collegiate Formation Ltd and all other associated companies, organisations or partnerships
together with the Collegiate Board, Trustees, Principal, Headteachers, staff and
professional advisors thereof;
(ii) “Parent(s)” shall include natural, adoptive, step and foster parents, guardians
together with any other person(s) be they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the physical, emotional or financial wellbeing of the Pupil;
(iii) “Pupil” shall include all persons enrolled at the Collegiate such enrolment
occurring upon receipt by the Collegiate Registrar of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 Enrolment signed by the Parent(s) - enrolment is subject to acceptance by
the Collegiate of the Pupil’s previous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confirmation that
all previous financial obligations were met.
iv) “International Pupil” as (iii) above and the Pupil’s Parent(s) work or reside
outside of the UK for in excess of 26 weeks a year or the Pupil is normally
resident outside the UK or the Pupil or Parent(s) do not hold a British passport
[excluding members of HM Forces, Foreign Office and Diplomatic staf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may by varied by the Collegiate Board at their sole
discretion or by the Parent(s) upon written request to and receipt of written
confirmation from the Collegiate Board.
The Parent(s) accept that commencement or continuation of a Pupil at the Collegiate or settlement of an account in whole or in part is deemed acceptance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Where a Pupil’s sibling (be they natural, half, step,
adoptive, fostered, or the like) is enrolled at the Collegiate, the Collegiate reserves the right to apply any or all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to one or all of
the siblings as the Collegiate deems appropriate.
1) a) the Collegiate account must be settled in full by the Invoice Due Date;
b) leaving accounts and all other monies owing must be settled in full no later
than 7 days from the Invoice Date thereon.
2) Failure to settle the Collegiate account in full by the Invoice Due Date permits
the Collegiate to: - a) disallow the Pupil’s bursary/remission/award; b) disclose
any or al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upil or the Parent(s) to a third party;
c) not enter or withdraw the Pupil from any external examination; d) Parents
shall indemnify the Collegiate against all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any legal
costs and expenses on a full indemnity basis) incurred or sustained by the Collegiate in recovering sums due in each cas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rights
or remedies available to the Collegiate. Cheques delivered at any time after the
first day of term will be presented immediately an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as
payment until cleared. Any sum tendered that is less than the sum due and owing may in any event be accepted by the Collegiate on account only. e) execute a
lien over all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Parent(s) / Pupil o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same whilst at the Collegiate; f) suspend the pupil from attending / boarding
at Collegiate.
3) International Pupil(s) must provide an additional enrolment deposit of up to
one terms fees as set by the Collegiate Board. The Collegiate will repay this money on completion of the Pupil’s educa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Year 13 or on
departure if earlier, provided that the pupil remained at the Collegiate for 3 full
terms, (following deduction of any monies due and owing) subject to the Parent
and the Pupil’s strict compliance with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4) The Pupil must follow an Educational Pathway or a course of study and enter
examinations as directed by the Headteacher . In the event of dispute between
the Pupil or the Parent(s) and the Headteacher or Principal, the Headteacher’s /
Principal’s decision is final.
5) The Pupil must: a) work diligently and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required by
the Collegiate; b) attend and participate in Collegiate functions and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courses or functions (which may occur at evenings or weekends);
c) attend Collegiate during the standard published term dates. Term time holidays ar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Headteacher / Principal and are rarely
approved.
6) The Parent(s) consent to the Pupil’s participation in all Collegiate games, extra
curricular sports and activities whether or not they occur upon Collegiate premises.
7) The Collegiate does not accept liability for:- a) any property, personal
possessions, vehicles, cash, credit cards or the like owned o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Pupil, the Parent(s) or any associated person; b) any accident, loss or damage (including sickness and disease) howsoever caused;
c) consequential losses.
8) The Collegiate operates anti-drugs and smoking policies and reserves the right
to test any Pupil at any time.
9) In sensitive matters pertaining to the disclosure of the Pupil’s emotional,
physical, psychological or moral welfare the Collegiate will, if appropriate, respect the Pupil’s right to confidentiality.
10) The Collegiate wi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e emotional and
physical health, safety, moral welfare and reasonable educational progress of
the Pupil but will not be held legally, financially or consequently liable for:- a) the
Pupil’s unwillingness, failure or inability to study or achieve academic
expectations or examination results whatsoever the cause; b) the Pupil’s
incorrect, inappropriate or illegal actions/behaviour or interaction/behaviour
with other Pupils, anyone or anything else whether occurring on the Collegiate
premises or not; c) the Collegiate’s failure to react appropriately to the Pupil’s
medical, educational, psychological or emotional needs unless the same has
been previously disclosed in writing to the Headteacher / Principal by the Parent
(s) and thereafter receipt by the Parent(s) of an agreed designated plan of action
from the Headteacher / Principal.
11) The Parent(s) must provide to the Headteacher / Principal one full terms’
notice in writing and receive a written acknowledgement therefrom to:a) discontinue charges for additional tuition or facilities (i.e. music, riding, activities, transport etc); b) withdraw the Pupil from the Collegiate for whatever reason (including the non-return of the Pupil following suspension or exclusion
and / or a Pupil not progressing from Chapter House to King’s Magna or from
King’s Magna to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e/Faculty of Queen Ethelburga’s, c) to
change from boarding to day status. Failure to provide such notice entitles the
Collegiate to make a charge of one terms’ fees and/or charges in lieu thereof.

12) The Collegiate reserves the right, at any time and without prior notice or
reason (if appropriate), to:- a) suspend, exclude, expel or remove the Pupil; b)
change the basis (be it financial or otherwise) on which the Pupil commences or
continues education; c) vary or cease the provision of educational or boarding
practices, d) cease providing education and/or welfare where the Pupil fails to
conform or adhere to the expected standard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ehaviour, moral welfare, dress/appearance, education, health, Collegiate rules,
codes of practice or conduc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failure occurs during
term time or upon the Collegiate premises.
13) The Collegiate / Charity may, without notice or liability and at its own discretion, introduce, vary, cease or withdraw any bursary/remission/award or the
like, courses, facilities or educational or boarding practices, staff or the like or for
any reason to vary or cease providing educational or related services as it deems
necessary.
14) (a) The Collegiate may withhold, disallow or cease any bursary/remission/
award and/or receive full repayment of all bursary/remission/awards previously
settled where:- (i) the Parent(s) and/or the Pupil act in breach of any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ii) the Parent(s) and/or Pupil fail to adhere to any terms
and conditions relating specifically to a bursary/remission/award, be they express or implied; (iii) the Pupil shall fail for any reason, including exclusion and
expulsion, to complete his or her education until the conclusion of Year 13.
15) Parent(s) agree and accept a bursary/remission/award will not be granted
where a Pupil’s IQ is below 90; if any such bursary/remission/award is granted
in error all assistance received is repayable to the Collegiate immediately.
16) The Collegiate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loss, injury, damage, illness,
death or legal liabilit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aused by, happening through, in
consequence of or contributed to by war, invasion, act of foreign enemy or
hostilities (whether war is declared or not), civil war, rebellion, revolution or
insurrection, military or usurped power or confiscation or nationalisation or
requisition or destruction of or damage to property by or under the order of any
government or public or local authority, riot, civil commotion, looting in
connection with any of the above, strikes or lock outs, nuclear or radioactive
escape, accident, explosion, waste or contamination, aircraft or other aerial
devices, Influenza or any pandemic or derivation or variant thereof, arising from
any fear or threat (whether actual or perceived) of such Influenza, any action
taken in controlling, preventing, suppressing or in any way relating to any
outbreak of Influenza
17) On occasion of an occurrence expressed in clause 16 above and/or any
Authority or Government advice/recommendation/instruction suspending or
closing the Collegiate, the Collegiate will not reduce/refund/waive fees or additional charges, except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llegiate and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18) The Parents(s) agree and accept they must comply with the Collegiate’s rules
on quarantine of Pupil(s) and the disclosur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19) The Collegiate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for be it financially,
consequentially or otherwise for any acts or omissions of the Pupil nor will it
reduce/refund/waive fees or additional charges where the Pupil does not
attend, participate in or otherwise make use of the service provided due to
sickness, accident, loss, damage, suspension, exclusion, expulsion, withdrawal
(be it temporary or permanent) or study leave.
20) The Collegiate will from time to time make use of CCTV, photographic, video
images, sound or digital files or biometric data, of Pupils in; the running of the
Collegiate, Collegiate publications, its website, marketing, advertising, films,
video, DVD or electronic distribution system or the like. Please see the
Collegiate’s Privacy Policy (a copy of which is available on the homepage of the
Collegiate website www.qe.org by clicking on Collegiate Policies or otherwise on
request).
21) The Collegiate will at all times comply with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Regulation (EU) 2016/679) or any other relevant data
protection legislation from time to time in force and effect, when process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arents
and/or fee payer, and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Parents and/
or the Pupil, as the Collegiate may deem necessary, but always in line with the
Collegiate’s Privacy Policy (a copy of which is available on the homepage of the
Collegiate website www.qe.org by clicking on Collegiate Policies or otherwise on
request) or as is permitted under any applicable law or regulation.
22) a) The Parent(s) agree to provide the Collegiate with their full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in all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Pupil, particularly to ensure the Pupil’s
adherence to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b) If the Parent(s) or Pupil has cause
for concern s/he should address them in writing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Headteacher / Principal; c) If the Parent or the Pupil feels his/her concern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addressed s/he should address them in writing to the
Collegiate Board and ensure the same is delivered by recorded post. If the
Parent or the Pupil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response of the Collegiate Board s/he
may bring the matter to the attention of a specially convened meeting of the
Collegiate Board.
23) The Collegiate reserv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 in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arising as a result of the actions of a Pupil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member of Collegiate staff and/or other Pupils for a purpose associated with the
Collegiate. Any use of IPR by a Pupil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a licence to be
agreed prior to use by the Pupil or Parent(s).
24) The proper law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shall be the law of England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re subject to English Law and Practice and English Law
of Jurisdiction.
25) A person who is not a party to this contract has no rights under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Act 1999 to enforce any term of this contract but this
does not affect any right or remedy or a third party which exists or is available
apart from that Act.
26) Bona fide errors and omissions shall not prejudice the rights of either party
to this contract but shall be rectified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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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伯格女王学院的获许可监护组织清单
Abacus Guardians

www.abacusguardians.co.uk

Academic Guardians UK Ltd

www.academic-guardians.co.uk

Acorn Education Services Ltd

www.acorn-es.co.uk

Alpha Plus Guardian Services

www.alphaplusguardians.co.uk

Aquae Sulis Guardians Ltd

www.aguasulisgaurdians.co.uk

Bright World Guardianships Ltd

www.brightworld.co.uk

Brighter Prospects Guardians

www.brighter-prospects.com

Cambridge Guardian Angels Ltd

www.cambridge-guardian-angels.com

Carfax Educational Guardians

www.carfax-guardians.com

Castle Guardians Ltd

www.castleguardians.co.uk

Clarend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ww.clarendon.uk.com

College Guardians

www.collegeguardians.co.uk

Cotswold Guardians

www.cotswold-guardians.co.uk

English Country Guardians

www.english-country-guardians.co.uk

Guardians Etc

www.guardians-etc.com

Guardians UK

www.guardiansuk.com

HEGS - Heart of England Guardianship Services Ltd

www.hegs.org.uk

Heritage Educational Planning

www.heritage-education.co.uk

High Schools International
Intense Educational Ltd
James-Lee Consultancy Ltd

www.hsinet.org
www.intense.co.uk
www.jamesleeconsultancy.com

Living Learning English

www.livingenglish.com

Mission Links UK Educational Consultants

www.mission-links.com

Overseas Personal Development Services

www.opds.co.uk

Overseas Student Guardianship

电子邮箱：susyflint@aol.com

Parents Abroad

www.parentsabroad.co.uk

Pippa's Guardians

www.pippasguardians.co.uk

PJ’s Guardianship Service

www.pjguardianship.com

Quest Guardians Ltd

www.questguardians.co.uk

SKD Education Guardianship Ltd

www.skd.co.uk

Studen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www.studentsint.com/guardianship

Study Links

www.studylinks.co.uk

Sutherland Education Ltd

www.sutherland-education.com

UK China Students Union (UCSU Guardians)

www.ucsu.com.cn

UK Study Centre Ltd (English Guardian)

www.englishguardian.com

UK2Learn Guardianship

www.uk2learnguardanship.com

White House Guardianships

www.whg.eu.com

上述均为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 (AEGIS) 的会员

http://www.aegisuk.net/index.asp

AEGIS 是指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其涵盖各种学校和监护组织，旨在提升国际学生的福利，并通过定期研讨会和会议讨论最佳做法。
对于英国寄宿学校而言，国际学生的福利和福祉越来越重要。
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是英国监护组织的权威协会，负责根据其严格的《行为准则》和现行儿童照管法规进行审查和认证。国际学生教
育和监护协会的所有会员均必须遵守其《行为准则》。
1. 推动独立学校中所有国际学生（尤其是 18 岁以下学生）的监护和照管工作，并采用最佳合法做法。
2. 尊重和支持国际学生的权利、宗教和习俗。
3. 始终坚持学校的精神和价值观。
4. 遵守《儿童法案》，并符合卫生和社会服务部的要求。
5. 确保所有国际学生全天 24 小时可随时与负责照管的英国成年人取得紧急联系。
6. 制定与国际学生、海外家长和监护家庭保持适当联系的安排，并确保进行所有相关记录。
7. 提供任何文献和协议中概述的教牧和教育支持。
8. 遵守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的申诉程序。
9. 为监护安排购买相应的保险，并遵守英国法律。
10. 已阅读并同意遵守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的行为准则和会员标准。
如果您希望投诉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的任何监护组织，请联系：国际学生教育和监护协会。The Wheelhouse.Bond’ s Mill Estate,
Bristol Road, Stonehouse, Gloucestershire.GL10 3RF.England. 电子邮箱：yasemin@aegisuk.net or info@aegisuk.net
伊莎伯格女王学院欢迎各位家长针对上述组织提出任何称赞表扬或批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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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我们的申请流程简单快捷

Q

如果您希望向学校提出完整申请，则需要填写我们的申请表，
您可以从我们的国家代表处或我们的国际代理商的招生办公室获取申请表，
请提交妥为填写的申请表以及以下资料：

护照复印件
最近两年的学校报告复印件
任何可能有助于申请的成绩证书等

在收到上述资料后，我们随后会发出入学考试相关的指示
国际学生必须在申请时填写以下内容

在线英语测试
认知能力测试（CAT4测试）
个人简历
当面面试或使用SKYPE面试

所有上述测试均使用计算机完成，测试是基于互联网并需要监考，因此我们需要联系您的学校、代
理或测试中心监督测试。
在完成上述所有流程后，如果您满足我们的入学要求，我们会发出录取通知书。
如果您的申请成功，您将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其中详细说明已录取的课程、开课日期和每学期的
课程费用。
请仔细阅读录取通知书，因为其包含重要信息

我们不收取申请费用，如果学生希望接受录取，则只需支付295英镑的注册费用。
如果您在申请过程中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也欢迎您以个人旅游的形式参观我们的校园，您可以在此参观我们卓越的设施，您也可以会见
我们的高级学术员工，他将向您介绍我们不同的课程和学科选修。

请注意，参观学校需要预约。

twitter.com/qethelbu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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