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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学校概况

厄尔克里菲学校建立于 2012 年，是一所非常现代且国际化的

小型寄宿学校。学校位于肯特郡美丽的沿海小镇福克斯顿，到

沙滩只需步行 5 分钟。距离伦敦坐火车约 53 分钟。

学校共有 30 位老师和 110 名学生，包括来自欧亚非三大洲

29 个国家的学生。学校本着为学生们提供全面且个性化的教

育，采用小班授课，每周测试和一对一辅导等方式。非常低的

师生比例为每位学生提供更好的关怀。

这样高关注度的教学方式也得到了回报 。2018 年 1 月学校在

英国教育部公布的全英寄宿学校中 A-level 成绩排名 45 位。

除了英国的 G5 大学，还有学生考上美国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常

春藤名校。

学校共有 6 栋建筑。高品质的学生宿舍，有单人间或双人间，

均配有衣柜、书桌、Wifi 和独立的卫浴室。学生可使用当地的

运动中心和室内泳池设施，从学校步行 5 分钟即可到达。学

校距离沙滩和小镇中心也只需步行 5 分钟。

此外，学校的教学楼是乔治亚时代的建筑，改造的教室也都保

留着原始的建筑和装饰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学校设施

2012 年

福克斯顿，肯特郡

私立寄宿制男女混校

国际生过渡课程，A-level，一年制 A-level，大

学预科，商务和管理专业文凭课程，复活节和暑期

课程

15-19 岁

每个学期都可入读，以学校名额为准

约 110 人。以国际生为主，其中中国学生 15 人。

A*-B 比率 60%

建校时间：

地理位置：

学校类型：

招生课程：

招生年龄：

入学时间：

学生数量：

学术成绩：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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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该课程转为国际学生设计，是 A-level 前一年的预备课程，课

程内容包括英语语言课程和学术课程。每周的课表有 2/3 的时

间是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另外 1/3 则是英语

语言学习。

·数学·进阶数学·物理·生物·化学·历史·地理·经济学

·商科·政府与政治·艺术·摄影·艺术史·英国文学

·心理学·法语·德语·中文·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日语· EPQ（课外项目课题研究） 

学制一年，6 个课程模块。均由内部评估（无考试），但会得

到 Ofqual 注册认证，相当于 2 门 A-level 的成绩。该课程需

要和一门 AS 课程、一门学生的母语同时学习。

该课程还包括雅思辅导和一对一的大学申请咨询。

6 个模块分别是：课程模块、经营管理、资源最大化以实现业

务成功、商业环境、管理团队人员、团队合作、有效商务沟通

英语和雅思考试准备

EPQ 课外延伸项目研究认证

学科选择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学、商学、政治和艺术。以实

际课表为准。

英语和雅思考试准备 / EPQ 课外延伸项目研究认证

学科选择包括数学、心理学、化学、生物和物理。以实际课表

为准。

出席帝国理工学院年度科学嘉年华。

雅思和 EPQ 由相应的外部机构评分。

该课程还包括雅思辅导和一对一的大学申请咨询。

两个方向：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国际生过渡课程（15-17 岁）：

A-level（16 岁 +）: 

商务和管理专业文凭课程（17 岁 +）：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

大学预科（17 岁 +）：

学生们在晚上、每周三下午和周末都拥有课外活动的时间。

文化类活动：

学校定期组织去伦敦参观：包括伦敦威格摩尔音乐厅、展览、

英超比赛、观众辩论、LSE 大学讲座和自由活动。

周末巴黎或布鲁日之旅、两场定期的学院音乐会、艺术及摄影

展、年度纽约之行并访问联合国

社区服务：

所有学生至少完成一个学期的社区服务 —— 可以在医院、养

老院、慈善商店、儿童社区教育游戏计划、动物庇护所等。

每周生活技巧培训：

正式晚餐 —— 每学期至少 3 次，有专业讲师。

课外活动俱乐部 —— 公共演讲、戏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辩论、全球事件、有影响力的人物、模拟联合国、烹饪、经济

学等。

体育活动：

·健身房·排球·篮球·羽毛球·足球训练与比赛·骑马

·周六晨跑·乒乓球（夏季学期和秋季前半学期）·拳击

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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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学校地处肯特郡的海岸小镇，拥有美丽的海景和安静的环

境。

小班授课，平均每班约 7 名学生。

师生比很低。学校共 30 名老师，师生比不到 1:3 , 从而给

予学生们足够的关怀。

学校对学生进行每周 TRaC 跟踪测试，从而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和进度。测试结果会反馈给学生家长和监护老师。学

校还会根据学生的不足为学生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学术辅导。

学校为学生们的大学申请提供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学校

和专业选择、个人陈述、模拟面试以及 1 对 1 的 UCAS 指导。

2018 年 1 月英国教育部公布的排名显示学校 A-level 成绩

在英国寄宿学校中排名 45 位，一直是肯特地区的顶尖学校。

学生们还曾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谢

菲尔德大学和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奖学金。

学校为学生们提供英语强化课程和收费的雅思辅导。课程设

置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定，学校会帮助学生达到申请大

学的雅思水平后才收取雅思辅导的费用。

学校有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的认证，并且最近的视察结果认

为学校各方面都表现突出，评定为 "Outstanding"。

 2019 年学生学习进步幅度 Added Value 排名全英前 1%

学校艺术部门提供 A-level 艺术、摄影和艺术史课程，外

聘音乐老师提供单独的辅导、每周一唱歌俱乐部、定期去伦

敦的剧院和音乐厅欣赏演出。

学校在期中假期和复活节仍对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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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要求

毕业去向

全校 98% 的学生都顺利升入了理想的大学。

A-level 学生毕业去向：

·美国斯坦福大学·UCL·帝国理工大学·杜伦大学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爱丁堡大学

·萨里大学·肯特大学·苏塞克斯大学·皇家霍洛威大学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华威大学·伯明翰大学·雷丁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伦敦时尚学院·赫尔大学

·UAL 坎伯韦尔艺术学院·UAL 切尔西艺术学院·基尔大学

·马兰戈尼学院·阿姆斯特丹大学·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威斯敏斯特大学·巴斯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埃塞克斯大学

·东盎格里亚大学·布鲁内尔大学·白金汉大学·斯旺西大学

理诺士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和雷文斯本大学等欧美及英国本土

知名大学。

商务和管理专业文凭课程学生毕业去向：

·皇家霍洛威大学·切尔西艺术学院·威斯敏斯特大学

·萨里大学·布鲁内尔大学·康泰纳仕

大学预科课程学生毕业去向：

·皇家霍洛威大学·萨里大学·杜伦大学·阿斯顿大学

·理诺士国际酒店管理学院·布鲁内尔大学·伯明翰大学

·考文垂大学·白金汉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

·东盎格里亚大学

申请费：265 英镑

测试：学校内测题，包括英语和数学。

面试：Skype 视频面试或到校面试

雅思：大学预科课程需要雅思达到 5.0 以上；入学年满 18 周

岁需要申请 A-level 的学生，雅思需要达到 5.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