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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莫尔文阿贝学院 (Abbey College in Malvern) 是一所
全寄宿制私立学校，占地 70 英亩，坐落于英格兰中部
最安全、最美丽的地区之一。诗情画意般环境为学生在
英国提供一个宽敞、平静的学习场所，使其专注于充分
发挥学术潜力，优秀的学生成绩记录便是最好的佐证。
我们提供各种不同的体育和社交活动，以及高水平的居
住和个人照顾服务。安静祥和的环境是学习的理想之
所，而我们的小班授课让老师可以注意到每一位学生，
从而使学生获得优异的成绩。

1. 行政楼			
2. 图书馆和计算机房		
3. 礼堂			
4. 教室和科学实验室		
5. 艺术工作室			
				

6.
7.
8.
9.
10.
11.

阿贝学院教授学术领域预科水平（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
程、 高级水平课程和基础课程）和英语领域的高品质
课程。

学生来自20 多个不同国家，其中仅 10% 来自中国。

宿舍楼		
12.
餐厅		
13.
体育场		
网球和篮球场
14.
室外游泳池
15.
体育馆			

学生服务部
公共休息室区域（包括舞厅、多功能
健身房、电影院、游戏室和桌球室）
羽毛球场
足球场

*本宣传册所示图片为阿贝学院的建筑物、学生和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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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程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课程
(I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 (GCSE) 为未来的预科学习奠
定基础。所有学生均要学习英语、数学和信息通讯技
术 (ICT) 课程。建议学生学习实现其未来学术志向所
需的其他选修课程。课程为期一年或两年。随后学生继
续高级水平课程(A Level) 或基础课程 (Foundation
Programme) 的学习。

高级水平课程和准高级水平课程
高级水平课程是为期一年半或两年的严格学术课程，根
据所取得的成绩，将有资格在任何英国大学学习学位课
程。大多数学生在第一年就完成了三门高级水平课程科
目和额外的准高级水平课程 (AS Level)，得到校长推荐
的学生还能参加四门高级水平课程科目考试。

英语和学术相结合/英语预备课程
通往学术课程的英语课程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学生
英语水平的提升，引入越来越多的学术科目。我们将英
语语言学习集成到每位学生所需的主要学术课程中，以
便其取得良好进展并达到大学入学要求。

科目选择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
和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
书课程/准高级和高级
水平课程
英语
数学
信息通讯技术 (ICT)

大学基础课程
这些课程作为高级水平课程的替代选择，为学生提供通
往许多英国及其他国际学位课程的一年制快速通道。学
生在学习主要学术科目的同时，学习关键学习技能和英
语语言。通常，学生在学习本课程之前已成功完成 12
年的学习。

生物学
化学
物理

预科课程

商学
法律
艺术/设计
科学：
- 工程方向
- 普通科学方向
- 医学和牙科方向

商学
法律
经济学
艺术

www.abbeycolleg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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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

大学成就

学院以在提高学生成绩和将学生送入优质的英国及国际
大学方面取得的成功记录为傲。尽管拥有卓越的成功记
录，阿贝学院并未出现在绩效“综合排名”中，源于我
们的学生数量少于较大的独立学校，而且许多学生参加
考试的年龄段与英国学生的不同。

所有学生都能在为所选课程选择合适的大学方面得到单
独援助和公正指导。

近期实例

100%
67%

随着优秀大学入学资格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取得课堂以
外的成绩以改善整体素质对于学生来说更加重要。阿贝
学院提供极好的课外活动和志愿项目选择，以帮助学生
增强大学入学申请的优势。
我们确保学生见多识广、准备充分，以为将来做出正确
的决策。

所有高级水平课程
成绩为A*-B
所有高级水平课程
成绩为A*-A

所有一年制医学预科课程学生均有机会
在一所欧盟大学学习医学或牙科。

我们的许多学生都在欧盟的顶尖大学（包括罗素大学集
团之成员大学）继续深造。

最近几年，阿贝学院高级水平课程和基础课程学生收到的院校录取通知书如下所示：
• 阿斯顿大学
• 伯明翰大学
• 布里斯托大学
• 白金汉大学
• 剑桥大学
• 城市大学
• 考文垂大学
• 杜伦大学
• 东安格利亚大学
• 莱斯特大学

www.abbeycollege.co.uk

• 伦敦经济学院
• 曼切斯特大学
• 密德萨斯大学
•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 诺丁汉大学
• 牛津大学
•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 雷丁大学
• 皇家霍洛威大学
• 南安普顿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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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塞克斯大学
• 西英格兰大学
• 伍斯特大学
• 查尔斯大学（第一学院）
• 查尔斯大学（赫拉德茨）
• 德布勒森大学
• 马萨里克大学
• 帕拉茨基大学
• 里加斯坦丁斯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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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着装规范

作为一家全寄宿制学校，福利问题对我们极为重要。学
生服务部由经验丰富的员工运营，负责学生健康、福祉
和住宿的各个方面。学生享有全天 24 小时照护。住宿
家长负责处理内部事务和 18 周岁以下学生的登记入住
和叫醒工作。学院还雇佣了一名驻校护士长负责健康事
宜，必要时学生可以到当地医生处就诊。

阿贝学院不要求学生穿着校服。然而，我们仍有着装
规范，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 8:30 - 16:00）不允许
穿戴某些服装、首饰和随意搭配。学生应穿着深色套
装，搭配合适的衬衫；男生还应佩戴阿贝学院领带。

住宿
中国学生现场支持
我们并未大规模招收中国学生，但我们拥有多年帮助中
国学生的经验，且熟知其特殊需求。我们为中国学生开
设了选修课，解决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典型问题。我们
的校长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因而很了解中国学生的问
题以及其父母的期望。
我们配有一名驻校中文（普通话）沟通员，提供全天候
服务，以帮助中国学生解决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其完
全了解赴英学习之中国学生的典型问题，如适应西方国
家生活方式和不同学风的问题，因此能够帮助学生更加
顺利地实现过渡。

www.abbeycolleg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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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多种住宿类型，以满足不同要求。大多数不
同年龄和性别的学生选择住在校园内的宿舍楼；然
而，也可以选择家庭寄宿和自助公寓。
所有高级水平课程和基础课程学生均享有单人间；也
可选择独立卫生间的房间，但需额外费用。

膳食
工作日内（周一至周五），校园为所有学生提供一日
三餐，费用包括在学费中。周末可能提供早午餐和晚
餐，作为早餐和午餐的替代选择。我们用心提供适合
国际口味的均衡饮食。素食者及其他特殊膳食（包括
宗教饮食要求）则按要求提供。我们为在学年内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主菜和配菜选择感到特别自豪。

+44 (0)1684 89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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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活动
我们根据学年中的时间和学生数量在校园内提供有指导的运动和
活动。每天至少提供一项活动。

• 户外游泳
• 篮球
• 羽毛球
• 箭术
• 有氧运动
• 负重训练
• 乒乓球
• 艺术
• 戏剧
• 迪斯科
• 篝火晚会
• 健身

• 网球
• 足球
• 排球
• 剑术
• 舞蹈
• 室内曲棍球
• 桌上足球
• 音乐
• 充气城堡
• 卡拉 OK
• 电影
• 垒球

学院附近还有其他活动，需支付额外费用以作
安排，包括骑马、高尔夫、攀岩、水上运动、
卡丁车、彩弹射击等。

户外活动
全年均有短途旅行。学术和英语课程方面的所有
年级学生享有平均每三周一次的旅行，费用包括
在学费中。热门景点包括牛津、巴斯、埃文河畔
斯特拉福德、布里斯托、卡迪夫、伯明翰、伍斯
特、切尔滕纳姆、赫里福德和格洛斯特。还可前
往伦敦和曼切斯特，需支付额外费用。16 岁及以
下学生通常必须参加这些旅行。
除了上述短途旅行以外，阿贝学院还在某些工作
日下午放学后为学生提供前往莫尔文镇中心的免
费小型班车服务，方便学生前往银行、主要的邮
局和一些当地商店。
自选社交户外活动，需要支付额外费用，通常安排在奥尔顿塔 (Alton Towers)、
华威城堡 (Warwick Castle)、皇家莎士比亚剧院 (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
、吉百利世界巧克力工厂 (Cadbury’s World Chocolate Factory)、国家展览中
心 (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海洋生物中心 (Sea Life Centre)、滑冰
场、十瓶保龄球馆、英超足球运动场、莫尔文当地剧院、电影院、游泳和休闲中
心等地。

www.abbeycolleg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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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英语课程
这些课程适用于青少年（12 - 17 岁）和成人（18 岁及以
上）及初学者到高级者。课程从 9 月到次年 6 月，不包
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开课日期与结束日期灵活。
通用英语课程能够提高学生对语言的全面知识。然而，学
生可能还希望与其他学生一样获得特殊学术科目指导或争
取拿到独立英语语言证书。
我们鼓励所有学生充分利用学院设施并与其他学生交际。

假期课程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参加于英格兰中部举办的国
际寄宿制暑期班。儿童（8 - 11 岁）、青少年（12 - 17
岁）和成人（18 岁及以上）均可参加。
这些课程提供绝佳机会，在有趣的寄宿制环境中将学习英
语与活动益处、文化短途旅行和运动指导结合起来。去年
暑假，23 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加了此课程，没有某国的学
生数量占多数，而来自中国的学生不足 3%。
假期课程为准备在英国阿贝学院或其他地方学习的学生提
供了很好的体验机会，使其能够适应这个国家、提高英语
和拜访主要的名胜古迹。

www.abbeycolleg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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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
• 团体学费（每周最少 16 小时）
• 标准住宿
• 所有在校膳食
• 每周两天全日组织性短途旅行
• 每周洗衣
• 所有课程材料
• 互联网、图书馆和自助设施
• 所有主流现场活动和社交活动
• 课程结业证书和教师报告

+44 (0)1684 89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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