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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术课程
帮助国际学生准备好就读英国寄宿学校

Blue: C 100, M 90, Y 10, K 0.               Red: C 15, M 100, Y 100, K 0.



Etherton暑期课程的目的是帮助即将就读英国寄宿学校
的学生做好求学准备。这些课程也适合希望进行暑期
游学、体验英式教育的学生。

我们的课程为学术课程。这意味着你需努力学习，取
得实际的进步。但你也会度过一段充满乐趣的愉快时
光。

学术英语暑期课程

请注意，为期2周的课程为“体验”课程。对于即将就读 英国寄宿学校的学生，我们建议选择为期至少4周
的课程，以便学生能充分做好 求学准备。确切的课程日期和费用详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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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课程 年龄段

惠灵顿学校，萨默塞特郡

低年级学术课程

GCSE预备课程

10-12

13-15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一年制GCSE的预备课程

三年制A-Level的预备课程

A-Level/国际文凭（IB）预备课程

15-17

15-17

15-17

在学习之余，我们还关注发展学生的个人“软技能”，
如团队合作、领导力、沟通能力、创造力和融合能
力。Etherton Education的暑期课程将为您带来一次
精彩纷呈、终生难忘的体验。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每类ETHERTON课程包括... 欢迎参加ETHERTON EDUCATION暑期课程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惠灵顿学校

Peter Etherton
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伦
敦），文学硕士（兰开夏郡）
牛津英语系列及100多本其他教科
书的编著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
任教，并曾担任英国文化教育协
会英语教学专家和雅思考官。

Anne Etherton
文学士（荣誉学士），教育学文凭，
文学硕士（兰开夏郡）
教学经验丰富，曾在香港和沙特
阿拉伯的大学及英国寄宿学校任
教。陶顿国际学习中心创始人兼
校长。

我们的创始人

课程时长

2、4、6或8周

2、4、6或8周

6周

4、6或8周

2、4、6或8周

3
英语教学

3
涉及动手实验的科学课程

3
令人兴奋的旅行

3
各式体育运动

3
安全无忧的校区

3
额外修学多达10科课程

3
友好的英国学生接待人

3
丰富精彩的社交活动

3
良好的举止

3
快乐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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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接待人学生接待人

54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惠灵顿学校

每天上课结束后，您将能与许多英国男孩和女孩练习
英语口语。他们是我们的“学生接待人”。他们在每
天下课后会开展接待人的工作，无课日更可全天为你
提供指引。因此，如果你渴望练习英语口语，你每周
可以有50多个小时的时间与他们用英语聊天！

我们如何挑选“学生接待人”？
我们挑选的学生接待人为人友善、友好 –  这正是我们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的学生接待人正准备带领学生去旅行。 惠灵顿学校的学生接待人摆拍一张有趣的照片。

学生接待人有趣而友好！学生接待人与你一起出行。 学生接待人向你介绍英国文化。

最看重的品质。他们通常是顶尖大学的优等生。他们中的
许多人都擅长运动、戏剧表演或音乐。

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他们将成为你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他们每天都会和
你一起开展体育运动。他们将与你共进晚餐，并在晚上
协助您完成家庭作业。他们负责安排我们的许多社交活
动和俱乐部活动。他们将在所有旅行中与你同行。

结交你的英      国新朋友！

学生接待人指导你学习和玩耍。

“我认为这些学生接待人是世界

上最棒的。他们花大量时间来帮

助我们并和我们聊天。多亏了他

们，我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 ” Jerry，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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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RTON     在惠灵顿学校的暑期课程

惠灵顿学校惠灵顿学校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翰

•剑桥

•伦敦

牛津
•

•惠灵顿

惠灵顿镇（Wellington）地处英格兰西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距离
伦敦希思罗机场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乘坐火车前往，请在伦敦的帕丁
顿车站（Paddington Station）上车，并在汤顿（Taunton）（约两小时车
程）下车，然后换乘出租车即可（约20分钟车程）。

英格兰西部气候温和。夏季温热，温度通常介于20°C至26°C之间。有时可
能下雨，但暑期课程期间的天气通常都很好。

备注：英国至少还有另外三个城镇名为“惠灵顿”。

请确保你前往我们此处提及的惠灵顿镇！

惠灵顿位于哪里？

人工草坪运动场和
草地运动场

Northside - 一栋
现代化教学大
楼，内部的教室
设施配备完善

Beech – 女生寄宿楼
Willows –
男生寄宿楼

计算机中心和学
校图书馆

餐厅，学生们在此享
用一日三餐

科学中心 - 我们在这里
的实验室里讲授物理
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学
术英语课程。

大礼堂，用于戏
剧课、社交活动
和讲座

壁球场和游泳池

体育中心

住宿
所有的学生都将入住惠灵顿学校内的寄宿楼。寄宿楼
有男生寄宿楼和女生寄宿楼之分。这里环境安全，房
间干净整洁，供暖充足。超过半数的房间为双人间。
另有面积更大的房间可供三名或四名学生同住。其中
一栋寄宿楼还设有三个超大型房间，每个房间可容纳
六名学生同时入住。我们可能安排更年幼的学生在此
入住。寄宿楼内设有卫生间、淋浴间、休息室和
Wi-Fi 设施。寄宿楼管理人员在楼内办公和就寝，因
此可随时帮助学生应对各类个人问题。

共享房间
寄宿学校是指学生可在校内住宿的学校。与其他新生
共住一个房间并结交新的朋友正是寄宿体验的重要组
成部分。我们通常会安排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同住一
个房间。

科学中心
惠灵顿学校专门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科学中心。物理
课、化学课和生物课就在这里授课。科学类课程侧重
于实际动手实验，并涉及众多技术词汇。

体育
惠灵顿学校拥有一流的运动设施，包括一个体育中
心、一个温水游泳池、八个网球场、一片人工草坪运
动场和许多草地运动场。您还将有机会接触许多传统
的英式体育项目，包括篮网球、圆场棒球、英式橄榄
球和板球。

女生房间

惠灵顿学校的游泳池

惠灵顿学校：小礼拜堂位于左侧，科学中心位于右侧。

低年级寄宿楼

我们的低年级学术课程和GCSE预备课程在惠灵顿学校（Wellington School）授课。
这是一所著名的独立学校，位于惠灵顿这个氛围友好的小镇。镇上设有多家银行和超市，
并有一个邮局和几家外卖餐厅。小镇坐拥葱郁优美的乡村风光，空气清新，纯净怡人。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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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惠惠惠

                惠灵顿学校低年        级学术课程

学术课程
低年级学术课程专为渴望度过一个精彩游学暑期的
10-12岁学生而设置。这一课程适合将于9月来英国求
学的学生，或是希望获得寄宿学校体验的学生。

你每天都将学习英语，并需参加其他十个科目的学
习。请参见后文中的时间表示例。每个班级最多招收
16名学生，平均每班人数通常为10至12人。

这类课程的内容适合年龄较小的学生。老师们注重通
过不同的学习任务来推动主动式学习。科学类课程还
包含动手实验。

关怀质量
在我们的课程中，工作人员与学生的整体比例约为
1:3。低年级学术课程的学生关怀质量尤其出众。我
们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专属的学生接待人，陪伴他们出
行并在课后关照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课后

学生们可参加各类体育项目、社交活动和周日俱乐
部。每个周四，他们将与GCSE预备课程的学生一起

英语课

在郎利特庄园装扮成国王和王后！

安全、有益且有
趣的室内攀岩

低年级科学课

外出进行一日游。低年级学生也将在每周
二下午出行。这些外出活动包括骑山地自
行车、探索海滩和洞穴以及学习攀岩。此
类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充满
了乐趣。它们由遵循极高安全标准的合格
专业人士组织开展。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yrotsiHtrAyhpargoeGhsilgnE03.01 – 00.9

10.30 – 11.00 Break Break
11.00 –
12.30

shtaMhsilgnEshtaMscisyhP

Choose one of
many
Sunday Clubs

12.30 – 1.30 Lunch Lunch 
amarDTCIhsilgnE

Half-day trip
to go
mountain
biking

yrtsimehC00.3 – 03.1

3.00-3.15 Break Break
hsilgnEhsilgnEamarDLife skills54.4 – 51.3

5.00 – 6.00 Sport for all

Full-day trip to
Longleat. Visit
Safari Park, tour
the 400-year-old
house, play on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Sport for all

Local trips for
shopping or
beach, or sport
or cinema; or 
free time at 
school

6.00 – 7.00 Dinner 
7.00 – 8.00 Supervised Homework in classroom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 – 9.00 Social Activity:
Team-Building
games

Movie
night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Social Activity:
Ten-Pin
Bowling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video,
board games,
sport

9.0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hsilgnE

ygoloiB

低年级学术课程时间表示例

一位学生接待人与多名低年级学生共处

“Etherton Education 提供的

不只是夏令营活动——它让我真

切体验到了在寄宿学校求学的经

历。” Maria，俄罗斯

惠惠惠惠惠



惠灵顿学校

                         惠灵顿学校     GCSE 预备课程

GCSE科目学术英语
除了英语和戏剧以外，你将
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信息通信技术（计
算机）、商业研究、艺术、
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需要用
到的学术英语。这些科目由
各学科的专家级老师讲授。
他们将侧重于传授每个科目
涉及到的专业英语词汇。

您每周将上30个小时的
课，并需要完成至少6个小
时的家庭作业。你需要努
力学习，但也会有很多玩
乐的机会。你每天都可以
参加体育运动。

晚上还可加入社交活动，
并参与周四的出行和周日
的俱乐部。你将结识到很
多新朋友。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yrotsiHtrAyhpargoeGssenisuBhsilgnE03.01 – 00.9

10.30 – 11.00 Break Break
11.00 –
12.30

shtaMhsilgnEshtaMyrtsimehCscisyhP

Choose one of
many
Sunday Clubs

12.30 – 1.30 Lunch                              Lunch 
amarDTCIhsilgnEscisyhPyrtsimehC00.3 – 03.1

3.00-3.15 Break Break
hsilgnEhsilgnEamarDhsilgnEygoloiB54.4 – 51.3

5.00 – 6.00 Sport for all

Full-day trip to
Longleat. Visit
Safari Park, tour
the 400-year-old
house, play on
the tourist
attractions

Sport for all

Local trips for
shopping or
beach, or sport
or cinema; or 
free time at 
school

6.00 – 7.00 Dinner 
7.00 – 8.00 Supervised Homework in classroom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 – 9.30 Social Activity:
Team-Building
Games

Lecture: Life
in Boarding
School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Social Activity:
Fashion
Show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video,
board games,
sport

9.3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10.00 Lights out

学术课程
GCSE暑期预备课程适合前来英国就读以下各个年级的国
际学生：
•9年级（表格3）
•10年级（表格4）

你将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并参加其他10个科目的学习。
每个班级最多招收16名学生，平均每班人数通常为12至13
人。

英语课
你每周将花9个小时来上英语课。我们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
来教授英语：
• 在各个科目的上课期间，你将学到学术英语的相关内

容。
• 你还将学习日常英语用语，包括谈论健康、询问方向等

等。
• 你将学习研究技能，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并进行口头报

告。
• 每名学生每周必须阅读至少一本分级读物并就此开展讨

论。
• 我们还通过歌曲、视频、电影、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

介来教授英语。
• 所有学生每周还将有3个小时的戏剧课，并参与制作音

乐剧。戏剧有助于培养说英语的信心。
• 英国学生接待人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将陪伴你左右。他们

会为你提供大量的口语练习机会。

物理学

GCSE预备课程的时间表示例

1110

英语

戏剧

数学辅导

“我的Etherton Education暑期

课程与其他课程截然不同，因为它

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并且覆盖多个

学科的学习。我不但学到了很多知

识，也提高了英语水平，收获了一

段精彩的求学经历。” 
Stepan，俄罗斯

惠灵顿学校

化学

学生接待人正在辅导家庭作业。

艺术



惠灵顿学校

  惠灵顿学      校课后活动

1312

课后活动
在我们的暑期课程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多类活动，让
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精彩。

体育
去年夏天，我们的学生在暑期参加了16项不同的体
育运动！你将学习部分传统英式体育项目的规则，为
升读新学校做好准备。

社交活动
我们每周都有两场大型社交活动。这包括时装秀、拍
卖游戏、智力比赛、英语演出和速聊之夜。这些晚间
活动会激发你的创造活力，增强你的内心力量并培养
你的团队精神。

周日俱乐部
周日早上还有多个俱乐部的活动供你选择，例如：

动画   手工艺  烹饪

参观农场  唱歌  游泳 

团队建设  珠宝制作 艺术 

参观教堂  舞蹈  棋类游戏

瑜伽   尊巴

戏 戏 剧
在每个为期4周的课程结束之
际，我们将为所有的学生组
织一场戏剧表演和正式晚
宴。这些活动有助于增强你
的英语口语能力和信心。
每个人都能乐享其中！

文化旅游
每周四，学生们可进行一日游，借此进
一步了解英国的文化。一日游的内容将
包括：

牛津：我们将到访这个美丽的城市，参观这里的世界
顶级学府。我们将游览著名的学院，并有时间参观博
物馆和购买纪念品。
郎利特：曾有多位国王和王后入住这个美丽的庄园。
你将驾车穿越这里的野生动物园，沿途观赏狮子和老
虎，然后参观这座拥有400年历史的庄园，在世界上
最大的迷宫中体验迷失的乐趣，并有机会登上湖中的
小船，给可爱的海狮喂食。
巴斯：我们将带你穿越历史长河，探访建于2,000年
前的罗马浴场。你还可以前去参观服装博物馆、邮政
博物馆、简·奥斯汀纪念馆或巴斯修道院，或是享受
购物的乐趣。
布里斯托：在布里斯托尔，我们将参观别具互动趣味
的科学博物馆。
达特穆尔:我们将在这里探索英国最美丽的国家公园
之一。
卡迪夫:我们将带你前往威尔士，游赏美丽的卡迪夫
城及其迷人的城堡。

卡迪夫城堡

赫特福德桥，牛津郡

郎利特庄园鸟瞰图

罗马浴场，巴斯 汽车博物馆

艺艺

惠灵顿学校

准备登上时装秀台

在惠灵顿学校享受运动的乐趣

戏剧表演

一个有趣的团队建设任务

“今年的暑期体验非常

棒。我们玩得很开心，

学会了团队合作，也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Pech，泰国

在郎利特野生动物园喂长颈鹿



          ETHERTON在万       斯沃斯勋爵学院的课程

1514

学院位于英格兰南部的汉普郡（Hampshire），距离希思
罗机场约45分钟车程，距离伦敦一小时车程。

如果乘坐火车前往，请在伦敦滑铁卢车站（Waterloo 
Station）上车，并在胡克（Hook）或贝辛斯托克
（Basingstoke）下车，然后换乘出租车。

英格兰南部气候温和。夏季温热，温度通常介于20° C至
26°C之间。有时可能下雨，但暑期课程期间的天气通常都
很好。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位于哪里？

我们的A-Level预备课程、国际文凭（IB）预备课程、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和三年制
A-Level预备课程（适合15-17岁的学生）都在万斯沃斯勋爵学院授课。这所著名的独立
学校四周环绕着乡村绿地，景色优美，环境安全。

地点

住宿
女生和男生分开住在不同的寄宿楼中。男生寄宿楼此
前是一栋大型庄园别墅。它内设多个宽敞的休息室和
学习区。大部分房间都是双人间。女生寄宿楼的设计
令人赞叹，它在一个大谷仓的基础上经过改建和扩建
而成。大部分房间都是双人间。女生寄宿楼内带有一
个非常宽敞的休息室和许多独立的学习区。我们的寄
宿楼管理人员就住在楼内，方便随时关照学生们的生
活。

体育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在体育方面享有盛誉，校内运动设
施一流。网球场就位于寄宿楼附近，校园中央地带建
有一个温水游泳池。校内有两个体育馆和两片人工草
坪运动场。学生们有众多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

授课
我们的课程在新建成的Prideaux教学楼中授课。我
们的行政办公室和教员室也位于这栋楼里。

科学课程
物理课、化学课和生物课在学院的科学实验室授课。
科学类课程侧重于实际动手实验和你在学习这些科目
时需要用到的英语技术词汇。

女生寄宿楼

Prideaux教学楼游泳池和体
育中心

科学实验室 - 我们在这里讲
授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

音乐和戏剧中
心

接待处

Sutton House（
男生寄宿楼）

人工草坪运动场

Sutton体育馆
Park House（女
生寄宿楼）

所有这些区域均属于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运动场

•爱丁堡

•曼彻斯特

•伯明翰

•剑桥

•伦敦

牛津•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网球场

Prideaux教学楼

游泳池

男生寄宿楼

餐厅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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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10.30 – 11.00 Break Break

12.30 – 1.30 Lunch Lunch 

3.00-3.15 Break Break

6.00 – 7.00 Dinner 
7.00 – 8.00 Supervised Homework in classroom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 – 9.00 Social Activity:
Team-Building
games

Movie
night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Social Activity:
Ten-Pin
Bowling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video,
board games,
sport

9.0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化学课

英语教学

数学

学术课程
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是一个面向15至16岁学生的、
为期6周的高强度暑期课程。它适合具备出色的英语
水平和学习成绩、并将于9月来英国攻读一年制
GCSE课程的学生。

课程详情
•所有学生都将上6周课。（希望选择更长或更短课

程的学生可考虑我们在惠灵顿学校开设的其他
GCSE预备课程。）

•学生必须获得雅思4.5分或更高的分数，并且学习
成绩良好。

•本课程侧重于应试准备。
•本课程适合希望攻读科学学科的学生。

英语课
英语课的内容着重围绕雅思考试而设计。学生们将进
行至少10.5小时的英语学习。学生们将锻炼学术听力
技巧和口头报告技巧，并就图表、数据和议论主题进
行写作练习，阅读学术文章和媒体篇章，以及进行广
泛的阅读。

你的主要科目
这些科目的授课内容将侧重于GCSE应试准备，并由
各科专家级老师讲授。学生们还将定期参加考试演练
并学习英语技术词汇。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的可选
科目包括：
数学 -   物理学  -   化学   -   生物学 

商业研究/经济学（同时授课）

学生们可以参与所有五个科目的学习，或者只选修其中四
科。他们必须至少参加四个科目的学习。学生们每周将针
对每个主要的科目分别开展三个小时的学习。

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时间表示例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10.30 – 11.00 Break Break

12.30 – 1.30 Lunch Lunch 

3.00-3.15 Break Break

6.00 – 7.00 Dinner 
7.00 – 8.00 Supervised Homework in classroom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 – 9.00 Social Activity:
Team-Building
games

Movie
night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Social Activity:
Ten-Pin
Bowling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video,
board games,
sport

9.0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

商业研究/
经济学

在在
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在在
在在在在在在在
在校自由活动

物理学 生物学 数学

英语
雅思阅读

英语
雅思写作

化学11.00 – 12.30

9.00 – 10.30

1.30 – 3.00

3.15 – 4.45

5.00 – 6.00

在英国学生接待人的辅导下完成家庭作业并复习技术词汇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10.30 – 11.00 Break Break

12.30 – 1.30 Lunch Lunch 

3.00-3.15 Break Break

6.00 – 7.00 Dinner 
7.00 – 8.00 Supervised Homework in classroom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 – 9.00 Social Activity:
Team-Building
games

Movie
night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Free time for
homework, sport
or games

Social Activity:
Ten-Pin
Bowling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video,
board games,
sport

9.0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数学 商业研究
/经济学

英语
旅行准备

英语泛读
和辅导

考试演练
数学 - 物理学

考试演练
生物学 - 英语

全体学生体育运动 全体学生体育运动

化学

生物学

英语 - 世界时事

英语
雅思口语

物理学

考试演练
化学 - 商业研究/经济学

英语
雅思听力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三年制A-LEVEL预备课程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艺艺艺

学术课程
三年制A-Level预备课程面向即将在9月来英国攻读三
年制A-Level课程的学生。该课程授课节奏相对较
慢，尤其适合英语水平有待提高的学生。

课程详情

•学生可以报名参加为期4周、6周或8周的课程。我
们强烈推荐为期8周的整套课程。

•课程招收雅思成绩为3.5或以上的学生。
•课程侧重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英语课
英语课将着重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社交用语和教学用
语，熟练运用主要的英语语法和句型，扩充学生的词
汇量，并增强他们使用英语的信心。学生们每周至少
要上12小时的英语课。除这些英语课以外，我们的英
国学生接待人也将为学生们提供大力的支持。

你的主要科目
这将取决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未来就读的学校。如果

学生有能力参加用英语授课的其他科目的学习，那么

他们可以另选最多四个主要科目。我们将与课程设计

总监协商定制每位学生的个人时间表。

8.00 – 9.30

9.30

温莎一日游，参
观女王的行政官
邸：温莎城堡

10.30 早午餐

11.30 – 3.00
外出
购物

4.00 - 5.30
周日俱乐部
和生活技能

社交活动
商业游戏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A-LEVEL      /国际文凭（IB）预备课程

18 19

学术课程
本课程适合将于9月开始攻读A-Level课程或国际文凭
课程的学生。我们推荐参加为期8周的全套课程。它
如同一个额外的学期，将帮助你为就读新学校做好充
分的准备。你必须学习英语和戏剧，并可以另外选修
3到5个科目。每个班级最多招收16名学生，平均每
班人数通常为12至13人。

英语课
你每周将至少学习10个小时的英语课程。

•你将学习学术英语，这有助于你学习其他科目并
在此后攻读大学课程。

•你将学习如何进行口头报告并参与辩论。你将练
习并完善英语发音。

•你将关注自己的学习方法。你是否制定了英语学
习计划？你是否可以改进自己的学习技巧？

•你将展开研究并撰写“拓展论文”。

•你还将学习以英语授课的其他科目，练习开展日
常生活对话，例如问诊、安排旅行和管理个人财
务。

•你将研究我们将在文化旅游中到访的地方。

•你将了解雅思考试的形式，并参加考试演练。

艺艺

你的主要科目
英语和戏剧为必修课，但你还可以选修其他科目。我们
的老师会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你未来教育方案的科目。你
必须至少选修另外3个科目。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选
修4科或5科课程。在英语课和戏剧课的基础上，你每周
还将针对每个科目学习3个小时。

可选的核心科目包括：

数学   历史
物理学   地理
化学   艺术与设计
生物学   经济学/商务
高等数学   心理学
信息通信技术/计算机   知识论

这些科目均由合格的各科专家级老师讲授。所有各科老
师都将侧重于讲授学习该科时需要用到的英语用语。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8.00 Breakfast 
9.00-10.30 Economics/ 

Business Studies 
English Physics Drama Physics 

10.30-11.00 Break 
11.00-12.30 English/ 

Geography 
English Chemistry English/ 

Geography 
Chemistry 

12.30-1.30 Lunch 
1.30-3.00 Drama Maths English English English/History/ 

Psychology 
3.00-3.15 Break 
3.15-4.45 Biology/Art/ICT English/History/ 

Psychology 
Economics/BS Biology/Art/ICT Maths 

5.00-6.00 Sport 

 
 
Full-day trip to 
Cambridge, 
including visit to 
Colleges and 
talk from 
Cambridge 
professor. 

 
 
 
10.30 Brunch 
 
11.30-3.00 
Shopping Trip 
 
 
4.00-5.30 
Sunday Clubs 
and Life Skills 
 

6.00-7.00 Dinner 
7.00-8.00 Supervised Homework and conversation practice with British Student Hosts 
8.00-9.30 Social Activity: 

Speed Chatting 
Lecture: How to 
get to a Top 
University 

Option: Further 
Maths 
Workshop 

Option: Theory 
of Knowledge 

Social Activity:  
Fashion Show 

Social Activity: 
Movie Night 
(optional) 

Optional social 
activities and 
sport 

9.30 Return to Boarding Houses 
10.30 Lights out 
 

A-Level/国际文凭（IB）预备课程时间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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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我们的艺术老师在万斯沃斯勋爵学院与学生拍照留念

老师提供一对一当面辅导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我们与Etherton Education合作了好

几年……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全力帮

助学生们做好在寄宿学校就读的准备，

因此我建议我校许多国际新生在就读之

前加入他们的暑期课程。 ” 
Gayle Webb，沃明斯特学校

（Warminster School）前招生主任

学习伙伴

•你将花时间进行泛读，完成多个短篇读物的阅读并
就此展开讨论。

•你将参加戏剧课程，这可帮助你完善英语口语并增
强自信。

•你还将花时间回顾常见的语法错误。



                                            万斯沃斯勋爵学       院的课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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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
你每周都有机会进行一次一日游，借此进一步了解英
国的文化。一日游的内容将包括：

牛津：我们将到访这个美丽的城市，参观这里的世界
顶级学府。我们将游览著名的学院和博物馆，并有时
间购买纪念品。

剑桥：我们可以参观这所全球知名大学的其中一个学
院，并游览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城。

伦敦：我们将参观伦敦市内的一所大学，并游览大本
钟等多个著名景点。

温彻斯特：这个小城曾是英格兰故都，我们将在这里
参观古老的大教堂和多个历史遗迹。

温莎：我们将参观女王的行政官邸：温莎城堡。

朴茨茅斯：我们将参观这个港口城市并登上英国历史
上著名的战舰：HMS Victory号。

议会大厦

朴茨茅斯

温彻斯特 剑桥讲座

三一学堂，
剑桥大学

速聊之夜

时装秀

曲棍球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学习传统的莫里斯舞蹈

前往正式晚宴的女孩们

“这里的每一天都精彩有

趣，让人终生难忘。”
Al Warith，阿曼

课后活动
我们安排了大量具有挑战性的课余活动，只等你
前来体验其中的乐趣！

周日俱乐部
你将在周日有机会加入多类俱乐部，例如：
 尊巴  教堂步行

 有氧拳击 啦啦队

 趣味艺术 棋类游戏

 游泳  爵士舞

 阿拉伯语 烹饪

特别讲座
我们每周还将组织一场主题讲座，届时我们将邀
请嘉宾到场就以下主题进行解说：
• 如何在A-Level阶段出类拔萃
• 如何出色完成国际文凭（IB）课程
• 寄宿学校的课外活动机会
• 如何升读顶尖大学
• 牛津剑桥学生生活

社交活动
我们每周都有两场大型社交活动。这包括时装
秀、商业游戏、团队游戏和速聊之夜。这些晚间
活动会激发你的创造活力，增强你的内心力量并
培养你的团队精神。

正式晚宴和舞会
我们深信，良好的举止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举足
轻重。在每个为期4周的课程结束之际，我们都
会组织一场正式晚宴。届时，学生们将身穿最好
的衣服出席，我们还会传授此类场合的社交礼
仪。

戏剧
所有学生都将在课程结束
时参加自己编排的戏剧表
演。往年的节目包括油
脂、歌舞青春和罗密欧与
朱丽叶。英语表演有助于
增强学生的自信。

体育
享用一流的体育设施，了
解新的运动项目。

旅行中乐享美食！



常见问题解答

惠灵顿学校

常见问题解答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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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何时抵校和离校？
每年暑期，我们将第一个抵校日设在一个周一。此后，整个暑期期间的抵校日和离校日都设在特定的周日。请仔细查看
你所选的那类课程的开课日期和结课日期。
这些信息可在《申请表》中找到。若有任何疑问或需进一步了解相关详情，敬请垂询。电话：+44 (0)1823 672388，电
子邮箱： info@ethertoneducation.com。

学生如何前往校区？
在我们所公布的开课日当天，我们会在06:00-17:00之间在伦敦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接机，并安排免费交通前往我
们的学校。如果你在其他时间抵达或飞抵不同的机场，我们也可以为你安排前往校区的交通，但需额外收费。如果你选
择驾车，请联系我们的旅行协调员，以了解驾车路线并确保你前往正确的校区——我们的两所学校相距120英里！更多
详情请见我们的《旅行信息表》。

每个班级有多少名学生？
每个班级最多招收16名学生，但在过去几年中，平均每班人数通常为12至13人。部分讲座和讲习班的人数将相对更多。

工作人员与学生的比例是多少？
整体比例约为1:3，即每三名学生对应一名工作人员。我们提供极高水平的个人关怀。我们的学生可随时得到多名员工
的关照。

接收哪些年龄段的学生？

学生必须达到什么英语水平？
请参阅上方表格，以了解最低英语水平要求。我们将根据每份申请的具体情况酌情决定是否录取，并通过在线测试来评
估每名学生的英语水平。（我们不强制要求学生接受此类测试，但这确实有助于我们开展准备工作。）如果学生有任何
特殊需要或学习困难，请告知我们。

我可以在何处进一步了解各类课程的内容？
课程详情请见我们的网站：www.ethertoneducation.com。

学生们住在哪里？
我们所有课程的学生都住在万斯沃斯勋爵学院或惠灵顿学校校园内的男生寄宿楼或女生寄宿楼。住在寄宿楼内的管理人
员将负责关照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有的寄宿楼都配备了Wi-Fi设施。大部分房间为双人间，部分更宽敞的房间可供四至六
人同时入住。寄宿楼内设有舒适的休息室，并配备了电视机和游戏。

是否提供洗衣服务？
每周提供一次可机洗衣物的基本洗衣服务。学生应确保带上足够多的衣服以供换洗，且所有衣物必须清楚标明学生的姓
名。

学生们在何处进餐？
学生们在学校餐厅用餐。惠灵顿学校每天为学生供应三餐。万斯沃斯勋爵学院在除周日以外的每天都供应三餐。每周

日，学生们可以稍晚起床并享用早午餐，随后享用一顿晚餐。这两所学校都提供优质的餐饮，主菜菜式多样，营养健
康，此外还配有一个沙拉吧。学校还会为一日游的学生提供外带午餐。请注意，我们的寄宿学校不接收有特定膳食要求
（如：极端纯素饮食）的学生。

我应该带上什么衣服？
暑期课程不设校服。学生需带上日常穿着的休闲服装和多套运动服装。我们将在课程期间组织正式的活动，因此请男生
们带上西装（若有可能）、白衬衫、领带和深色鞋履。女生们还需备有一、两套礼服或正装。学校提供被单、枕套和被
子，但学生需自备毛巾。

学生可参加哪些体育项目？
每个上课日都定时设有体育课。对即将就读英国寄宿学校的学生而言，掌握英式运动的基本情况识非常重要。在课后和
非上课日，学生还有更多机会与我们的学生接待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这两所学校都有草地运动场、人工草坪运动场、
网球场、体育馆和温水游泳池。

学生可参加哪些休闲活动？
我们每周都会为所有学生组织两场大型的社交活动。此类活动包括商业游戏、时装秀、赌场之夜、谋杀谜局、拍卖游
戏、速聊之夜、戏剧表演以及正式的晚宴和舞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这些活动，以便锻炼英语技能并增强自信。学
生们还可以在周日选择参加一个俱乐部的活动。周日俱乐部包括团队建设游戏、烹饪、遛狗、艺术、手工艺、唱歌、参
观农场或教堂、珠宝制作、动画、尊巴和有氧拳击等等。其余时间，寄宿楼内也会组织非正式的晚间社交活动。

课程费用包含哪些方面的收费？
我们尽量确保将除签证费、机票和零用钱以外的所有收费都纳入我们的课程费用。课程费用主要包含以下收费：

• 寄宿楼住宿费、餐饮费和每周洗衣服务费。
• 与教学、教科书、基本文具材料和体育教练有关的所有收费。
• 社交活动、周日俱乐部和所有旅行的费用，包括交通费和门票。
• 在我们所公布课程的开课日和结课日当天，学生在学校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及盖特威克机场之间往返的交通费。我

们就此设定了时间限制，因此请在预订机票前参阅我们的《旅行信息表》。
• 基本保险的保费 – 详情请见我们的网站。

如何付款？
请参阅我们的《条款和条件》，其中包含了与付款有关的信息，并详细说明了我们的退款政策和取消政策。

学生是否将收到证书和报告？
是的，所有的学生都将收到一张证书和一份报告。参加4周、6周或8周课程的学生将收到与其各科学习情况有关的详细
报告。参加为期2周的体验课程的学生将收到一份简短的报告。

学生生病了怎么办？
我们的许多员工都具备急救资格。如果学生偶感小恙，他们将予以悉心的照料。如果我们对学生的健康情况有任何担
忧，我们会带学生前往学校附近的医疗中心或医院。我们强烈建议所有的学生都购买全面的私人保险，包括医疗保险。

课程结束后应该怎么做？
学生们必须在结课日当天上午11点离开学校。离校时的交通由学生父母或监护人负责安排。在我们所公布课程的结课日
当天，我们可安排前往伦敦希思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的免费交通。但请注意，这项服务设有时间限制。更多详情请见
我们的《旅行信息表》。我们的课程费用不包括从学校前往其他目的地的交通费。我们可负责相关的交通安排，但将就
此额外收费。

最后请注意：
我们本着诚信善意的原则精心编制本手册的内容。但是，我们的课程设置十分灵活，且在不断改进之中。我们保留随时更改课程安排的权利。我们
也保留由于天气、交通状况或安全顾虑而改变旅行目的地的权利。因此，本手册中的信息不构成Etherton Education Ltd.与学生、家长、监护人
或代理人之间任何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请参阅我们网站上的《条款和条件》。

地点 课程 年龄段 年龄英语水平要求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A-Level和国际文凭（IB）
预备课程

15-17 B2/雅思5.0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 15-17 B1+/雅思4.5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三年制A-Level预备课程 15-17 A2/雅思3.5

惠灵顿学校 GCSE预备课程 13-15 B1/雅思4.0

惠灵顿学校 低年级学术课程 10-12 B1/雅思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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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学术课程10-12岁 2、4、6或8周 惠灵顿学校
帮助年龄较小的学生做好入读英国寄宿学校的准备。
这一学术课程还包含多类有助于树立自信的旅行和活动。

GCSE预备课程13-15岁 2、4、6或8周 惠灵顿学校
帮助学生准备好就读8、9和10年级。
所有的学生都将进行高强度的英语学习，并修学其他十个学科的课程。

一年制GCSE预备课程15-17岁 6周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帮助学生做好攻读一年制GCSE课程的准备。
这一快节奏的课程包括高强度的英语课、数学课、三门科学课程和商业研究课程。

三年制A-Level预备课程15-17岁 4、6或8周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帮助学生准备好攻读三年制A-Level课程。
这一课程节奏相对较慢，更注重培养基本的英语能力和扩充技术词汇量。

A-Level预备课程15-17岁 2、4、6或8周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帮助学生准备好攻读两年制A-Level课程。
所有的学生都将修学英语，并另外选修3或4个主要科目。

国际文凭（IB）预备课程15-17岁 2、4、6或8周 万斯沃斯勋爵学院
帮助学生做好攻读国际文凭课程的准备。
所有的学生都将修学英语，另外选修4或5个主要科目，并将学习知识论。

帮助国际学生准备好就读英国寄宿学校

哪类课程最适合你？

下列课程既适合作为正式求学前的预备课程，
也适合用于体验英式教育。

请参阅我们的《申请表》，以便了解与课程日期和费用有关的所有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