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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关注斯旺西高尔学院。斯旺西风景优美环境安全，实属留学佳地。

无论教学成果还是教学方式，优异的成绩和英国顶级大学的升学率，斯旺西高尔学院都是威
尔士表现最好的学院之一。我校治学严谨，国际认可的学历都遵从最高标准，教师均由高等
学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教授担任，其中多人兼任考官。

我校业绩斐然，多名学生考取了牛津、剑桥（过去6年共60名）及其他一流大学（2016
年，94%的国际学生被“罗素大学集团”的高校录取）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马可. 琼斯 (Mark Jones)
校长兼行政长官
斯旺西高尔学院

欢迎来到斯旺西高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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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高尔学院的教学质量堪称完美。因为学院优秀的经济学老师
激发出我学习经济学的热情。我也爱我的数学老师，他帮助我在A 
Level考试中获得数学满分。

Kiki, 韩国 
数学与经济学

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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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结果出自2016年完整大学指南。

以下是我校2016年国际学生的升学去向：

斯旺西高尔学院是英国14所HE+（强化
课程）中心之一，也是威尔士唯一一个
HE+中心。
（HE+是属于剑桥大学的一项超棒的学习项目）

全英顶级大学直通车

平均每年有10名 A Level学生被牛津、
剑桥录取。

国际学生考入“罗素大学集团”高校就读。2016年, 94%
2016年， A Level国际学生通过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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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所私立学校转学来到斯旺西高尔学院，就读A-level
课程的二年级，这是我做过最棒的决定。这里的教学质量，
学生服务以及关于UCAS申请的建议和指导都非常棒，它们
帮助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我能进入我的首选院校。

Nora, 中国，年度优秀学生（右图） 
A levels: 高数，经济学。

就读于布里斯托大学金融会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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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导师计划：
 所有在斯旺西高尔学院就读的国际学生，在此计划中都会得到全方位的支持。在课
程开始时，所有学生都会被分配一位私人导师，他们将在其在校期间悉心照顾好学生。

        选择导师计划的学生将伴有附加证书申请号码（Application of Number）, 此号码
在学生申请大学时，相当于UCAS额外的20分。

导师计划还有一对一的面谈，学生将直接获得有关科目选择以及怎样取得学业进步的建
议，另外还有文化意识方面的讨论，这能更好的帮助学生适应他们在英国的新生活。

在第二年，重点放在大学的申请上。学生们会收到有关完成个人陈述和UCAS表格的详
尽指导手册。很多特邀人士来演讲，以便更好帮助他们完成UCAS申请。同样在全年和
私人导师之间的一对一面谈也会继续。

我们同样有为国际学生打造的‘buddy’系统，根据学科的选择，一年级会和二年级的学
生结对。二年级的国际生通常会通过与一年级的‘buddies’见面来为其提供他们对学科，
学校生活和本地的建议与指导。我们发现这对国际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有着极大的
帮助。

卓越计划：
        学院的“卓越计划”帮助我们的国际学生来提高学术能力。该计划作为额外课程安排
在A level中。

 这个卓越计划能帮助学生：
• 计划并准备论文
• 避免抄袭
• 完成UCAS个人陈述
• 参考资料
• 提高数位素养
• 提高时间管理效率
• 掌握提高复习效率的技巧
• 创建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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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斯旺西高尔学院学习近两年了，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学校。校
园处处充满了欢笑和惊喜！在这里我交到很多新朋友，老师们非常友
好，给予我很多帮助。我很喜欢在课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Ryan Yung, 香港 
A Level: 数学和会计

就读于杜伦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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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团队
斯旺西高尔学院的国际团队经验丰富，能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您会在离家前收到所需的重要信息，包括交通、课程与住宿详细信息的出行锦囊。

到达之后，您会收到斯旺西高尔学院的迎新礼包，内含国际学生手册等诸多实用信息。

国际团队为您提供以下帮助：
• 签证和移民
• 住宿
• 银行开户
• 医生注册
• 24小时紧急电话
• 信息咨询
• 注册课外活动俱乐部（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

到达学院的第一天，您会有一个国际生欢迎仪式，包括了：
• 与国际团队和导师的会面
• 校园参观
• 国际学生午餐
• 学生卡和巴士卡
• 校长致欢迎辞

家长跟进服务
这是为家长以及监护人设计的反馈板块，这里将公布考试时间、 开放活动、 调查结果
以及其他事项。登录 parents.gcs.ac.uk获取更多信息。

校园生活APP
My eILP (个人电子学习计划) 支持学生使用多种设施，获取各种信息，功能包括：
• 学业发展
• 目标
• 出勤
• 课程安排
• 学校信息与通知

英语语言支持
如果需要，学生可以从我们优秀的语言团队中，得到额外的英语语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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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斯旺西高尔学院我拿到了7个A’的成绩（4个来
自AS Level课程，3个来自A2 Level）。我完全相信这得归
功于来自我老师和导师卓越的教学和支持。我很感激他们帮
助的同时也期待着在英国顶尖高校学习经济学的生活。

Museong Kim, 韩国 
A Levels: 经济学，数学和会计学。

就读于华威大学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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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6岁以上

修业年限：  2年（全学历）

开课时间： 9月

每周学时：  约20小时

入学要求：  英国GCSE（或同等学历）考试中，至少6门达到C级及以上

   雅思5.5分

考核方式： 5月/6月校外考试

学费：  8000英镑/年，包含： 
   • 学费
   • 公交卡
   • 健身房会费
   • 社交活动

A Level学科：
-  会计 
-  古代历史 
-  生物学
-  商科
-  化学
-  古典文化
-  计算机科学 
-  舞蹈
-  戏剧 
-  经济学 
-  电子学
-  英语 
-  英语与文学 
-  英国文学
-  美术
-  法语 
-  地理
-  地质学 
-  政府与政治  

-  平面设计 
-  健康与社会保障学
-  历史
-  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  法律
-  数学/纯数学
-  数学双奖 
-  传媒学 
-  音乐
-  音乐技术
-  摄影 
-  体育  
-  物理
-  心理学
-  宗教学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  纺织品设计（服装/室内设计）
-  威尔士语（第二外语）

A Level要点：

A Level
A Level是进入英国大学学习的传统方式，斯旺西高尔学院以此闻名。

英国教育系统的显著优势在于：学生有机会在As和A Level中选择专业课程，不必像大
多数国家那样需要全面学习课程，只能在大学时期选择专业。学生需要在第一学年选修
4门课程（As），在第二学年选修3门课程（A Level）。英国大学认定A Level考试已经
为英国学位课程打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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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高尔学院是一所能够为学生提供一流指导的优秀学校。在牛-剑
预备班中，我发现自己对语言学很感兴趣，并考取了剑桥大学。

Shannon, 美国 
A Level: 数学、心理学、英语语言和化学

就读于剑桥大学语言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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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剑预备课程
20年来，此课程为希望进入英国顶级院校的学子成功地提供了个人辅
导与支持。 

此课程尽可能地为学生做好申请牛津、剑桥和其他“罗素大学集团”高校的准备。此牛－剑
预备课程是每周课程，从A－level第一年1月开始到第二年12月结束，符合英国高校申请
周期。

此课程特色是将会参观剑桥、牛津大学，此举能很好助其择校，也可熟悉两所高校和当
地环境。学生住在学校公寓里，并能直接接触学校的招生导师，他们会向您提供成为牛
津、剑桥大学学生的意见和指导。

过去6年中，共有60名斯旺西高尔学院学生被牛津和剑桥大学录取—业绩斐然。

这有关于牛－剑预备课程特别的入学条件和费用。请发送邮件至international@gcs.ac.uk
获取更多资讯。

牛-剑预备课程特色：
• 与牛津和剑桥大学学生进行模拟面试
• 与同学院毕业现于牛津、剑桥大学学习的校友进行大学申请交流会
• 能力考试的准备：UKCAT，BMAT &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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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强化课程中的大师课程，因为这门课丰富了
我的专业知识，也让我明白进入大学后该怎么做。

Davey, 台湾 
A Levels: 物理和数学

就读于帝国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剑桥大学副校长

2015年2月， Leszek Borysiewicz爵士为
我校斥资280万英镑的新教学楼奠基

（图为Leszek爵士与学生管理干部Rory 
Daniels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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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强化课程)是剑桥大学资助的、为有学术天分的学生提供的“超级
课程”学习项目

第一年A-Level学习中，每月都有一晚不同专业的大师课程的学生们，在学术支持的氛
围下进行自我挑战或相互挑战。最精彩的部分是有剑桥大学的教授出席。

斯旺西高尔学院过去30年中为剑桥大学输送的学生们，所取得的进步受到剑桥大学的
高度认可。

这有关于HE+强化课程特别的入学条件和费用。请发送邮件至international@gcs.ac.uk
获取更多资讯。

医学课程项目
针对想学习与医学相关课程的学生，本项目不仅十分成功，而且拥有
英国顶级名校极高的录取率。

代表课程包括：医药学、 牙科医学、 兽医学 、药剂学、 生物医学科学、 物理疗法 、
眼视光学、 放射线疗法、 心脏病学 以及营养学。

课程特色
• 申请大学的workshop  
• UKCAT 演讲
• 工作机会 
• 罗素大学集团的做客教授
• 医学领域专家作为导师
• 医学领域专家模拟面试



我很享受在斯旺西高尔学院的时光。老师们热心助人，帮助我实现
了去我首选院校的成绩。国际办公室同样给了我很多支持，他们帮
助我快速适应在斯旺西的生活。着同样给了我专注学习的自信心。
我强烈推荐这所学校！

Chan Kim, 韩国 
A Levels: 电子学，地理学和世界发展。

就读于南安普顿大学地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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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pictur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 Level graduation meal



整个学年，斯旺西高尔学院都会安排游览当地和国内旅游胜地的多种
活动项目。

之前参观的地区包括伦敦、巴斯、巨石阵、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小镇（莎士比亚
故乡）和温莎等。  该项活动使得国际学生有机会体验英国独特的文化与历史。

巴斯皇家新月之旅

高尔半岛的三崖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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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高尔学院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爱在这度过的岁月。老师
们都很亲切友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这里同样有丰富的课余活动，比如我最喜欢打篮球。

Jacob, 泰国 
A Levels：历史，心理学和数学。

就读于美国密涅瓦学校法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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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活动与俱乐部
斯望西高尔学院拥有多项运动项目 、丰富的活动与多种俱乐部任你选
择。包括足球橄榄球 、无挡板篮球以及冲浪，另外还有舞蹈 、戏剧
以及摄影等。

你还可以参与其他活动，例如学生会 、电影俱乐部和肯尼亚项目（Kenya Project）。
还有本地兴趣小组，例如赛马、 网球、游泳、 武术和体操组等。

很多学生参与了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Duke of  Edinburgh Award）, 这是一项国际认
证的奖项。通过完成一些志愿活动，获得身体技能、 进行探险和长期居住就有机会取
得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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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斯旺西2年了，很幸运当初选择了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斯
旺西环境优美，市中心毗邻海滩。这里有很好的商店、咖啡厅和餐
馆。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害羞内向，但后来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
友好，斯旺西也是一座安全的城市。

Atip, 泰国 
A Levels: 物理、数学和化学

就读于伯明翰大学工程专业

Main picture © City & County of Swan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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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是一个坐落于海边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市内商场 、咖啡
厅、 酒店众多。同时也是威尔士最大的室内市场“斯望西市场”的所在
地，不久之前那里还被选为英国最好的市场。

斯旺西以运动城市和拥有威尔士唯一的英超队而著名。斯旺西海湾从蓝旗海滩（Blue 
Flag Marina）延伸至美丽的小镇Mumbles， 它最具特色的是沙滩、长廊、水上公
园、 博物馆 以及花园与公园。Mumbles小镇作为通往高尔半岛的大门，拥有维多利亚
码头，独立精品店，特色咖啡馆和酒店，也是英国首个“卓越的自然风景区”（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AO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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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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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tol

Birmingham

Swan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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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市

从伦敦到斯旺西
只需3小时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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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选择斯旺西高尔学院是因为朋友向我的推荐。在这里
我度过了A－level的第二年，我很开心选择了这里。老师给我
们提供了很有组织的课程学习，导师给了我们完美的支持。我
的寄宿家庭也特别棒，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在我住的地方学
到英国文化并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对我来说，斯旺西虽然小
但是是一切都很方便的好地方。

Hyewon, 韩国 
A levels: 数学，生物和经济学

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生物医学科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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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寄宿家庭。与英国家庭一起生活，拥有既独
立又安全的生活环境。

与正规的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可以让你体验到正宗的英式生活。当地的家庭会提供帮助，
你也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对斯旺西，威尔士以及整个英国都会有更深入
的了解。

英国寄宿家庭住宿，每人都拥有自己的房间，安全而独立。所有的寄宿家庭都经过学院
常规的风险评估和监督服务部门的正规检查。

每种寄宿家庭的费用（包括食物与杂费）都不尽相同。详情请电邮  
International@gcs.ac.uk。

更多学习信息请联系：

斯旺西高尔学院
+44 (0)1792 284007
international@gcs.ac.uk
www.gcs.ac.uk/international

寄宿家庭

联系方式

Please note 
The contents of this prospectus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going to press in March 2017.



斯旺西高尔学院
+44 (0)1792 284007

international@gcs.ac.uk
www.gcs.ac.uk/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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