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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在高尔中学学习生活的时光。在这里，不仅任课老师为
我们提供了卓越的教学指导，生活导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支
持, 学校整体氛围非常友好, 国际学生很容易融入其中。学校的牛剑
预备课程为我申请英国顶级大学，尤其是申请剑桥大学的数学专业
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Fuhao ‘Heinrich’ Song, 中国 
A Levels: 数学，进阶数学和物理, 获得A* A* A* 
被授予2018 年度优秀学生奖

剑桥大学 哈默顿学院 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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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关注英国公立高尔中学。我校位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市，
是一个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生活安全的海滨城市，素有天鹅海之
称，是赴英学习的绝佳选择。 

高尔中学是英国顶尖公立高中之一，无论从教学成果和教学方式，还是优异的A Level
成绩和英国顶级大学的升学率，都有着引以为豪的光辉记录。我校拥有具备专业资质
的教师队伍，为学生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教学。

学生成功申请世界名牌大学的比率超高，远在英国国家平均升学率之上。每年都有多
名学生考入牛津、剑桥大学以及其他一流名校（过去五年中，90%以上的国际学生被“
罗素大学集团”大学录取，其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

我们期待与您在高尔见面，共度美好的学习和生活时光！

欢迎来到英国公立高尔中学

马克·琼斯 (Mark Jones)
英国公立高尔中学校长

感谢您关注英国公立高尔中学。我校位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市，
是一个环境优美、风景秀丽、生活安全的海滨城市，素有天鹅海之
称，是赴英学习的绝佳选择。 

高尔中学是英国顶尖公立高中之一，无论从教学成果和教学方式，还是优异的A Level
成绩和英国顶级大学的升学率，都有着引以为豪的光辉记录。我校拥有具备专业资质
的教师队伍，为学生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教学。

学生成功申请世界名牌大学的比率超高，远在英国国家平均升学率之上。每年都有多
名学生考入牛津、剑桥大学以及其他一流名校（过去五年中，90%以上的国际学生被“
罗素大学集团”大学录取，其包括牛津和剑桥大学）。

我们期待与您在高尔见面，共度美好的学习和生活时光！

欢迎来到英国公立高尔中学

马克·琼斯 (Mark Jones)
英国公立高尔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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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令我获益良多的高中经历。我在申请大学，尤其是
精心准备能力测试和大学面试时，高尔的老师们给予我极大
的支持和帮助。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学校老师们如此尽心指
导和真心的付出，我觉得自己很难被剑桥大学所录取。

Haolin Wu, 中国 
A Levels: 经济，物理，化学和数学，获得A* A* A* A*

剑桥大学 基督学院 土地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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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英顶级大学直通车，威尔
士地区A Level领先学院

2021年，6 名A Level毕业生被
牛津、剑桥大学录取

近五年来，90%以上国际学生考入罗
素大学集团

90%+6

排名结果出自2020年完整大学指南

我校2016-2022年国际学生的升学去向

排名 大学 大学专业 国籍
2 剑桥大学 土地经济学，数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 中国 (3)，美国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经济学 韩国
4 圣安德鲁斯大学 物理学， 经济学 中国 (2)
5 帝国理工大学 地质学，医学，数学，计算机，土木工程，生

物化学，机械工程，生物材料和组织工程
中国 (8)

6 杜伦大学 会计与金融 香港
8 巴斯大学 自然科学 韩国
9 伦敦大学学院 经济学，药理学，工程学，数学，经济与统计

学，心理学与语言科学, 神经科学，物理学与医
学物理学，地理学，生物医学科学

韩国 (4), 中国 (10), 
台湾

10 华威大学 经济学，工程学，传媒，数学 中国 (3), 韩国 (2), 
台湾

11 兰卡斯特大学 会计与金融 中国
12 爱丁堡大学 历史，国际商务和日语，建筑学 中国 (2), 香港
13 南安普顿大学 地理学，时尚设计 韩国, 中国
14 伯明翰大学 工程学，医学，经济学 泰国，香港，中国
15 布里斯托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学，会计与金融，数学，经济与

金融，经济与管理
中国 (3), 台湾, 伊朗

16 利兹大学 生物医学科学, 时尚营销 香港, 中国
17 曼彻斯特大学 商务研究，经济学，法律，化学，会计与金融

管理，物理，数学与物理学，政治哲学和经济
中国 (10), 韩国（2）

19 埃克塞特大学 商务与金融 台湾

排名结果出自2022年完整大学指南

2021年，A Level国际学生通过率达100%
，A*-A 比率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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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尔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 与同学们建立了
终生的友谊。学科老师们知识渊博，经常扩展教科
书以外的知识来激发我们对课程学习的热情。  

Yuzhe Zhang, 中国 
A Levels: 化学，物理和数学，获得A* A* A

帝国理工大学  地质学专业
获得力拓集团18万英镑（约160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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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6岁以上

学习年限：     2年（全日制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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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门达到C级及以上 
   ；或国内学术平均成绩至少80分及以上

   UKVI 雅思总分5.5，各单项不低于5.0 

考核方式：    5月/6月统一考试

学费：      £20,500英镑/年，包括学费，寄宿家庭费，公交车卡， 
   健身会员和社交活动

A Level学科：
会计
古代历史
生物
商科
建筑环境学
化学
古典文明
计算机科学
电子科技
戏剧
经济
电子学
舞蹈
英语
英语与文学
英国文学
美术
法语
地理
地质学

A Level要点：

A Level
A Level是进入英国大学学习的传统方式，英国高尔中学以卓越的 
A level教学而闻名。

英国教育系统的显著优势在于，学生有机会在众多A Level课程中选择喜欢的专业课，
而不是像大多数国家那样需要全面学习课程。在A Level第一学年（AS），学生可选择
自己最擅长且最感兴趣的4门课程；在第二学年（A2），学生选择AS阶段中3-4门课程
继续学习。英国及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大学认为A Level课程为大学的专业课程打好了坚
实基础。

大学入学只要求学生提供三门A Level课程的成绩。如果学生想要学习更多的课程，则
需要满足额外的入学要求。

政府与政治
健康与社会儿童保障
图文传播
历史
法律
数学
进阶数学
传媒
音乐
音乐技术
摄影
体育
宗教学
物理
心理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纺织设计（服装/室内设计）
威尔士语（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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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中学是一所能够为学生提供一流教学、辅导的优秀学校。在牛
剑预备班中，我发现自己对语言学很感兴趣，并顺利获得了剑桥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

Shannon, 美国 
A Levels: 数学，心理学和英语，获得A*A A

剑桥大学  语言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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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剑预备课程
30多年来，该课程为希望进入英国顶级院校的学子们成功地提供了个
人辅导与支持。

牛剑预备课程是为学生们申请牛津、剑桥和其他“罗素大学集团”高校做好充分的准备。
此课程是每周的额外辅导课程，从A Level第一年1月开始，到第二年A2的12月份结
束，符合英国高校申请周期。

课程还有一个特色，高尔的老师会带领学生们参观剑桥和牛津大学，学生能够直接获得
大学申请建议和指导。学生们住在校园公寓，并可近距离接触学校的招生老师，他们会
给学生有效的建议,如何能够成为一名牛剑学生。同时，学生有机会熟悉大学环境以及
周边环境。

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和牛津大学圣休学院，分别与我校建立了深度的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此外，我校被官方授权开设剑桥大学的HE+课程和牛津大学新学院的Step Up课
程，更进一步加强了我校学术课程的保障。 

HE+ 是剑桥大学的超级课程项目，专门为极具学术天赋的学生提供。剑桥大学授予高
尔中学设立HE+课程中心，并且是威尔士唯一的一所学校，其表明剑桥大学对我校30
多年来输送众多杰出学生的高度认可。

Step Up 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研发的课程，旨在于激励和支持具有高学术潜力的学生在申
请顶尖学府，特别是牛津大学时，做出有充分竞争力的申请书。牛津新学院仅在威尔士
三所学校设置此课程，高尔中学是其中之一。 

牛剑课程对学生有特定的入学要求和额外的费用。   

牛剑预备课程特色：
• 参观访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体验大学课堂；
• 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校友进行模拟面试并得到考官反馈；
• 与高尔中学毕业的校友，现于牛津、剑桥大学的在读学生进行大学申请交流会，分

享其成功经验；
• 极大的开发个人潜质并充分培养学习能力及考试技巧：UKCAT，BMAT & STEP。

Han 和Fuhao 是高尔中学的
牛剑班首次招收的2名中国学
生，均顺利入读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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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尔中学的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这里的老师们都很优秀，他们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行之有效地帮助我和其他同学们取得
了优异的学术成绩。此外，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非常棒，帮助我更加充
分地发挥潜在的学习能力。另外，正是因为在高尔中学有HE+/Seren 
programme 及其组织者Felicity Padley 和Neris Morris 等导师们强有
力的支持，我才有机会能取得世界级顶尖大学的录取。在大学毕业之
后，我计划启动一个科技创业公司，并在企业界寻求获得成功。

Xuanyuan Han, 中国 
A Levels: 数学，进阶数学，物理和计算机，获得A*A*A*A*

剑桥大学 丘吉尔学院 计算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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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课程项目

高尔荣誉课程

该课程是为学习与医学相关课程的学生开设的，学生成功申请英国顶
级名校的录取率极高。

高尔毕业生就读的大学医学类专业包括：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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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大学的专题研讨会  
• UKCAT 能力培养
• 实习机会 
• 罗素大学集团的客座教授
• 医学领域专家辅导 
• 医学领域专家模拟面试

为了帮助有潜能的学生考入英国罗素集团大学，高尔中学设置了“高尔
荣誉课程”。该课程是一门为学生丰富学术内容，提供额外学术帮助的
课程。旨在于帮助学生提供专业的学习技能、最大化地提高学术成绩
和表现，以及为申请罗素集团大学做出更具有竞争力的申请。该课程
从AS 学年开始，与A-level课程同步进行，其包括学术名师公开课以
及深入的专业课程学习机会。

高尔荣誉课程教学方式：

学术挑战课
这是该课程的核心部分，由导师主导进行授课，重点是围绕学生选择
的学科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阅读能力以及科研能
力。导师将富有激情的挖掘学生的学术潜力。

自学技能培养
学生将获得一本反思性学术日记，根据自己对学科内容的批判性分析
和想法进行记录更新，在荣誉辅导课时，它将作为学生与其他志同道
合的同学们进行学术讨论的参考。当入读大学后，会有很多与同学和
导师一起的研讨课，这个课程将为学生的大学研讨课做好完美的准
备，学生需要围绕自己的课题研究进行自学、独立分析与同学和老师
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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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我申请短期学生签证来到斯旺西高尔中学，开始了为期
九个月的英语和雅思课程。2020年9月我顺利入读了学校的A level课
程，经过两年的努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考入曼彻斯特大学。

Yapeng Li 中国 
A Levels: 数学，进阶数学，物理 获得A*， A*， A* 

曼彻斯特大学 数学与物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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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英语语言学院提供不同的语言课程，其包括普通英语，雅思与A-Level
预备课程和学术英语。 语言课程在位于斯旺西市中心的Llwyn y Bryn 校区
授课。

英语语言学院

普通英语 
该课程为不同英语水平的学生设置，让学生有机会扩展他们的听说读写技能。学生们会学到有
用的日常用语。该课程每周一至周五授课，每周 16 小时。   

当学生达到City and Guilds考试局的语言等级要求，会参加其考试局的英语听说读写考试。学
生一旦满足规定的语言能力水平，可以申请高尔中学的A level课程或其他高等教育课程。

雅思和 A Level 预备课程
该课程将培养学生在英语语言技能上的综合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在雅思考试中的成功
率。具有吸引力的课程内容，将逐步为学生提供过渡到A level学习的实践性学习技巧。学生有
机会体验A level 课程，并从中受益。同时，社交活动与文化课程主题相辅相成，将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在英国的生活. 

根据学生个人的学习需求，课程有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的时长选择。固定的上课时间和额
外的课外活动。如果学生达到高尔最低的入读A level雅思要求，将会被确保入读高尔A-Level
课程。 

学术英语
学术英语是高尔提供给A level学生的一门课外英语辅导课程。该课程结合一对一的评估以及特
定领域的语言学习进展任务，使学生在学术学习和雅思准备方面同时取得成功。 

该课程每周一课时，每一课时2个半小时，贯穿整个学年。学生也需完成被分配的相关自学作
业。  

国际本科预科课程
该课程为期一年，是为想升读英国大学的17-19 岁学生设置的。学生将学习Level 3 等级的
Access课程，此课程涵盖商业，计算机应用，人文科学，法律和科学五个领域。此外，学生将
接受根据个人需求量身定制的英语辅导，以确保学生达到成功入读大学所需的英语水平。

参加该课程的学生将获得个人职业指导，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大 
学。英国的大多数大学都接受我们的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大学录取将取决于最终的学术成
绩，英语语言水平和UCAS申请。目前预科学生均顺利升入英国知名大学，例如卡迪夫大学，
斯旺西大学等。

入读此课程，雅思成绩至少应达到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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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际学生正在寻找英国学校的学习，高尔中学是值得认真考虑
的选择。 

学校课程设置非常好，内容丰富有趣，所有的老师们都很乐于助
人，尤其是学校的导师们，他们总是随时随刻的为我们提供帮助。  

Hao Zhou (Joel) Level 3 BTEC 商业拓展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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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业课程是针对特定专业领域而设计的，有不同的课程等级，学生可以
选择适合自己专业的等级课程。我们提供多种资格证书，包括BTEC和NVQ.

职业课程设置覆盖超过16个专业领域，开设40门职业课程。 

职业课程领域： 
-  艺术与设计 
-  电子工程 
-  音乐
-  商业 
-  电子装置 
-  表演艺术与剧院
-  餐饮与招待
-  电子与机械工程
-  公共服务

- 计算机与科技
- 美发与美容 
-  科学
-  建筑与管路系统
-  健康与儿童护理
-  体育运动
-  创意传媒
-  机动车
-  旅游与导游

受国际学生欢迎的课程例如：

商科  (Level 3 Extended Diploma)
该课程为两年课程，相当于三门A level课程。课程体系包括：
• 商务探索
• 开展市场营销活动
• 个人及企业金融

• 活动组织管理
• 国际商务
• 管理概论

电子工程  (Level 3 Extended Diploma)
此课程为期两年，旨在支持学生进入大学就读电子工程相关专业。学生学习： 
• 移动通信
• 系统设计
• 房屋集成
• 工程数学
• 模拟/数字化电子

• 机器人
• 人工智能AI
• PCB设计
• PLC
• 技能竞赛

入学要求是拥有Level 2 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在GCSE（或同等学历）考试中4门课程获得A-C，或国
内初中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包括数学和英语。

艺术与设计 (Level 3 Extended Diploma)
该课程为期两年，为学生在未来的创意产业做好准备，课程在艺术和设计领域提供一系列的实践学
科，包括时尚、摄影、平面设计、美术和 3D 工艺品。学生将面临各种挑战和令人兴奋的各种创意
简述，这将鼓励学生在交流想法中探索自己的创造力和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入学要求是在GCSE（或同等学历）考试中，5门课程获得A-C，或国内初中成绩平均在75分以上，
包括艺术和设计， 学生可能会被要求参加面试和提交作品集。 

升学机会：课程完成后，学生可选择升读一些高等教育课程，比如本科学位课程，本科预科，或
HND职业课程。我们的学生已经成功升读英国各所大学，学习与艺术相关的不同本科专业，还赢得
了多项著名的艺术和设计比赛。 

• 
• •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职业课程



我的授课老师们都很平易近人，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
他们，我的学业就不会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国际办公室的老师
们非常友好，提供给我很多支持。在斯旺西生活并在这样一
所杰出的高中里学习，确实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Jiacheng ‘Charles’ Gong, 中国 
A Levels: 法律，数学和历史，获得A*A*A

曼彻斯特大学  法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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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导师计划
所有就读高尔中学的国际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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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协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于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监督
学生学习。

导师计划还包括一对一的面谈，学生将获得有关学科选择以及怎样取得学业进步的指
导与建议。

在A Level的第二年，导师的工作重点放在大学的申请上。学生们将会收到有关完成个
人陈述和UCAS表格的详尽指南。此外，还会有众多特邀讲师来校演讲，以便更好地帮
助学生们完成大学申请。

我们也有为国际学生专门建立的‘buddy’活动，根据学科的选择，一年级会和二年级的
学生结对。二年级的国际生会定期通过‘buddies’见面来向一年级的学生分享他们对学习
科目、校园生活以及本地文化的心得体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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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高尔的教学质量首屈一指,老师们都展现出自己对教学的极大热情。 在
高尔我也结识了许多非常好的朋友。国际办公室的老师们给予了我完
善的帮助和支持。高尔中学帮助我逐渐成为一名独立的学生，并考入
英国特别好的大学。 

Harris Law, 香港 
A Levels: 中文，法律和经济，获得A B C

卡迪夫大学 法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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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部团队
高尔中学的国际部团队经验丰富，能帮助国际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学生在离家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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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团队为学生提供以下帮助：
• 签证和移民咨询
• 住宿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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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到达学校的第一天，会有一个国际生欢迎仪式，包括：
• 与国际团队和导师的见面会
• 校园参观
• 国际学生欢迎聚餐
• 发放学生卡和巴士卡
• 校长欢迎致辞

家长反馈服务
这是为家长以及监护人设计的反馈服务，这里将公布考试时间、开放活动、调查报告以
及其他事项。登录 parents.gcs.ac.uk获取更多信息。

校园生活APP 
通过My eILP (个人电子学习计划)，学生可使用多种校内公共教学设施、获取各种学业
信息。主要功能包括：
• 学业进展
• 学习目标
• 出勤
• 课程安排
• 学校信息与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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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享受在高尔中学的时光。在老师的辅导下，我的成绩达到了首
选大学的入学要求。国际部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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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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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A B B 

南安普顿大学  地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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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学年，英国公立高尔中学都会给学生安排多种活动项目，游览当地
经典景点和英国著名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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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温莎城堡等。文化体验活动使得国际学生有机会体验英国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丰富 
见闻，增长知识。

巴斯皇家新月之旅

高尔半岛的三崖湾之旅

国际学生的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之旅

文化体验



高尔中学给我提供了体验英国文化的绝佳机会。学校的老师们工作
尽心竭力，给学生们准备了专业的学习材料。A Level课程中的经济
学、地理和数学等科目都很好，其中地理是我最喜欢的科目，能使我
学习到丰富的全球化、民主化知识。国际部的老师很友好，会组织前
往英国许多美丽的城市，比如剑桥和牛津等等。寄宿家庭的主人待我
非常好，让我在英国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斯旺西有各种口味的美
食，居民也非常热情好客，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Gieun Cho, 韩国 
A Levels: 数学，进阶数学，经济学和地理，获得A*A*A*A*

伦敦大学学院 地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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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高尔中学为学生提供多种体育运动，有丰富的活动与各种俱乐部任
学生选择, 包括：足球、橄榄球、篮球、冲浪、舞蹈、戏剧以及摄影
等。

学生们还可以参与其他活动，例如学生会 、肯尼亚项目以及电影俱乐部和英国传统的
兴趣俱乐部，例如马术、高尔夫、网球、游泳、赛艇和体操等。

学生可参与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Duke of  Edinburgh Award）, 这是一项国际认证的
奖项。鼓励年轻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积极锻炼身体、热心助人、广泛发展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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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旺西生活2年了，很庆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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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很多的商店、咖啡厅和餐
馆。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害羞内向，但这里的人们对我非常友好，
斯旺西也是一座安全的城市。

Atip, 泰国 
A Levels: 物理，数学和化学，获得A A B

伯明翰大学  工程专业

Main picture © Swansea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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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是一个坐落于海边的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市内商场、咖
啡厅、餐馆众多。同时也是威尔士最大的室内集市“斯旺西市场”的所
在地，不久之前还被选为英国最好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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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精品店，特色咖啡馆和酒店。高尔半岛拥有
世界最迷人的海岸线，其中Rhossili Bay被评为全球十大最美海湾，可与马尔代夫相
媲美，令人流连忘返，高尔半岛同时也是英国首个“卓越的自然风景保护区”（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AON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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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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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旺西

从伦敦到斯旺西只
需要3小时车程。

International



在高尔中学的两年学习经历简直是太棒了。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学科选择
范围非常广泛。对国际学生而言，国际办公室的老师总是很友善并且乐
于助人，这使我很快地适应了斯旺西的生活。斯旺西坐落在海边，是一
个平静祥和的城市，在我看来它是最适合学习的地方之一。

Shaoxuan ‘Michael’ Cheng, 中国  
A Levels: 数学，中文，进阶数学和物理，获得A A C C

华威大学  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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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旺西市中心到三崖湾只需20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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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尔中学是根据高尔地区而命名的，这里是英国首个被评为景色
秀丽，人杰地灵的地区，它也因拥有英国众多最美的海湾与沙滩一度
成为电影，电视的热门取景地。高尔中学经常组织学生在高尔半岛进
行户外活动，包括徒步、登山以及冲浪等。

高尔半岛

国际学生在罗西里海湾（Rhossili Bay）游玩，
罗西里海湾距离斯旺西市中心仅30分钟车程。



我校Sketty Hall 校区始建于18世纪，在2020年春作为商学院
重新开放，同时也是我们国际学生夏令营活动的主要校区。

28

高尔中学是一所超级棒的学校，同时提供给我了绝佳的支持和帮
助。在斯旺西，我体验到纯正的英国传统生活。人们都非常的友
善，有礼貌。斯旺西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Gen Kondo, 日本 
A Levels：数学，进阶数学和物理， 获得A*A A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 
清华大学是中国排名第1的顶级学府，QS世界排名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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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立高尔中学简史
2010年，英国公立高尔中学Gower College Swansea由Swansea 
College和Gorseinon College合并而成。

Swansea College成立于1825年，校园位于港区（Docklands）。教学楼在1848年重
建后曾作为市政厅和法庭使用。1960年后，大楼改为继续教育学院，并拥有700多名学
生。随着学院的逐渐扩大，便于1971年迁至Tycoch，此校区也一直沿用至今。

Gorseinon College成立于1955年，该学院在1980年代成为英国高中（Sixth Form），
提供学术课程和职业课程两种授课模式。随着大量毕业生成功申请到英国顶尖大学，它
很快以学术优秀而闻名于世。

在20世纪90年代，学校毕业生考入牛津与剑桥大学的数量激增，当时A Level 的学科也
增加至40多种。

在2007年，学院被女王陛下的威尔士地区教育督查机构 (ESTYN: Her 
Majesty the Queens Education Inspectorate Body in Wales) 授予“杰
出奖”，同时牛剑预备课程也被赞为“英国延续教育的先锋课程”。

在2010年合并之后，高尔中学获得了国际学生招生资格，并于2011年迎来了第一批国
际学生。自此，学校的国际学生数量逐年增加。2015年，我校首批国际毕业生成功被
剑桥大学录取。

2013年，全英仅有14所学校拥有剑桥大学HE+教学资格，高尔中学便是其中之
一。HE+教学资格是剑桥大学授予英国杰出院校的奖项，该奖项表明剑桥大学认可学校
高质量的A Level教学水平，及其向世界顶级大学输送优秀人才的能力。高尔中学平均
每年约10多名学生考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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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立高尔中学的教学质量堪称完美， 学院优秀的经济老师激发
出我学习经济学的热情。 我也很尊敬我的数学老师，他帮助我在
A-Level考试中获得数学满分的优异成绩。

Kiki, 韩国 
A Levels: 数学，进阶数学与经济学， 获得A* A* A 

伦敦大学学院  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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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是低龄留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寄宿家庭能提供良好的
住宿环境，确保学生可以安心学习，为学生提供独立的生活空间。高尔
中学会严格筛选出优质的寄宿家庭，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沟通能力，
同时对英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与体验，并且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在寄宿家庭，每个学生都拥有自己的房间，安全而独立。所有的寄宿家庭都经过了学校严
格的风险评估和监督服务部门的官方审查。

学校对寄宿家庭的评估条件如下：

1. 寄宿家庭需警察局备案，所有家庭成员需通过政府个人诚信审查，并且无犯罪记录；

2. 寄宿家庭需为中产阶级以上家庭，收入稳定，家庭和睦；

3. 寄宿家庭需接受全面房屋审核，拥有自主产权，并且房屋状态良好；

4. 学校会对寄宿家庭进行实地考察，确保房屋周边治安与环境安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英国公立高尔中学
+44 (0)1792 284007
international@gcs.ac.uk
www.gcs.ac.uk/international

     

寄宿家庭

Please note 
The contents of this prospectus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going to press in Jan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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