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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传授学术知识，教育更是一个宗旨，需要由整所学
校都投入到关心每一位学员的全面发展。

自始至终，对于在威克利夫度过这些日子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这段时
光本身就是一种即珍贵而又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为了应试升
学，更是一段值得拥有且可以珍视自身内在价值的经历。

威克利夫公学的愿景和价值观是为21世纪培养出具有鼓舞力的领袖人才、
支持社区的创建、激发进取心和求胜的意念。我们作为教育者，致力于打
造有利环境，使威克利夫的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积极进取，尽情地发挥潜
能，让他们拥有快乐的心情和安全感，并掌握良好的沟通能力，同时又富
有创造创新力以及完整而又独立的个性，不仅仅拥有慷慨大方的品质，持
有对社会和环境的良知，同时又焕发自信、充满责任感、为人谦逊，以及
具备顽强的适应力。

威克利夫如何传承这些优良品质？我们的做法就是以高年级学员作为榜
样，带领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共同打造出适合培养新一代领袖人才的优良
环境。

我最后想说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威克利夫的孩子们通过这
一段难忘的求学生涯，将会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一定马上就凸显出来，
学生们也不一定能够马上体验到，但是这将为孩子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人生中重要的技能。威克利夫这个大家庭是多元化
的，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我们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学生们在一个安
全而且有趣的环境下，成长为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的淑女和绅士。同时，
我们也有远瞻性，相信孩子们在这个优秀的大家庭里，不仅可以在学业上
突飞猛进，同时在人际交往也将受益，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结识到志
同道合的“莫逆之交”。

校长：葛睿先生 Mr. Nick Gregory



威克利夫公学概述
英国精英私校，招收 2~18岁学员

始创于1882 年的威克利夫公学，是一所英国传统精英私校，坐落在英国西南部风景优美的科
茨沃尔德地区，格洛斯特郡。学校占地面积 60英亩，校园内绿树成荫，多处受到文物保护的
历史性建筑，与现代化的新校区及生活区相映生辉，错落有致。

威克利夫公学多年来高考成绩优异，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机构之一。这所男女同校的公
学提供全寄宿制及走读制，同时走读生也可以享用设施齐全的宿舍。威克利夫公学现有420名
来自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 13~18 岁的中学生，包括 230位寄宿生。“预备学校” (Prep School)
招收2~13岁的学员，现有260名英国本土和国际学员，其中包括 60位寄宿生。选择威克利夫
公学，也就是为日后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威克利夫公学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师生们尽享便利。学校坐落在静谧安全的市郊区域，但又与繁
华都市的便捷交通设施接驳：前往伦敦市中心只需搭乘 90分钟的直达火车，距离伦敦希思罗
机场仅需 1小时45分钟的车程。

公学所在地为格洛斯特郡、科茨沃尔德地区，这里是英国的心脏地区，占地6个郡，并没有行
政上的分别，其中以格洛斯特郡的占地面积为最大，在中古时期就以繁华富裕而著称。科茨
沃尔德除了风景优美之外，也有不少知名人士与此地有着密切关连：当地贵族名流云集，值
得一提的是英国王室成员，包括查尔斯王子的海格洛夫庄园和安娜公主的宅邸就在格洛斯特
郡，英国的前首相卡梅伦先生也来自科茨沃尔德地区。

伦敦

曼切斯特

威克利夫公学



学术成绩
课程安排旨在激发学员们的最大潜能

英国私校教育向来以其优良的教学传统、开明的教育理念和完善的师资配备在海内外享誉盛名。
在威克利夫公学，我们采用英式贵族学校个性化、极小班的教学模式，配备高素质的专科老师
帮助学生逐渐适应西方教育模式。老师们了解每个学生的个人需求、优势和弱点，从而给予专
注指导，以顺利取得多类国际认可的资格证证书，包括 GCSE, A-Level, BTEC 和 EPQ (延展项
目课程) 等证书。

学校还通过精心设计的课外团体活动和多元化的寄宿生活，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素质，无缝对接
世界顶尖名校。

多年来，威克利夫公学都保持着优异的考试成绩：

	 •	平均测验合格率高达 98%

 • 95%的学生拿到A*～C，这是全国平均成绩的两倍以上

	 •	全英国学校排名在前 13%

绝大多数的威克利夫毕业生都被理想的优质大学成功录取，其中不乏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类罗素大学集团的成员名校，以及意大利米兰的时装类专科学院和加拿
大的酒店管理类专科学院。尤其在 2017年，虽然这是英国考试制度改革的第一年，学校以及学
员们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在这极具挑战的环境下，我们的GCSE	毕业生的总成绩更是达到
历史最佳水准。

威克利夫公学的升学指导工作横向贯穿综合教学与升学咨询两大板块，这里同时也是英国西南
地区就读美国大学的 SAT考试中心。我们为学员提供特定的 SAT、以及申请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的准备课程，力求帮助学员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他们在专业指导下和全面协助
下升入最理想、最适合的大学。



校园氛围与愿景
悉心教学，以培育社会栋梁为己任

威克利夫公学以其温馨亲切的校园氛围而闻名，更以其专业出色的宿管质量而引以为豪。 
我们的宗旨是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愉快、具有归属感的环境，同时也致力培养全面发展的 
学员，希望每个孩子都具备良好的心态、充满安全感，以及目标明确，无形之中授予他们自
我管理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我们的理念是基于“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作为教育者，我们肩负重要的责任去
发掘出每个孩子的特性，因材施教，为每一位学员创造优良环境，并且悉心耕耘培养，为孩子
们提供均衡而又丰富多彩的学业和课余活动，加强孩子们心智方面的坚韧性，充分了解自身
的价值和能力，从而达到各自的目标。

威克利夫公学的愿景就是培育出符合 21世纪需求的兼备高智商、高情商的下一代社会栋梁。
我们希望学员们有决策力、能担当，坚定自我提升的信念，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好奇心，积极
面对新的挑战，同时也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





寄宿生活
寄宿学员们的“家外之家”，大家庭的温暖

众所周知，浸泡式的寄宿生活让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以校为家、快速适应英国当地文化， 
同时培养学生们跨文化的沟通能力。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英国寄宿文化尤其重视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传统贵族精神，塑造学生健康的人生价值观。

英国的传统贵族学校的宿舍以“书院” (House)为单位进行管理：它不同于简单的宿舍概念， 
而是为了加强学生对各自“书院”(House)的认可，培养集体荣誉感。学校通常以“书院” (House)为
单位来开展活动，不同“书院”	 (House) 之间会开展团结合作与友好竞争，每一位同学都通过丰
富多彩的“书院” (House)活动来展现自我，增强归属感、被包容感、忠诚感、荣誉感以及团队
意识，弘扬一种积极向上的学院风。

公学的“预备学校”	 (Prep School) 有两个“书院”(House)，以性别分开，为7-13岁的寄宿生提供住
宿；中学有八个“书院”(House)，以年级为别，提供给寄宿生和走读生。每一个“书院”(House)
都配有指定的舍监及助理舍监。舍监都是高素质并且拥有丰富经验的执业教师，隶属于学校
的高层管理团队，并以此身份引以为荣。威克利夫公学按照“书院” (House)寄宿生的性别安排
同性舍监，每个“书院” (House)根据舍监的不同管理风格，以及寄宿生们的特点，独具个性。
威克利夫为每个“书院” (House) 不单配置了专职的舍监，同时，也为学员们安排了全职的女
性“生活导师” (Matron)。舍监们从生活上，事无巨细地全力关照孩子们点点滴滴的日常作息，
而生活导师们则悉心关怀每一位寄宿生在成长期间心理和思想的健康状况。舍监与生活导师
在工作上同心协力，相辅相成。

威克利夫公学为来自全球的寄宿生提供安全愉悦的住宿体验，我们希望培育出新一代的国际
化人才，让他们散发着自尊自信、诚实坦荡的人性光芒，既充满了进取心，又同时对周边事
物满怀宽容和友善，并且平等对待他人。



国际学生
输出大量的高素质国际人才

多年来，秉承英国历史悠久的优质教育体制和理念，威克利夫公学为全球成功地输送了大
量的优秀人才。作为英国西南部具有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之一，威克利夫公学致力于培养学
员的国际化视野，提高综合素质，不仅仅提供优质的学术环境，同时注重发掘每个孩子所 
具有的独特天赋与能力。为了符合威克利夫公学寄宿的高标准，与大多数寄宿学校不同， 
我们的宿舍在周末也对200多名寄宿生开放，并且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得国际生的寄宿生
活越发充实有趣，同时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之间建立深厚的友谊提供良机。

为5～8年级学员量身定制的EAL辅导方案（7-12岁）
为了让国际生可以顺利地升学，并且尽快适应英式教学，我们为“预备学校”	(Prep School) 的新生
特别准备了量身定制的 EAL 辅导方案：每位国际生在入学阶段将被进行英语水平测试，学校
根据测试结果，制定出符合要求的 EAL 辅导方案，并且安排国际生们进入相应的小组，得到极
具有针对性的辅导。除了英语课和人文学课是编入EAL辅导方案的，学员们按照年级，正常参
与其它各门学科的授课。这一独特的辅导方式，以针对学员的英文水准的飞速提高和迅速融入
当地生活为明确目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效果显著，成为威克利夫公学引以为荣的一项成功举措。

为A-Level㊟ 学员特别安排的预备学年（15-17岁）
鉴于多年成功培养国际生的经验，我们发现，对于刚刚入学并且准备继续升入就读 A-Level的
国际生，在准备 GCSE考试的同时，增加额外的英语培训课程，以及心理学等前期学员没有
接触过的多类课程，对加强学生在各个科目的透彻理解有着显著的成效。威克利夫公学一共
设有25个不同的A-Level科目，是英国私校中提供最多选择科目的学校之一，这个优势使得学
员们在挑选12年级和13年级的高中	(Six Form) 学科时，能够胸有成竹地做出合理明智的决策。

㊟A-Level 即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称为“普通教育高级证书”，被视为“金牌” 
课程，其学术水平和权威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学生凭此成绩可以直接申报大学	。



课余活动
培养出未来有自信、有独立性的领袖式人才

在威克利夫公学，学生的汲取知识的渠道并不仅限于课堂。在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学校
提供广泛的机会让学生尝试新事物，从体育、美术、音乐和通识等多方面发掘学生潜能，使
学生在掌握文化专业课程之余，成为高素质全方位发展的领袖式人才。对于英国的教育制度
来说，卓越的人才不应该是仅仅拥有优异的文化课程成绩，还必须同时具备其他各方面的技
能。英国的大学在挑选学生的时候，不但会考虑每位学生的考试成绩，同时也会郑重地考察
其课业之外的技能和经验。

通过我们多年的经验证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出有自信、有独立性的领袖式人才的
有效途径。学员们在发掘自身的兴趣爱好的同时，也掌握了新的技能，并勇敢面对新的挑战，
学员们更在参与各项活动中，提高了社交能力又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校友，为人生留下瑰丽的
记忆。

我们提供多种活动和俱乐部，	包括英国传统的各类体育项目，	其中一部分项目可以获取相 
应的资格证书。由于篇幅有限，以下仅罗列出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活动或项目，以供参考：

除了传统项目，威克利夫公学也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进步以及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推陈
出新，确保学员们和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保持同步。中学部不但经常组织校内的各类友谊
赛，还积极参与地区性、全国性的赛事，为学员们提供额外的机会锻炼多种技能，为成长为 
全能型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为百年名校，威克利夫公学与英国国内以及国际多所高校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邀请不同业
界的精英人士到访并组织各类讲座，为学员们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这些高水准、高层次的 
文化、科学、以及人文哲学等方面的活动，不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人文历史类的活动， 
还是全球蓬勃崛起的前景学科的 STEM项目，我们都鼓励学员们亲身体验和参与，作为开拓 
视野和提升素质不可或缺的有效途径之一。

•	艺术
•	田径项目	
•	篮球
•	陶艺
•	慈善社团
•	合唱团
•	国际象棋
•	联合童子军
•	创意写作
•	密码术

•	设计技术课
•	爱丁堡公爵奖	㊟
•	马术
•	击剑
•	曲棍球
•	投资俱乐部
•	意大利语
•	高级文学俱乐部
•	管弦乐团
•	人生哲学俱乐部

•	摄影俱乐部
•	机器人学
•	划艇
•	英式橄榄球
•	科学俱乐部
•	射击俱乐部
•	美式足球
•	弦乐团
•	管乐团
•	杂志社

•	游泳
•	乒乓球
•	网球
•	青年戏剧团
•	公益活动
•	青年企业家俱乐部
•	青年农业俱乐部
•	“飞绳钓鱼”运动
•	无挡板篮球
•	壁球

㊟ 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 (Duke of Edinburgh Award)

此奖项由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于1956年设立，目的是为了鼓励14~24岁的青少年
挑战自我，为国家与社会献力，实现自我生命价值。该计划不是一项比赛，而是注重每位青少年的 
自我发掘、自我挑战、自我完善的一个奖项。“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的目的是鼓励平衡发展与非竞争
性活动，激发年轻人认识自我、全面成长、独立自主、坚韧不拔、敢于承担责任等。“爱丁堡公爵奖
励计划”自设立以来，六十余年，已经在世界各地获得认可，全球126个国家、有超过 6百万青少年
参加“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的评比。全世界众多大学与企业雇主认同并高度评价该奖项。

获得爱丁堡公爵奖的年轻人，尤其是金奖，在大学高校申请、未来的职位申请上都会被优先考虑和认可。
因为获此奖励的个人，都被认为具备了服务社会、承担责任、勇于挑战自我的潜能。



生涯规划及生活技能教程
专为9～13年级学员量身定制的生涯规划指导和生活技能教程

威克利夫公学一向注重每位学生的生涯规划：学员从 9年级开始，就有机会参与学校精心设
计安排的各类活动。每位学员通过这一系列全方位的实践和体验，以及包括专业人士的悉心
辅导，进而获得量身定制的升学计划和中长期的职业生涯规划。

作为百年名校，威克利夫公学在英国以及世界各地均拥有强大的人脉网络和校友联盟。为了
使得学员们拥有广阔的视野，掌握深度的认知，我们经常邀请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到校 
演讲，组织学生前往精心筛选的企业进行参观体验和社会实践学习，安排相关的知识培训和
家长会，同时将学生与优秀企业家、行业精英和名校毕业生进行对接，拓宽学生的人脉。

在威克利夫公学生活学习的这些年，是孩子们成长为社会栋梁之才至为重要的阶段之一。 
针对于培养孩子们熟练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和就业的要求，我们特别设计了具有针对性和 
实践性的一系列课程，包括面试技巧，如何撰写高水准的履历，以及与成功人士进行面对面
的直接交流等课程。我们还为11年级的学员提供一对一的“职业导师”，令每一位有需要的孩
子都有机会得到全面且专业的指导，通过多项科学性的调研和反复面谈，深入了解各个学员
的特长和意向，为将来升学就业设计出直观贴切的个性化规划书。



Wycliffe College, Stonehouse, Gloucestershire GL10 2JQ United Kingdom
Telephone: +44 (0)1453 822432 

Wycliffe College Incorporated is a Registered Charity No 311714 and i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nd registered No 255632 in England and Wales.

www.wycliffe.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