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国际课程

在英国学习A-Level
及文凭课程

学院标志



你好！

声明
学院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骤，提供本章程所述的教育服务和课程。在发行时所有信息都是正确的，
但可能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如果学生人数不足，课程将无法运行。
学校有权在某些情况下拒绝学生进入课程。如果合适的话，可能会建议有意向的学生提供更合适
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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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彭布罗克郡学院作为未来两年学习A-level或职业教育课程的院
校。

从1992年开始,我校的课程开始面向国际学生,并且拥有第一批国际生源。

自那以后,我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和相关的支持，对此，我们
颇为自豪。在我校，学生可以选择学习A-Level课程或职业文凭课程，参加
夏校，在生机盎然的校园环境中学习，为考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知名学
府做全面的准备。

如果你加入我们，你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为你的未来做准备，帮助你成长和获
得成	功。确保您能应对三项挑战并充分发挥潜力，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非常期待您能在2021年9月加入我们.

巴里沃尔特斯博士
彭布罗克郡学院校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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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彭布罗克郡学院...

每年，近2000名本地学生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学习全日制课程。学生可以选择A-Level课程或者职业文凭课程，

班级平均有	10到20名学生

彭布罗克郡学院坐落在英国最安全的区域	-	Haverfordwest	镇，已有1000	年的历史。风景绝美的地方，距离英国唯一的

国家海岸公园仅约6英里。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教学设施，海岸线的大片沙滩可以让您随时漫步海边，冲浪及其他更多活

动。

卓越的学术地位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成为超过150	名国际学生家一样的地方。国际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包括：香港、中国、马来西亚、阿联酋、越南、非洲和日本；他们在不同的级别学习不同的课程。

师资力量

我校的讲师均是经过专
业训练的学科专家，其
中一部分讲师还拥有行
业经验。两种师资力量
的结合，创造了趣味无
穷，富有挑战性且及启
发性的课堂

可使用的设施:

彭布罗克郡学院非常自
豪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
的创新空间，以及休闲
健身的活动中心。

可供选择的课程:

A-level	及职业文凭课
程都有大量的学科供您
选择，包括:所有科学
学科、多种人文学	科
和艺术学科,以及高等
数学。所有可选的学科
已列于第9-11页。

UKVI
TIER 4
SPONSOR

职业文凭课程

开设20门职业文凭课程，课程涵盖工程学，艺术，

健康，计算机领域

A-Level	课程

开设26门A-Level学科，课程涵盖科学，艺术，

人文领域

2020年，我校是牛津大学和
剑桥大学录取率最高的公立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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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卓越的学
术成就
A-levels

等级A*-A	48%
等级A*-B	78%	
等级A*-C	97% 
总合格率	100%	

职业文凭

35%取得“优等”职业
文凭（相当于A-Level	
考试中A*-A的成绩）

教学成果

额外的支持:
我们将对国际学生开放“国际学术学生支持”项目
请见第16）提供一个完整全面的支持；包括大学申请
专家支持、职业建议、实践经历指导、每个科目额外
的教学课时以及更多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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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们帮助六
位学生考上牛津大学
和剑桥大学

支持我们的学生 

对国际学生额外的支持包括:

•	欢迎会和入学指导
•	定期联系家长，报告学习进度
•	24	小时紧急救助热线
•	良好的福利和住宿条件
•	建议，指导和福利
•	护士
•	不同教派的牧师服务
•	餐厅
•	健身房和运动中心
•	星巴克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录取人数最高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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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比南海滩哈弗福韦斯特镇中心

卡鲁城堡

学习殿堂

彭布罗克郡学院坐落于英国唯一

的海岸公园。彭布罗克郡海岸曾

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第二佳

的海岸，在这里，没有灯红酒

绿，却有无数的地方可以令你探

索。这也使学生得以心无旁骛地

学习，并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威

尔士文化，筹备未来大学升学

工作。

地理位置

美丽的海滩

彭布罗克郡学院周围有50多

个美丽的海滩和港口，等

待着我们去探索。

历史文化名城，野生生
物之家

彭布罗克郡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城，遍布着城堡和博物馆，古雅

的集镇。在长达186英里的壮丽

海岸线上，彭布罗克郡上还有大

量的野生生物等你来探索和发

现，包括刀嘴海雀，海鹦，海

豹，鲸鱼，海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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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比南海滩

美丽的海滩

彭布罗克郡学院周围有50多

个美丽的海滩和港口，等

待着我们去探索。

希斯罗国际机场
驾车4小时抵达彭布罗克郡学院

彭布罗克郡学院
你将抵挡英国最安全之一且风景
最为秀丽的地方

卡迪夫国际机场
驾车2小时抵达彭布罗克郡

神圣庄严，历史悠久的圣戴维斯大教堂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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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学生们能尽情享用
最先进的教学设施和娱乐空间。

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使用公共空间，包括可供个人和小

组学习的学习中心，以及安静的学习空间。公共学习

空间配备有电脑，书籍，期刊，助力来到这里学习的

学生都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学习空间。

学校为学生配备宽敞的食堂，便利店，咖啡厅，还有

户外空间，而户外空间可谓是全学院的中心地带。

崭新的教室
宽敞明亮的教室

学校设施

学习A-Level的学生可以使用计算机教室和先进的实

验室，学习职业文凭课程的学生则可以使用多种多

样的设施，包括：Mac设备，船舶，机电车间，录音

棚，舞蹈及表演场地，丝网印刷车间，虚拟病人和虚

拟婴儿，机器人和无人机。

我校有着悠久的体育传统，并且开设足球，橄榄球和

无挡板篮球学院，对所有学生开放。同时，我校还拥

有合格的体育讲师和教练，因此无论你选择何种体育

项目，我们都能全力支持你，并帮助你提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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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馆
免费会员

			社交空间
可供学习或进行社交

			实验室
设备齐全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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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vel	课程

专业讲师

我们雇用	post-16	专科学术资格和真正
行业经验的教师。这样的要求确保学生在
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更好的参与和被激发，
在高级课程学习中有一个最好的开始。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从多样化的人文学
科和艺术学科到广泛的科学学科和社会科
学学科。	

课程概述

学生可以选择	3-4	门	A-level	课程（取
决于他们的能力和愿望）

• 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超过两年必要的
课程（ESQ）

• 学生须参加所有的课堂和集体辅导
课。

入学要求*

希望在彭布罗克学院学习	A-level	课程的
学生要求在以下	GCSE/IGCSE	科目内至少	
5	科成绩在	A-C，英语,	数学和或科学，
取决于你所选择的科目。另外，通常学生
需要在	A-level	学习的科目或相关科
目中	GCSE/IGCSE	成绩至少为	B.心理学的
入学成绩要求数学和英语都是	B。

26门A-LEVEL课程可供选择

艺术-美术

生物

商学

化学

计算机科学

戏剧

经济学

电子学

英语语言文学

英国文学

法语

高数

地理

历史

法律

数学

媒体研究

音乐

摄影

体育

物理

政治

心理学

宗教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学生获得剑桥
大学和牛津大
学的录取

你可以通过填写网站上的国际学生申请表格完成申请，并发给: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没有考IGCSE的国际学生，应该参阅第21页的“附加要
求”。这些附加要求都可以代替IGCSE。所有申请者都
会按照个人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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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

目标大学

彭布罗克郡学院在帮助学生进入
英国和海外一流大学方面有着良
好的声誉。

根据学生所选择的大学专业，我
们有针对性地为他们准备大学面
试和提升他们的知识储备。我们
也为学生能获得以下专业的录取
提供专门的辅导：

 + 医学
 + 牙医学
 + 兽医学
 + 产科学
 + 工程学
 + 经济学
 + 金融
 + 视光学
 + 商业
 + 数学	
 + 法律

名牌大学包括：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华威大学
利兹大学
利物浦大学
埃克塞特大学
卡迪夫大学
杜伦大学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13



职业文凭课程
(与学习A-Level课程相似）

为什么要学习职业文凭课程？	

Level	3的职业文凭课程等同与3门A	Level	
课程。职业文凭的课程设计更为实践性，并
且侧重于大学升学。许多学生会选择在修读
A-level学科的同时，修读职业文凭课程，
而这都取决于他们日后期待就读的专业及院
校。

以下为职业文凭课程的相关内容:

学生可以只选择一门职业文凭的学科，但也
可以同时选择学习一门A-level	课程（例
如，学习职业文凭工程学或计算机的学生会
发现，学习A-level数学是非常有帮助的，而
这也需视学生的天赋及学习能力而定）
• 在两年内，所有学生需接受基础课程测

评。
• 学生们需要出勤每堂课及辅导课。	 

除A-Level课程外，我们还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项
目，这些项目将能帮助学生掌握未来职业所需的技
能，达到UCAS所规定的大学入学要求。

职业项目请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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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门职业文凭课程可供选择

动物管理

制图设计

时尚&纺织

创意媒体制作&技术

音乐表演&出品

制作艺术学

商务

儿童护理，教学及儿童成长

计算机

建筑&建筑设计

电气&电子工程

电气工程

海洋工程

机械工程

健康科学

健康&社会工作

食物工程&营养学

公共关系

运动学	

路程

入学要求* 
希望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学习职业文凭的学生，需有
5门成绩达A-C等级的GCSE	或	IGCSE课程，包括英
语，数学，及科学，这需取决于学生所修读的学
科。

更多关于职业文凭课程的内容，请见我校官方网站:	

www.pembrokeshire.ac.uk

没有考IGCSE的国际学生，应该参阅第21页的“附加要
求”。这些附加要求都可以代替IGCSE。所有申请者都
会按照个人的情况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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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潜能投资	

我们有国际学术学生支持课程帮助最好的学习课程,同时

也最大化的利用资源和时间。

本课程适用于所有国际学生,并且帮助他们在学院学习期

间激发全部潜能。

国际学术支持课程的学生将会获得:	

• 每周，每个学科都会有额外一小时的辅导时间，从而使每个学科在

每周内的课时从4个课时增至5个课时。此额外的1课时将	会是科目

具体的辅导,帮助学生解决额外的问题或	根据需要重温之前的知

识。 

• 必要时会开设科目的一对一辅导。 

• 4	小时的英语水平度支持,分成两个通用英语课时,帮助学生提高英

语流利度,得到进入大学想要的分数,帮助达到大学要求的英语分数,

另外两个课时为学科英语,教授学生英语语言技巧,指导他们语言在

学科上的应用。 

• 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学生能独立自主完成家庭作

业。在这	些时段,我们也将积极收集反馈并与学生谈话。 

• 作为一个国际学生,你也将接触更有能力和才华的	导师制,为大学申

请做准备。这项服务通常只为成	绩一等的学生提供,但所有国际学

生都可以享受。

国际学术学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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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能力和才能的学生

学习时间

学生们时时会有集体辅导课和
安排的个人辅导。在
彭布罗克学院学习期间，每周	
15-20	小时的课堂
学习时间，剩下的时间则为指
导学习或自主学习时
间。学生经常在学习中心来做
一些研究	项目或作
业,这有助于他们提前他们适应
大学的学习生活。

所有课程的上课时间为：从早

上9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周

一到周五

帮助你成功

学院投资了一个教导系统以确
保学生成功完成学业，包括个
人辅导员和学习教练。学习技
巧顾问也会在作业计划和批改
方面给予帮助。这些都是为了
保证学生能够专心学习，并且
有动力达到毕业水平。	

进步和反馈 

所有学生都会有电子版的个人
学习计划,而家长也可以在网上
浏览到该计划。学生的学习进
度都会得到定期的检测，而学
习计划也会有相应的更新。在
每个学年内，家长们也可以通
过Skype来与孩子的导师讨论孩
子的学习进度。

所有	A-level	大学生都会获得	UCAS	(大学和学院

申请服务)	支持。在专家的指导下，一只由高级学

者组成的队伍将助力学生在不同领域实现卓越的发

展。

学习医学预科的学生将会获得来自学习保障和

服务主任	Maxine	Thomas，以及学院顾问博士

Vellupillai	Vipulendran	的督促指导。作为督促

阶段的一部分，学生也将会有录取测试准备服务。

例如:

•	为	UCA	做准备	(英国临床能力倾向测验)

•	为BMAT做准备	(生物医学入学考试)

•	为	STEP	做准备	(STEP	被剑桥大学作为录取的

		基本条件)

彭布罗克郡学院是一个叫	SEREN	HUBS	伙伴关系中

心网络的成员,建立此中心是为了学校和学院之间

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共享资源，为学生进入像牛津，

剑桥这样的大学做准备。

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益:

• 外部专家指导

• 剑桥牛津顾问的模拟面试

• 参加兽医和医联会议

• SEREN	网络活动

• 罗素集团大学和牛津剑桥大学申请者在	Liberty	

Stadium	的活动

• 高远的目标设定

• 参加	Villiers	Park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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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套餐

• 住宿套餐包含学生在学院的食宿。每周的中早晚餐由寄宿家庭提
供,午餐则由校园餐厅提供,而周末和假期的三餐也均由寄宿家庭
提供。 

• 每个寄宿家庭提供一个学生名额。学生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以
及房间内的毛巾，床上用品，学习空间和洗衣机。	 

•	 从学期初在机场接到学生之日起，我们就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安全
的生活环境，帮助学生逐步过度到英国的生活。 

•	 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全周开放。 

•	 我们的寄宿家庭遍布整个彭布罗克郡。如果你所住的寄宿家庭离
学院比较远，你可以获得一张免费的公交车卡，学校的交通工具
会每天接送你往返学校。取决于你所住的位置，车程最长需要花
费30分钟。 

• 寄宿	Plus	也包含使学生参加丰富的课外活动，除了已有的活动。

寄宿Plus是一个寄宿组合套餐,既可体验在寄宿家庭的独	立
空间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可以体验新的住宿环境。

寄宿Plus住宿在学期中，半学期和复活节假日为国际学生提
供。

保护学生是学校的一项重要
工作。为学生提供安全有效
的关怀和保护是非常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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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校历	

以下是2021-2022学年校历.	

学期开始时间 学期结束时间

2021年秋季学期

9月1日	周三 10月22日	周五

学期中假期 10月25日	周一 10月29日	周五

11月1日	周一 12月17日	周五

2022年春季学期

1月4日	周二 2月18日	周五

学期中假期 2月21日	周一 2月25日	周五

2月28日	周一 4月8日，周五

2022年夏季学期

4月25日	周二 5月27日	周五

学期中假期 5月33日	周一 6月3日	周五

6月6日	周一 6月29日	周三

每周上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下午4点.

2021-2022公共假日：

2022年4月15日，周五
2022年4月18日，周一
2022年5月2日，周一
2022年5月30日，周一

以上日期不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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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应获得国际学
生保险。彭布罗克郡学院鼓励那些未
满	18	岁的英国学生有一个指定的监
护人。

申请和费用学生可以通过填写我们学院的申

请表格完成申请，并提交给: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或者

你可以通过在你国家我们学院的代表申请，他们会很乐意

帮助你完成整个申请过程。把你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申请

所在的城市发邮件给我们，就可以帮你找到离你最近的代

表。请发给: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24-7-14

我们的申请按照	24-7-14	的程序来进行。整个申请过程直

到我们发出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会在你开始咨询的14天

内处理。

申请和费用

20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 0800 9 776 788 |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额外要求	

我们要求所有申请者须完成中等教育，并且有良好的成绩和素养。如果你所在的国家中等
教育是在	18	岁的时候结束，那么再开始我们学院的学习之前，你须在	16	岁之前就已经
在高中学习。

关于申请，我们需要看你过去两年学校成绩报告的复印件。是否录取由学校根据你提供的
申请以及之前学校成绩报告决定。

请点击查看网站上有关入学准则的全面要求:
www.pembrokeshire.ac.uk

注意:	作为以你的Tier4	担保人，在我们决定录取你的时候，而你需要办理签证，我们会
给你一个学习录取确认函。

国际学生需要完成学术雅思考试，综合成绩在	5.5	分（每项至少	5	分）。如果你需要办
理签证，那么你的英语语言流利水平应该满足	UKVI	的要求。

我们网站上有关于入学要求方面的详细信息。

费用

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套餐，这意味着，从你到达英国的那一刻起，除了你自己

的个人开销之外，所有的学习费用将不会多于我们提出来你即将要支付的学费。	

服务 每年花的费用
(英镑)

A-level	课程

可选择	26	个	A-level	科目里	3/4	的科目*

8,400

国际学术学生支持课程 1,400

寄宿	Plus** 10,000

*	学费不包括考试费用

**	周中早晚餐由寄宿家庭提供,午餐由学院餐厅提供。周末的三餐则均由寄宿家庭提供。

指定的机场为伦敦希思罗机场和卡迪夫国际机场。您的预到达套餐将包含确切日期和时间的信息。

一学期两次指定的活动已经在寄宿	Plus	服务里，鼓励学生体验并融入英国生活。非常欢迎学

生们参加任何适合他们的活动，但不是所有的活动费用都包含在内。你的预到达套餐里会包含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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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外公民

期待你的参与…

你可以通过填写网站上的国际学生申请表格完成申请，并发给: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22

我校的服务套餐

£14,800

3门A-Level课程或职业文凭

每周提供4个小时的英语语言培训

每周提供3小时的学科辅导

包餐及独立房间的住宿环境

英国接机服务

尽心尽力的帮助

大学升学UCAS系统的使用指引

选择我们：

卓越的学术成绩：

48%	的学生取得A*-A的成绩

78%	的学生取得A*-B的成绩

卓越的大学升学率

2020年9月，6位学生考入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课外活动

我们希望你能真正地体验到英国的学习生活，

与此同时学习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等技能。在校

期间，你会有诸多机会参与课外活动，加入学

院俱乐部和社团。在此列举几个例子：

所有人都有接触音乐的机会
学院正与彭布鲁克郡议会合作，为大学生提供

全面的音乐服务，提供乐器或声乐教学、表演

机会、外部仪器检测服务和音乐图书馆。

加入体育学院
你可以加入彭布鲁克郡学院体育学院，参加女

子橄榄球或橄榄球比赛，或者加入网球队。作

为体育学院的一名成员，你将不需要专业指导

和指导，包括饮食建议，无论你的运动训练如

何，都能提高你的表现和幸福感。

报名爱丁堡公爵奖
爱丁堡公爵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青年成就奖—

推动个人界限、获得新技能、加强简历和大学

申请。如果你想要挑战的话，请到“学习者联

系中心”去联系我们的	DofE	协调员。	

加入企业俱乐部
无论你是创业者、活动策划者还是记者，你都

可以通过参加企业实习项目来获得实际的工作

经验。在校期间，你还可以参与各类活动以及

慈善募捐活动。如果你有商业构想，你还可以

在我们的企业展会上进行试验。

加入辩论俱乐部	
“坦诚的争执往往是进步的好兆头”	圣雄甘

地。你有很多理由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辩论俱

乐部;提高你的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建立

自信，并获得一些乐趣。学习如何有效地参与

有挑战性的和局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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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彭布罗克郡学院
哈弗韦斯特
彭布罗克郡
SA61		1SZ

联系方式

电话：+44	1437	753	000

邮箱：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官方网址：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