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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學院採取一切合理的步驟，提供本章程所述的教育服務和
課程。在發行時所有信息都是正確的，但可能會在沒有事
先通知的情況下更改。如果學生人數不足，課程將無法運
行。學校有權在某些情況下拒絕學生進入課程。如果合適
的話，可能會建議有意向的學生提供更合適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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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感謝您選擇彭布羅克郡學院作為未來兩年學習

A-level或職業文憑課程的院校。

從1992年開始，我校的課程開始面向國際學生，並且有第一批國際生到校就讀。

自那以後，我們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教育和相關的支持，對此，我們頗為自豪。

在我校，學生可以選擇學習A-Level課程或職業文憑課程，參加夏校，在生機盎然的校

園環境中學習，為考入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等知名學府做全面的準備。

如果你加入我們，你所面臨的挑戰將是為你的未來做準備，幫助你成長和獲得成 功。

確保您能應對三項挑戰並充分發揮潛力，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非常期待您能在2022年9月加入我們.

巴里沃爾特斯博士

彭布羅克郡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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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
彭布羅克郡學院

1 2 3

每年，近2000名本地學生在彭布羅克郡學院學習全日制課程。學生可以選擇A-Level課

程或者職業文憑課程，班級平均有 10到20名學生。

彭布羅克郡學院坐落在英國最安全的區域哈弗韋斯特鎮，已有1000年的歷史。風景絕美

的地方，距離英國唯一的國家海岸公園僅約6英里。我們提供的不僅是教學設施，海岸

線的大片沙灘可以讓您隨時漫步海邊，衝浪及其他更多活動。

卓越的學術地位和絕佳的地理位置，讓我們在過去幾年裏成為超過150名國際學生家一

樣的地方。國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包括：香港、中國、馬來西亞、阿聯酋、越南、非

洲和日本；他們在不同的級別學習不同的課程。

可使用的設施

彭布羅克郡學院非常自豪能夠為學

生提供學習的創新空間，以及休閒

健身的活動中心｡

可供選擇的課程

共有26個A-level學科供您選擇，包

括：所有科學學科、多種人文學科

和藝術學科，以及高等數學。

另外，亦有20個職業文憑科目供

您選擇，包括電氣及電子工程，商

務，健康科學，或建築。

師資力量

我校的講師均是經過專業訓練的學

科專家，其中一部分講師還擁有行

業經驗。兩種師資力量的結合，創

造了趣味無窮，富有挑戰性且及啟

發性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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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卓越
的學術成就

A-levels

每年我們的A-level 成績都在威爾士名列前茅，在 2021年八

月, 有41% 學生達到A*-A 級成績 。 



希斯羅國際機場
駕車4小時抵達彭布羅克郡學院

彭布羅克郡學院                                                   
你將抵達英國最安全之一且                                                  
風景最為秀麗的地方

卡迪夫國際機場                                                           
駕車2小時抵達彭布羅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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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美麗的海灘

彭布羅克郡學院周圍有50多個美麗的海灘和

港口，等待着我們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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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殿堂
彭布羅克郡學院坐落於英國唯一的海岸公園。彭布羅克郡海岸曾被國家地

理雜誌評為全球第二佳的海岸，在這裏，沒有燈紅酒綠，卻有無數的地方

可以令你探索。這也使學生得以心無旁騖地學習，並在安全的環境中探索

威爾士文化，籌備未來大學升學工作。

歷史文化名城，野生生物之家

彭布羅克郡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遍佈着城堡和博物館，古雅的集鎮。在

長達186英里的壯麗海岸線上，彭布羅克郡上還有大量的野生生物等你來

探索和發現，包括刀嘴海雀，海鸚，海豹，鯨魚，海豚等。

騰比南海滩

哈弗福韦斯特鎮中心

圣戴维斯大教堂

卡鲁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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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施
在彭布羅克郡學院，學生們能盡情享用最先進的教學設施和娛樂

空間。

所有的學生都可以使用公共空間，包括可供個人和小組
學習的學習中心，以及安靜的學習空間。公共學習空間
配備有電腦，書籍，期刊，助力來到這裏學習的學生都
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學習空間。

學校為學生配備寬敞的食堂，便利店，咖啡廳，還有户
外空間，而户外空間可謂是全學院的中心地帶。

學習A-Level的學生可以使用計算機教室和先進的實驗
室，學習職業文憑課程的學生則可以使用多種多樣的設
施，包括：Mac設備，船舶，機電車間，錄音棚，舞蹈及

表演場地，絲網印刷車間，虛擬病人和虛擬嬰兒，機器
人和無人機。

我校有着悠久的體育傳統，並且開設足球，橄欖球和無
擋板籃球學院，對所有學生開放。同時，我校還擁有合
格的體育講師和教練，因此無論你選擇何種體育項目，
我們都能全力支持你，並幫助你提高技能。

嶄新的教室
寬敞明亮的教室

體育館
免費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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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中庭:

更多空間供學
習或進行社交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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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考IGCSE的國際學生，應該參閲第23頁的“
附加要求”。這些附加要求都可以代替IGCSE。所

有申請者都會按照個人的情況來進行評估

遠大目標

我們鼓勵所有同學力爭遠大目標及提供 

 所需支持達到 UCAS 所規定的大學入學要求

學生獲得
劍橋大學
和牛津大
學錄取

Ox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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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vel 課程

入學申請方法

您可以通過填寫我們網站上的國際學生申請表，並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專業講師

我們僱用 post-16 專科學術資格和

真正行業經驗的教師。這樣的要求確

保學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能夠更好的參

與和被激發，在高級課程學習中有一

個最好的開始。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

程，從多樣化的人文學科和藝術學科

到廣泛的科學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

課程概述

學生可以選擇 3-4項A-level課程（取

決於他們的能力和願望）

• 所有的學生必須參加超過兩年必

要的課程（ESQ）

• 學生須參加所有的課堂和集體輔

導課。

入學要求*

希望在彭布羅克學院學習 A-level課

程的學生要求在以下 GCSE/IGCSE 科

目內至少5 科成績在 A-C，英語，

數學和或科學, 取決於你所選擇的科

目。另外，通常學生需要在 A-level 

學習的科目或相關科目中 GCSE/IGCSE

成績至少為 B。心理學的入學成績要

求數學和英語都是 B。

26項A-LEVEL課程可
供選擇

藝術-美術

生物

商學

化學

計算機科學

戲劇

經濟學

電子學

英國語文及文學

英國文學

法語

高數

地理

歷史

法律

數學

媒體研究

音樂

攝影

體育

物理

政治

心理學

宗教學

社會學

西班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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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學習職業文憑課程? 

Level 3的職業文憑課程等同與3門A Level

課程。職業文憑的課程設計更為實踐性，並

且側重於大學升學，例如健康科學或機械工

程。許多學生會選擇在修讀A-level學科的

同時，修讀職業文憑課程，而這都取決於他

們日後期待就讀的專業及院校。

以下為職業文憑課程的相關內
容:

學生可以只選擇一門職業文憑的學科，但也可

以同時選擇學習一門A-level課程（例如，學

習職業文憑工程學或計算機的學生會發現，學

習A-level數學是非常有幫助的，而這也需視

學生的天賦及學習能力而定)。

• 在兩年內，所有學生需接受基礎課程測

評。

• 學生們需要出勤每堂課及輔導課｡ 

職業文憑課程
(相當於學習A-Level課程）

除A-Level課程外，我們還提供20項職業文憑課程，這些課程將能幫助學生掌
握未來職業所需的技能，亦達到UCAS所規定的大學入學要求。

20項職業文憑課程可供選擇

 » 動物管理
 » 應用科學
 » 商務
 » 兒童護理，學習及成長                
 » 計算機
 » 建築及建築設計
 » 創意媒體制作及技術
 » 電機及電子工程
 » 電機工程
 » 平面設計

 » 健康科學 / 社會關愛
 » 海洋工程
 » 機械工程
 » 音樂表演及製作
 » 表演及製作藝術
 » 公共服務
 » 可持續設計
 » 體育運動 
 »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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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學習環境

職業文憑學員使用行業標準設備

在現實環境中進行培訓。

*沒有考IGCSE的國際學生，應該參閲第23頁的“

附加要求”。這些附加要求都可以代替IGCSE。所

有申請者都會按照個人的情況來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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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文憑課程
對於已經知道自己想進入哪個領域的學生來説，職業文憑課程是深入研究

該學科的完美選擇，文憑課程也通過考試較少的作業來評估。

應用科學
本課程在新裝修的實驗室學習，

為學生提供科學相關學科的學位

水平學習。

動物管理
學生會掌握獨特的學習體驗，所

有理論和實踐課程都在當地動物

園進行，並與飼養員一起工作。

創意藝術
無論學生選擇哪個課程，他們都

將受益於最先進的設施和最新的

行業標準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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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工程課程在行業標準工場上進

行，並培養學生升讀各種工程學

位。

公共服務與體育
這些課程平衡理論課和實踐課，

併為學生在執法工作、公務員、

軍事或體育方面的職業做好準備.

旅行
旅行和旅遊課程與當地旅遊業有

緊密聯繫，併為學習者升讀大學

或直接就業做好準備。

商業與計算機 
這些課程的學生會跟從行業專家

學習和進展到大學學習一系列全

球學科的課程。

兒童護理與健康
兒童護理和健康課程允許學生在

升讀放射學和助產學等學位之前

到 NHS 等當地機構實習。

建造
建築設計課程非常適合希望進入

建築等專業的學生。

更多關於職業文憑課程的內容，請見我

校官方網站:  

www.pembrokeshire.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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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獲得小組和一對

一形式的支援升讀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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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大學
彭布羅克郡學院在幫助學生進入英國和海外一流大學

方面有着良好的聲譽。

根據學生所選擇的大學專業，我們有針對性地為他們準備大學面試和提升他們的知識儲

備。我們也為學生能獲得以下專業的錄取提供專門的輔導：

 » 醫學
 » 牙醫學
 » 獸醫學
 » 產科學
 » 工程學
 » 經濟學
 » 金融
 » 視光學
 » 商業
 » 數學
 » 法律

名牌大學包括: 

 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
 布里斯托大學
 華威大學
 利茲大學
 利物浦大學
 埃克塞特大學
 卡迪夫大學
 杜倫大學

如何申請

您可以通過填寫我們網站上的國際學生申請表，並通
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
ac.uk



為你的潛能投資 

我們有國際學術學生支持課程，能幫助更好學

習，同時也更好利用資源和時間。

本課程適用於所有國際學生，並且幫助他們在學

院學習期間激發全部潛能。

國際學術支持課程的學生將會獲得: 

• 每週，每個學科都會有額外一小時的輔導時

間，從而使每個學科在每週內的課時，從5個

課時增至6個課時。此額外的1課時將會是科

目具體的輔導，幫助學生解決額外的問題或

根據需要重温之前的知識。

• 必要時會開設科目的一對一輔導。

• 4 小時的英語水平度支持，分成兩個通用英

語課時，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流利度，得到進

入大學想要的分數。另外兩個課時為學科英

語，教授學生英語語言技巧，指導他們語言

在學科上的應用。

• 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有效監督，確保學生能

獨立自主完成家庭作業。在這些時段，我們

也將積極收集反饋並與學生談話。

• 作為一個國際學生，你也將接觸更有能力和

才華的導師，為大學申請做準備。這項服務

通常只為成績一等的學生提供，但所有國際

學生都可以享受。

更有能力和才能的學生  

所有 A-level大學生都會獲得 UCAS(大學和學院

申請服務) 支持。在專家的指導下，一支由高級

學者組成的隊伍將協助學生在不同領域實現卓越

的發展。

學習醫學預科的學生將會獲得來自學習保障和

服務主任 Maxine Thomas，以及學院顧問博士 

Vellupillai Vipulendran的督促指導。作為督

促階段的一部分，學生也將會有錄取測試準備服

務。例如:

• 為 UCAT 做準備 (英國臨牀能力傾向測驗)

• 為BMAT做準備 (生物醫學入學考試)

• 為 STEP 做準備 (STEP 被劍橋大學作為錄取

的基本條件)

彭布羅克郡學院是一個叫 SEREN HUBS夥伴關係中

心網絡的成員，建立此中心是為了學校和學院之

間可以通過一種方式共享資源，為學生進入像牛

津，劍橋這樣的大學做準備。

學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獲益:

• 外部專家指導

• 劍橋牛津顧問的模擬面試

•  參加獸醫和醫聯會議

•  SEREN 網絡活動

•  參加羅素集團大學和牛津劍橋大學的活動

• 參加在 Liberty Stadium 的活動

•  高遠的目標設定

•  參加 Villiers Park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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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際學生，我們的國際學術學生支持計劃是一個可選的額外項目，提供完
整和全面的支持， 包括專業的大學申請支持、職業建議、工作經驗指導、每
門學科的額外學習等等。

國際學術學生支持



我們致力於幫助
您實現

幫助你成功

學院投資了一個教導系統以確
保學生成功完成學業，包括個
人輔導員和學習教練。學習技
巧顧問也會在作業計劃和批改
方面給予幫助。這些都是為了
保證學生能夠專心學習，並且
有動力達到畢業水平。 

經常有集體輔導課和安排的個

人輔導。

學習進度和反饋 

所有學生都會有電子版的個人
學習計劃，而家長也可以在網
上瀏覽到該計劃。學生的學習
進度都會得到定期的檢測，而
學習計劃也會有相應的更新。
在每個學年內，家長們也可以
通過Skype來與孩子的導師討論
孩子的學習進度。

學習時間

在彭布羅克學院學習期間，每

週15-20 小時的課堂學習時

間，剩下的時間則為指導學習

或自主學習時間。學生經常在

學習中心來做一些研究 項目或

作業，這有助於他們提前他們

適應大學的學習生活。

所有課程的上課時間為：從早

上9點開始到下午4點結束，週

一到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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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套餐包含由寄宿家庭提供早、晚餐，午餐則由

校園餐廳提供，而週末和假期的三餐也均由寄宿家

庭提供｡  

• 每個寄宿家庭提供一個學生名額。學生擁有自己的

獨立房間，以及房間內的毛巾，牀上用品，學習空

間和洗衣機。   

• 從學期初在機場接到學生之日起，我們就致力於為

學生提供安全的生活環境，幫助學生逐步過度到英

國的生活。  

• 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全周開放｡  

• 我們的寄宿家庭遍佈整個彭布羅克郡。如果你所住

的寄宿家庭離學院比較遠，你可以獲得一張免費的

公交車卡，學校的交通工具會每天接送你往返學

校。取決於你所住的位置，車程最長需要花費30分

鐘｡  

• 寄宿 Plus也包含豐富的課外活動，我們亦鼓勵學

生探索彭布羅克郡海岸線以至英國其他的風景區。 

保護學生是學校的一項重要工作。為學生提供安全有效的

關懷和保護是非常重要的。

寄宿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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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Plus是一個寄宿組合套餐，既可體驗在寄宿家庭的獨立空間以及當地的風
土人情，也可以體驗新的住宿環境。

寄宿Plus住宿在學期中，半學期和復活節假日為國際學生提供。



2022-2023 校曆 

學期開始 學期結束

2022 秋季學期

9月5日周一 10月28日周五

學期中假期 10月31日周一 11月4日周五

11月7日周一 12月23日周五

2023 春季學期

1月9日周一 2月17日周五

學期中假期 2月20日周一 2月24日周五

2月27日周一 3月31日周五

2023 夏季學期

4月17日周一 5月26日周五

學期中假期 5月29日周一 6月2日周五

6月5日周一 6月30日周五

每周上課時間為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至下午4点.

2022-2023公共假日：

2023 年4月7日，周五
2023年4月10日，周一
2023年5月1日，周一
2023年5月29日，周一 

以上日期不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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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和費用

注: 學生在進入學院前應獲得國

際學生保險。彭布羅克郡學院鼓

勵那些未滿 18歲的英國學生有

一個指定的監護人。申請在彭布

羅克郡學院學習的學生的最低年

齡為 1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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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過填寫我們網站上的國際學生申請表，並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或者

你可以通過在你國家的我們學院代表申請，

他們會很樂意幫助你完成整申請過程，把你

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申請所在的城市，發郵

件給我們，就可以幫你找到離你最近的代

表。請發給: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24-7-14

我們的申請按照 24-7-14的程序來進行。整

個申請過程直到我們發出有條件的錄取通知

書，會在你開始諮詢的14天內處理。



費用
我們致力於為學生提供一個完整的套餐，這意味着，從你到達英國的那一刻起，除

了你自己的個人開銷之外，所有的學習費用將不會多於我們提出來你即將要支付的

學費。 

服務 Cost Per Year  
Fee (£)

A-level 或 職業文憑課程

(可從 26 個 A-level 科目裏選擇 3/4 的科目*) 

6,000

國際學術學生支持課程 2,300

寄宿 Plus** 9,000

*   學費不包括補考費用

** 週中早晚餐由寄宿家庭提供,午餐由學院餐廳提供。週末的三餐則均由寄宿家庭提供。

指定的機場為倫敦希思羅機場和卡迪夫國際機場。您的預到達套餐將包含確切日期和時間的信息。

一學期兩次指定的活動已經在寄宿 Plus 服務裏，鼓勵學生體驗並融入英國生活。非常歡迎學

生們參加任何適合他們的活動，但不是所有的活動費用都包含在內。你的預到達套餐裏會包含詳細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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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要求 

我們要求所有申請者須完成中等教育，並且有良好的成績和素養。如果你所在的國家中等教育是在 18

歲的時候結束，那麼再開始我們學院的學習之前，你須在 16歲之前就已經在高中學習。

關於申請，我們需要看你過去兩年學校成績報告的複印件。是否錄取由學校根據你提供的申請以及之前

學校成績報告決定。

請點擊查看網站上有關入學準則的全面要求:www.pembrokeshire.ac.uk

注意: 作為你的Tier4擔保人，在我們決定錄取你的時候，你先需要辦理簽證，我們會給你一封學習錄

取確認函。

國際學生需要完成學術雅思考試，綜合成績在 5.5分（每項至少 5分)。如果你需要辦理簽證，那麼你

的英語語言流利水平應該滿足 UKVI 的要求。

我們網站上有關於入學要求方面的詳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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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過填寫我們網站上的國際學生申請表，並

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英國國民(海外)
(BNO)

我校的服務套餐

£13,000

3項A-Level課程或職業文憑

每週提供4個小時的英語培訓

每週提供3小時的學科輔導

包餐及獨立房間的住宿環境

英國接機服務

盡心盡力的幫助

大學升學UCAS系統的使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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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課外活動

加入體育學院

你可以加入彭布羅克郡學院
體育學院，參加橄欖球比
賽，或者加入網球隊。作為
體育學院的一名成員，你將
會接受專業指導，包括飲食
建議，無論你的運動訓練如
何，都能提高你的表現和幸
福感。

報名愛丁堡公爵獎

愛丁堡公爵獎是世界上最傑
出的青年成就獎之— ，推
動個人界限、獲得新技能、
加強簡歷和大學申請。如果
你想要挑戰的話，請到“學
習者聯繫中心”去聯繫我們
的 DofE 協調員。

加入企業俱樂部

無論你是創業者、活動策劃
者還是記者，你都可以通過
參加企業實習項目來獲得實
際的工作經驗。在校期間，
你還可以參與各類活動以及
慈善募捐活動。如果你有商
業構想，你還可以在我們的
企業展會上進行試驗。
加入辯論俱樂部

加入辯論俱樂部

 “坦誠的爭執往往是進步
的好兆頭” 聖雄甘地。你
有很多理由可以考慮加入我
們的辯論俱樂部，提高你的
批判性思維和溝通能力，建
立自信，並獲得一些樂趣。
學習如何有效地參與有挑戰
性的和局部的討論。 

我們希望你能真正地體驗到英

國的學習生活，與此同時學習

團隊合作和領導力等技能。在

校期間，你會有諸多機會參與

課外活動，加入學院俱樂部和

社團。在此列舉幾個例子：

所有人都有接觸音樂的機會

學院正與彭布魯克郡議會合

作，為大學生提供全面的音樂

服務，提供樂器或聲樂教學、

表演機會、外部儀器檢測服務

和音樂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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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迎新會和入學指導

 » 定期聯繫家長，報告學習進度

 » 24 小時緊急救助熱線

 » 福利和住宿專人導師

 » 建議，指導和福利

 » 在校護理

 » 不同宗教派的服務

 » 在校餐廳

 » 健身房和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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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熱切期待你

我們知道選擇在英國學習是一個巨大的決定｡ 

我們為所有國際學生提供以下支持：

2020年，我們幫助六位學生考上牛

津大學和劍橋大學。

(我校是其中一間獲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錄取人數最高的
公立學校)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網上申請! 



地址 

彭布羅克學院 

哈弗韋斯特 

彭布羅克郡   

SA61 1SZ

聯繫方法

電話: +44 1437 753 000
郵箱: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官方網址: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international.pembrokeshire.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