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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教育，我有着一个观点：她不羁、理想化并

充满激情。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对孩子们的期望，当

然，孩子们对自己的期望都应该是能在一个富有启

发性的、令人兴奋的、愉快的和安全的环境中被才

华横溢的老师们鼓舞着和激励着。 
 
    不幸的是，相当多的学校是确有成效的，但是

又是枯燥无味的，且远未激发创造力；太多的学生

在一个庞大的、缺乏个性化的系统中丧失了自我。

这种系统并不能激励他们，却窒息了他们的个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这后者正是我最重视的质量。

Hurtwood House 致力于把生活、智力和积极性凝聚

成GCSE以后的教育；让A-level学习经历变成进入大

学之前最令人激动的有回报的学习。 

I have an unashamedly idealistic and passionate view of 
education. I want what all parents want for their children 
and, indeed, what children want for themselves – that 
they should be inspired and motivated by gifted teachers 
in an environment which is stimulating and exciting, 
happy and safe. 
 
Unfortunately, too many schools are worthy but dull 
and, far from being inspired, too many of our children 
get lost in a large, impersonal system which does not 
motivate them, and which stifles their individuality, their 
initiative and their creativity.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qualities which I value most, and 
Hurtwood House was created to put life and vigour and 
enthusiasm back into education after GCSE and to make 
the A-level experience as exciting and rewarding as go-
ing away to University. 

校长 
Richard.Jackson 
理查德 • 杰克逊 

校长寄语 



 

 

         
 
        Hurtwood House 是一所住宿制A-Level学校，为男女学生提供进入大学前

两年的衔接课程。校园位于伦敦西南35英里的萨里郡，东西两边环绕着英国最

美丽富庶的Guildford镇和Dorking镇。校园周围森林环绕却交通方便，距英国

最主要的两个机场Heathrow 和 Gatwick 仅需45分钟车程。 
 
    学校创建于1970年，现有任课教师74名，学生300名，其中有30名学生来

自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在校学生年龄在16-19岁之间。学校始终保持着

很高的师生比。这使得在每次教学活动中，教师都有能力去了解学生的真正潜

力，并根据学生不同的背景调整教学内容，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成果。学校实行

全住宿制，这使得学生可以在安静、安全及有充分关怀的环境中静心学习。 
 
        Hurtwood House 有非常强烈的进取精神，虽建校时间不长，却已位列英

格兰最大最优秀的公学之一。在过去多年的私立住宿学校A-level考试排名中，

学校一直持续领先，始终保持名列前五。学校有很高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学生通过在Hurtwood House 的学习，最终往往能取得超过他们预想的成绩。 

办学信息 

全英私立住宿学校近五年排名表 



 

 

 
 
 

    Hurtwood House 是顶尖的A-Level学校，在历年的A-Level考试中均表现突

出。学校拥有非常优秀的教师，所有的老师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A-level教师。学

校提供广泛的课程选择，包括学术的，创造性的和职业性的。学校通过每周一次

的严格的评价回馈系统密切地督促和支持学生的学习，家长也可方便地了解学生

在学校的课业表现。 

 

    学校不拘泥于所谓的传统，提倡在开放的氛围中充分发掘学生的个性与潜

力。学校的课堂很小，很多时候一堂课只有几个学生。教师和学生能像朋友般地

交流，教师充分地了解学生在学习上的需求，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支持学生实现他

们真正的学术潜能，去激发他们智力的求知欲，最终帮助他们达到最佳的考试结

果。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未在英国接受完整教育的学生尤为有效。教师能够更多

地了解学生的背景，发掘学生的潜能，让不同背景的学生更有效地接受知识，更

快地融入英格兰的教学体制，并在A-Level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教学优势 



 

 

学科选择 

现有A-level课程 

科学： 

生物，化学，数学，高等数学，物理。 

 

人类学与语言学： 

英语，英国文学，历史，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意大利语，社会学，心理学。 

 

商贸： 

会计，法律，经济，商学。 

 

创意与表演艺术： 

纺织设计，音乐（制作），舞台艺术，舞

蹈，传媒学，美术，摄影学。 

    Hurtwood House 为学生提供二十多门A-level课程。学生可以任意选择课

程组合作为自己的A-level科目。学校满足学生的各种发展需求，重视所有课

程。学校总课程中包括有传统的学术理论课程，还有更多的与时俱进的新课

程。因此，当一些科目例如数学、历史、经济、英语、现代外语、科学仍然

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平衡的学术学习组合的中心的同时，学校还很好地提供如

会计、法律、商业和媒体学习等被认为是“真实生活”的一些科目。 

    再者，由于学生个体有不同的要求，Hurtwood House不强制学生如何选

择课程。事实上，每一门课程学习都是“量身定做的”，这样可以让学生们

选择一个计划，可以充分表达他们的个人长处和爱好，让他们在实现自己的

抱负和梦想的旅程中迈出了第一步。 



 

 

 
GCSE课程 

        Hurtwood House还给少量学生提供GCSE课程教学。英国教育制度规定，外

国学生在英国申请大学时，都必须有GCSE数学成绩和英语水平证明。对于这部

分学生，学校提供额外的专门培训。 

基础课程 

语言培训（剑桥ESOL教学） 

 

        Hurtwood House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

提供额外的语言培训课程。这些学生在入

校时，会被要求进行统一的英语水平测

试。学校根据学生的英语成绩分组，按照

不同的教学进度教学内容把学生们安排到

不同的班级上课。这样，所有的学生在已

有英语水平下获得符合个体情况的教学安

排。与此同时老师会根据学生个体的进步

情况随时调整学生的学习内容。 



 

 

    Hurtwood House学校强调综合素质的发展，对课程

以外的知识和经历也很重视。学校鼓励学生通过参加课

外活动以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和技巧。学校鼓励他们通

过各种活动来迎接挑战，培养团体精神，并且能很好地

平衡他们的学习和娱乐。 

    学校有一个丰富多彩的“Enigma”项目，为学生提

供接触许多刺激性活动的机会，这些经验会对学生在走

出学校以后起到帮助。学生可以参加所有的俱乐部活

动，并且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学校都会组织各种活动。 

    在Hurtwood House，有很多课外俱乐部，包括国际

象棋、乐队、山地自行车、马术、高尔夫球、曲棍球、

橄榄球、网球、滑翔伞、越野等…… 

课外活动 



 

 

    Hurtwood House 提供一个完全

的寄宿制的环境。主校园Hurtwood 
House 坐落在静谧的Hurtwood山坡

上，其余7所学生宿舍坐落在附近美

丽的英格兰乡村牧场间。学校安排

资深教师作为舍监，在每个宿舍为

学生们提供生活上的关怀。学校为

学生提供一周7日三正餐及各种茶点

和新鲜水果。 

住宿生活 

Lodge宿舍，目前有十多名

女生入住。 

Peaslake宿舍，目前有

五十多名学生入住。 

Hurtwood House宿舍，目前

有四十多名女生入住。 



 

 

宿舍掠影 

Beatrice Webb宿舍，目前

有五十多名学生入住。 

Cornhill Manor宿舍，

目前有四十名左右的

学生入住。 

Ewhurst宿舍，目前有四十

名左右的学生入住。 



 

 

    Hurtwood House 是一个无宗教色彩的，多元文

化的学校。虽然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来自英国，学校

里还有一部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海外学生。学生可

以在一个自由和宽容的环境中了解各种文化和信

仰。学校确保各种必须的饮食和尊重不同的饮食文

化。同时有些学科老师还会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进行

非常有意义的海外学习活动。学校图书馆一周七天

向学生开放，提供自学和阅读服务。 

人文关怀 



 

 

毕业去向 

        凭着杰出的A-level成绩，Hurtwood House绝大部分学生进入英国的顶尖

大学进行学位学习和深造，例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伦敦经

济学院、UCL等…… 

    同时，学生学习的课程领域非常宽泛，从天体物理学、宏观生物学到经

济学和心理学都有。据统计，学校2008年和2009年毕业的学生学习的学科专

业多达六十多种。通过Hurtwood House学校提供的各种课程学习，学生可以

申请英国所有的大学和专业。 

    2010年，有7位学生取得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其中有两

名中国学生。他们分别升入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就读经济学专业和剑桥大学

的三一学院就读工程专业。 



 

 

    “Hurtwood House的老师们都非常友好，无论何时有问题问老师，

他们都会非常耐心地给我们解答。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小班教学，一般

一堂课只有不到十个学生，甚至我们的英语课只有两三个人，有的时候

是单独辅导。Hurtwood House是一所中六学校，专为参加英国A-level

考试的学生准备的。同学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大家都是为了上好大学来

的，不会受到其他年级年轻学生的干扰。虽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是英国

人，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同学来自世界各地，我们有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

际氛围。我在这里度过了对我非常重要的两年学习生涯。” 

学生留言 

齐书禅,来英前就读于北京清华附中，

2007年9月入学Hurtwood House读A-level，
2009年秋入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校历 
 
2010秋季学期 

2010年9月5日（周日）报到注册。 

2010年12月18日10:00AM（周六）开始放假。 

(不参与圣诞节音乐剧的学生在12月17日（周五）下午两点以后就可以离开。) 

期中假期：2010年10月22日（周五）4:45PM—2010年10月31日（周日）10:30PM。 

 
2011春季学期 

2011年1月9日（周日）开学；学生应该在10:30PM之前返校。 

2011年4月1日（周五）4:45PM 开始放假。 

期中假期：2011年2月18日（周五）4:45PM—2011年2月27日（周日）10:30PM。 

 
2011夏季学期 

2011年4月25日（周一）开学；学生应该在10:30PM之前返校。 

2011年7月1日（周五）中午开始放假。 

无期中假期。 

2010～2011 学年基本信息 

    招生信息 

     

    如果您对学校感兴趣，可以登录学校主页www.hurtwoodhouse.com和学校图

片网站www.hurtwood.info获取更多信息。关于学校申请的相关问题，请您直接

与学校联系，获取进一步的信息。 



 

 

联 系 方 式 
The Headmaster 
Holmbury St.Mary 
Dorking 
Surrey 
RH5 6NU 
电话：(0044)1483279000 
传真：(0044)1483267586 
Email：info@hurtwoo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