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Statista 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英国已超越
美国，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留学目的国。英国作为剑桥
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创始地，其高等学府在世界各地享誉
盛名。

基于英美两国共同的历史渊源，英联邦国家传承了
优质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共同过去也促成了人口和文化
的多元化，这正是吸引青少年留学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拿大政府和大学深谙留学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因此持续向国际学生推广其大学教育，尤其是面向
中国学生。这一行动响应了国家政府在 2023 年前吸纳超
过 120 万新居住人口的目标。

全球留学机遇遍地开花
1872 年，中国派遣了 30 名由政府资助的学生赴美留学。多年来，希望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稳
步增长。直至近年，美国才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国。

除了英国和加拿大之外，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也因地理位置临近、气候温和、生活方式轻松等
优势成为了中国学生的留学选择。

虽然全球仍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但满
腔热忱的国际学生对留学之梦始终坚定不移。实际上，
Visa Tracker 的报告显示，截止 2021 年 8 月，中国学生的
签证申请数量仍在增长。

借助于《英联邦教育指南》 (Guide to Edu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 第二版，GMI Post 希望向中国学生呈
现更多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的优质求学选择，包括
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资源。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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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洞察：

Ridley学院的学生来自60多个国家，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加拿大很少有
学校拥有这样的全球视野。中国学生是Ridley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重视与他
们一直以来的深厚关系，并致力于加强这种关系。我们相信，建立社区意识，让学生蓬勃
发展，产生归属感，这是革新教育体验的基本组成部分。作为一所国际文凭连续教育国
际学校 (IB Continuum World School)，我们提供以加拿大价值观为基础的全球教育，
培养下一代领导者。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有些毕业生已前往世界顶尖学府深造。

我校竭尽所能地教育和关怀学生，协助他们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无微不至的
关注和辛勤的付出，会让他们铭记在此处的求学经历。我校采取小规模团队和精细
化管理模式，致力于面面俱到。我们的学生可以放心，大都会中学是绝对称心的明智
之选。

我校高度关注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学习情况。教师团队善于关怀学生，尽职尽责。我们
的规模并不大，是一个紧密相连、亲密无间的小家庭。我校与中国的许多组织和学府
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具备实现愿景的雄厚实力，并非纸上谈兵。

无可否认，中国是国际教育市场里举足轻重的留学源大国，我们有40%的学生来自
于中国大陆。我们同心协力，致力于向中国家长和学生推广及倡导国际教育，确保学
生能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对中国学生及其家庭给予高度关注。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学生。中
国学生非常重要，也能为整个学生群体带来新的活力，我们非常期待。他们的语言能力
将会提高。我们相信，中国学生会发现 SELC 学院在解决问题方面非常得力，还会给予
他们额外的照顾。

为何中国的青少年学生越来越喜欢加拿大学校
早出发的优势

安大略省圣凯瑟琳Ridley学院校长J. Edward Kidd
https://www.ridleycollege.com 

安大略省北约克大都会中学
副校长兼音乐及综合艺术、音乐、戏剧和人文学院院长 

Ryan Seeley
https://www.metroprep.com 

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菲尔斯顿学校
校长 Ginie Wong

https://www.fieldstoneschool.org 

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达英国际学院
市场营销总监 Carol Lau

https://www.taie.ca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SELC 职业学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Patrick Dang，

https://www.selcedu.com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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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国家，加拿大
已经成为众多寻求更美好生活的家庭和个人
青睐的目的地。同时，大力发展教育是加拿大
政府经济发展计划的举措之一，流入的留学
生数量持续增长。

加拿大的优势非常明显。它的中学和大学出
类拔萃，饱受全球赞誉。此外，该国拥有迷人的自
然风光和干净整洁的环境。社会氛围包容，融合
多元文化。

而无论是中学还是研究生教育，加拿大数量
增长最快的几大留学生群体都是来自中国。

“中国以及我们与中国机构的伙伴关系对我
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将自己视为进入亚太地区
的门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西蒙菲莎大学
的执行董事 Shaheen Nanji说。“过去几年的情况
确实突显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是一个全球命
运共同体。”

“我们是加拿大最早与中国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的大学之一，这要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从
那时起，我们在此后的 27年一直里以各种方式
跟中国建立联系，比如开展联合研究和双学位项
目，”Nanji补充说。

在过去几年，将加拿大教育推广全球的举措
延伸到了预备学校，突出了赢在起跑线、锁定稳
定前途和扎根加拿大的优势。

在联邦和省份的层面上，加拿大政府及各级
部门致力实现共同目标⸺尽管全球疫情大流行
带来了巨大挑战，也要为所有本土及国际学生提
供优质的教育。

“我们的策略是要让全球人们知道我们乐于
为大家提供协助。说到底，唯有优秀的服务和产
品才能够行稳致远。”萨斯喀彻温省高等教育部
国际教育执行主管 Livia Castellanos 表示。

保持对中国及世界
开放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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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理工大学温哥华校区坐落于城市商业中
心的核心区，颁授商业、网络安全、能源管理
和教学技术等专业的一流硕士学位。该校实
行小班授课制，与众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提供在全球领先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实习就业
的丰富机会。

所在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学生数目：747（外国）/ 281 （中国）
热门专业：MBA（普通课程或专修金融）、网络
安全硕士、能源管理硕士、教学技术硕士
联系人：Ben Thapa，招生服务部高级主任
电话：+1 (778) 783-5901
邮箱：vancouverinfo@nyit.edu
官网：www.nyit.edu/vancouver

Ridley学院是加拿大唯一一所提供 IB 连续教
育的寄宿制学校。该校建于 1889 年，坐落在
尼亚加拉地区，占地 90 英亩，风景秀丽。该
校为幼儿园小班到 12 年级的学生提供变革性
教育，在这里可与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
分享改变人生的经历，培养领导技能，确保
他们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有所作为。

所在地：安大略省尼亚加拉地区
学生人数：711
联系人：招生管理部主任朱莉·卡梅隆 Julie 
Cameron 
电话：+1 (866) 603-1889/  
邮箱：admissions@ridleycollege.com 
官网：ridleycollege.com

重点学府

菲尔斯顿学校独一无二的全球知识课程，专
注于幼儿园到 12年级的高级知识传授。该校
以其高标准而著称，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机会
来培养自信、创新、独立和负责的品格，并成
功的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所在地：安大略省多伦多
学生数目：350
热门专业：中小学 (JK-G8)：核心知识和剑桥中
小学课程；高中 (G9-12): 安省高中文凭，剑桥
IGCSE, AS/A level资格证 
联系人：Melany Butcher，招生部主任
电话：+1 647 331 2349
邮箱：admissions@fieldstoneschool.org
官网：www.fieldstoneschool.org

加拿大大都会中学
是多伦多领先的
独立男女混校，其 
99% 的学生都被北
美顶尖大学录取。
该校为 7 至 12 年级
的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选择，均由热情敬业的教师讲授，学生们
在温暖、包容、创新的环境中实现个人成长与卓越。

所在地：安大略省多伦多
学生数目：200 至 250（7 至 12 年级）
热门 /特色专业：SMITH （音乐、综合艺术、戏剧和人文学院）、STEM（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商业营销、篮球
联系人：Ryan Seeley，副校长兼 SMITH 院长
电话：+1 416 285 0870
邮箱：rseeley@metroprep.com; admissions@metroprep.com
官网：www.metroprep.com

达英国际学院
是坐落于加拿大
多伦多市中心的
领先国际学校。
该校拥有超过 
30,000 平方英尺
的独立校园以及三座世界级的合作学生公寓，是市中心规模最大的寄
宿高中。24 余年来，该校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全
面的关怀，以及安全且丰富多彩的寄宿生活，帮助他们为取得学业成
功和更高成就做好充分准备。
所在地：安大略省多伦多
学生数目：500（外国）/ 200（中国）
热门 /特色专业：大学预备课程 - 名校班（UPC 精英）、安大略省高中课
程 (OSSD)
联系人：Carol Lau，市场营销总监
电话：+1(416)368 2882 / 邮箱：info@taie.ca / carol.lau@taie.ca
官网：https://www.taie.ca

享誉国际  
加拿大幼儿园至12年级寄宿制学校

IB国际文凭连续教育国际学校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 微信搜索 Ridley College

浏览我们的网站:
ridleycollege.com

了解更多

安大略省多伦多
Duncan Mill Road路 1号

“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得上大都会国际学院 ...”
――所有人，自 1982年

推广专刊加拿大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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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最具策略意义的一点是我们能全身心
地关注学生的体验，无论是温哥华校区还是纽约校区。提
升学生的体验是我们得以不断提高学校声誉的核心所在。
为此，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为学生们提供支持，确保他们具
备取得成功所需的一切资源。”纽约理工大学校长兼执行总
裁 Henry C. Foley博士说道。

在过去三年间，纽约理工大学在 2022 年度《华尔街日
报》/《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中跃升了 167 位，位列 273 位。
除了近年获得诸多殊荣，该校也在同一个排行榜中分别位
列纽约州高校第 2 位及美国高校教学环境类别第 8 位，该
类别主要考量高校的包容性、多元性及国际学生比例。

此外，Foley 博士也被评选为 2021 年纽约州及纽约市高
等教育百强先锋 (Higher Education Power 100)，彰显纽约理
工大学在海内外声名鹊起。

纽约理工大学：
安全可靠校园，
成就未来英才
新冠疫情肆虐近两年，严重影响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而纽约理工
大学能够重新恢复安全、安心的校园环境，重现昔日正常的校园运作，
让学生们能尽可能地投入学习生活。学校为此感到十分自豪。

中国学生在纽约理工大学温哥华校区
学习，可享受到加拿大政府营造的
友好环境，同时获得美国教育。
纽约理工大学提供富有战略性的
教育，以帮助年轻人在有志从事的
领域内取得成功，并引以为傲。

纽约理工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 Henry C. “Hank” Foley

纽约理工大学的学生能享受到丰富的教育体验，包括学术支持、学生俱乐部
和学生组织，还能前往繁华的温哥华开展课外活动和文化活动。

尽管全球新冠疫情对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仍
然有越来越多来自南亚及东亚的国际学生选择入读纽约理
工大学，特别是中国，其仍然占据着该校最大生源国的地位。

虽然招生是纽约理工大学国际化策略的重要环节，该
校也重视深化与多家中国高校现有的合作关系，并积极开
拓新的合作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毕业生对纽约理工大学
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为该校带来不少效益。

Foley 表示：“我们期望与中国校友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让他们帮助我校发掘建立合作关系的最佳机遇。今天的中
国充满机遇，并且正如我所说，我们中国校友的数量正在不
断增加。”

他补充道：“宣扬企业家精神以及探索企业家精神的
教育层面是我们可以继续深化的其他计划。”

同时，纽约理工大学将继续致力成为世界各地学生的
首选学府，满足他们开拓视野、获取学位并掌握必要技能，
及打造成功职业生涯的需求。

“我们力求为希望把握机会、前来温哥华开启新人生
的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和最好的机会。”Foley 说道。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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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达英国际学院注重在世界各地建立合作关系，并
独立开发了学习平台，因而能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创新的
混合学习机会。国际学生在等待合适时机返回加拿大的同时，
可在家中安全地获得真正的加拿大教育。

达英国际学院营销总监卡罗尔·刘 
(Carol Lau) 表示：“过去两年间挑战十
分严峻。但我们相信，即使在全球危
机的情况下，对国际教育的需求依然
存在。疫情促使我们思考新的运作模
式，以继续履行使命，为海外学生带
来真正的国际教育。因此，我们借此
机会探索创新的合作模式，与包括中
国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一道，将我们
在加拿大提供的教育带到海外。”

我们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我校所设的精品项目配备了优质服务；家长
和学生甚至可以直接与我和我的团队联系。我们十分看重和关怀孩子们的方方面面。
每一年，我们的学术成绩都会比过往更上一层楼。真正让我们脱颖而出的是周到细致
的服务：学生享有与校方直接沟通的渠道；无论是在寄宿家庭，还是住校，我们都会精
心照料，让学生感到宾至如归。

中澳两国保持和谐关系至关重要。如果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年轻人能够建立良好的关
系，那么未来两国的关系亦将更进一步。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确保学生在留学旅途中能
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受到我们的重视。

新南威尔士州科比蒂麦卡瑟圣公会学校
招生负责人 Trish Cartwright 

www.macarthur.nsw.edu.au

西澳利德维尔阿兰莫尔天主教学院校长 Declan Tanham
www.aranmore.wa.edu.au 

南澳海德公园沃福德女子学院副校长 Mandy Hore
https://walford.sa.edu.au

达英： 以灵活的方式提供
加国教育

由于国际学生数量占学生总数的 95%，其中近 40% 的国际
学生来自中国，达英国际学院必须找到新的途径，为无法返
校的中国学生提供加拿大教育。

卡罗尔解释：“学生在中国期间如果想体验加国教育，有不
同的选择。我们的独特模式非常灵活，如果学生希望之后回
加拿大学习，可以根据在中国时学习的进度，返加继续完成
余下的课程。或者，如果他们希望在中国完成余下课程，也
可以在国内获得同样的教育质量和资格证书，充分准备之后
也可以前来加拿大接受高等教育。”

她补充道，“我们与北美的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牢固的关系。
目前为止，我们与加拿大约 15 间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因此能为毕业生提供稳定、可靠、多元的教育路径。” 

 www.taie.ca / carol.lau@taie.ca 

我们始终致力于保障女孩们的福祉，那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的规模很有吸引力。
我们并不想成为一所规模巨大的学校，因为我们希望与学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真
正地了解他们。我们对这些女孩寄予厚望，望其积极主动，勇于发声，倡导正义，有所
作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arol Lau

全球洞察：

澳洲学校如何赋能下一代领导者 

展望和谐未来

新冠疫情以来，学生出行受到影响，加拿大学校都采取了
应对机制。大多数学校选择了网课的方式，方便疫情期
间返回祖国的国际学生继续学习。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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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毗邻中国，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热门
目的国。尽管澳大利亚为应对新冠疫情实施了
严格的封锁措施，但到澳大利亚留学的热潮方
兴未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在疫
情期间为所有中国留学生给予了大力支持。

“疫情期间，我们有一些学生滞留在中国，无法
返回校园。因此，我校携手中国高校，设立了海
外学习中心 (Overseas Learning Centers)，让我们
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继续上课。”西澳大学商学院
院长 Peter Robertson 说道。

其他澳大利亚大学也设定了类似的安排，以更
好地满足中国学生的需求，共克时艰。

“我们在中国设有校区，学生可以在那里攻读
完整的学位。我们还开展了联合项目，学生可以

分别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学习两年，完成学业后
可获得双方学位。” 堪培拉大学全球招生主任 
Mike Ferguson 表示。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大学正想方设法，
在不损害当地居民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迎接国
际学生返学。去年 12 月，作为试点之一的悉尼帮
助了 250 名留学生入学，重振教育行业。

迎接第二批亚洲留学生返回悉尼的计划正在酝
酿之中。然而，其他外国游客仍受澳大利亚旅
行限制。

“关键是要保持沟通畅通，恢复跨国旅行，让中
国学生安全抵达澳洲。”阿兰莫尔天主教学院 
(Aranmore Catholic College) 校 长 Declan Tanham 
强调。

疫情阴影下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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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大学 
(University 
of Canberra) 
致力于提供
沉浸式学习
体验，为学生提供出色的培训，提高其在所选职业方向的就业能力。
根据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堪培拉大学是澳大利亚乃至世界范围
内上升最快的大学之一。去年，它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
中位居全球第 16 名。

所在地：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布鲁斯
学生数目：3,000（国际学生）/ 逾 900（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信息技术、工商管理、软件工程、护理、职业治疗、幼儿和 
小学教育、建筑和施工管理
联系人：业务发展经理（北亚） Sophie Lu
电话号码：+61 2 6201 5153 / 电子邮箱：sophie.lu@canberra.edu.au
官网：www.canberra.edu.au 

新南威尔士州 
(NSW) 政府于 
2014 年设立了 
Study NSW，以
增加在新南威
尔士州和悉尼
的留学生数量，以及在新州海外教育机构学习的学生数目，旨在为
其提供更加优质的留学体验，肯定他们为社区所作出的贡献。
Study NSW 为新州政府下属机构，致力于促进新州国际教育行业的
发展。

 所在地：悉尼
学生数目：160,915(在新州教育机构学习的国际学生：) 50,793人 (在新
州的中国留学生：)
电子邮箱：study.nsw@investment.nsw.gov.au
官网：www.study.sydney

西澳大学商学院 
(UWA Business 
School) 的教学领
先全球，研究走在
前沿，企业合作关
系强大，能为学生
提供实践经验、动手学习机会和行业网络。学院已获得欧洲质量改
进体系 (EQUIS)、国际高等商学院促进协会 (AACSB) 的认可，亦是联合
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 (PRME) 的签约机构。

所在地：西澳大利亚州克劳利
学生数目：逾 5,000，来自 62 个国家和地区
热门专业：商业学士、金融硕士、商业分析硕士
联系人：学院营销官 Caitlin White / 学院运营部高级协调员 Tennille 
Trevaskis
电话号码：+61 4 1821 0050 
电子邮箱：caitlin.white@uwa.edu.au ; tennille.trevaskis@uwa.edu.au 
官网：www.uwa.edu.au/schools/business

麦卡瑟圣
公会学校 
(Macarthur 
Anglican 
School) 成立
于 1984 年，
是领先的男女混合学校，覆盖幼儿园至 12 年级教育，校园占地 85 
英亩。学校提供综合课程，让学生充分发挥学术潜力。出色的课外
课程则培养学生的校外生活技能。个性化的寄宿家庭和监护服务由
国际团队安排。该团队负责照顾、支持国际学生，帮助其适应澳大
利亚的生活。

所在地：新南威尔士州科比蒂
学生数目：1,000（总人数）/ 25（国际学生）
联系人：入学部主管 Trish Cartwright
联系电话：+61 2 4647 5333 
电子邮箱：international@macarthur.nsw.edu.au 
官网：www.macarthur.nsw.edu.au 

你知道吗，新南威尔士州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留学目
的地。该州是澳大利亚的金融和经济龙头。预计到 2030 
年，新南威尔士州的经济将增长至 1 万亿美元。

其著名首都城市悉尼吸引着全球的领导者和创新者，谷歌、
亚马逊和微软等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均在此地设立了全国总部。

新南威尔士州拥有 11 所高等学府，其中有 6 所大学位列世
界前 200 名，它们坐落于原生态的内陆地区、乡村、高山、沿海、
亚热带或城市地区。除悉尼外，新州还有其它丰富的留学选择：
北海岸、南海岸、猎人区和新南威尔士郊区，在这里可以享受
卓越的教育以及众多国际行业的就业机会。

新南威尔士州有着无尽的宝藏等你来探索，你会发现自己
周围的人都来自不同文化。事实上，30% 的新南威尔士州居民
都来自海外，所使用的语言多达 275 种。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获
取国际职业成功所需的文凭，还可以享受独特的学习经历、积
累丰富的工作经验。

新南威尔士州居民热情好客、文化多元，还拥有一流的海
滩美景、美食和娱乐活动。如果你追求国际公认的文凭和成功
的国际职业生涯，新南威尔士州是真正的理想之选。

Study NSW 为政府机构，致力于支持与丰富学生的留学体
验。我们的团队组织开展多种免费活动，为你在新南威尔士州
的起居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帮助。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并订阅我
们的邮件列表，了解最新的新闻、活
动和机会：

走进新南威尔士州和
悉尼的学习之旅
去世界名城享受一流的教育

www.study.sydney/subscribe

重点学府澳大利亚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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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担任英国“国际教育大使”的第二年，Steve Smith 先
生与 GMI Post 再次相聚一堂，分享了英国政府推动教育行业发
展的最新措施与未来规划。

GMI Post：新的一年，英国会给中国学生看到什么样的变化？在
就业和高等教育方面，学生有哪些新的机遇？

Steve Smith 先生：中国学生首先能看到一个安全、友好的环境。
无论前往英国的哪个地区上学，他们都不仅能获得优质的教育，
还会受到悉心的照顾，感觉到安全、安心、宾至如归。英国政府
的重大举措之一是推出毕业生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留学生在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英工作两到三年。

GMI Post：边境正在逐渐重新开放，来年最让您感到兴奋的一点
是什么？

Smith 先生：当然是人们可以再次旅行。英国在远程教育和在

Sir Steve Smith

英国国英国国
际教育：际教育：
进度报告进度报告

线授课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但充实的大学生活不仅仅是坐在
屏幕前埋头苦读，还有凌晨两点坐在咖啡厅里忘我地交流政治
观点，去看电影、在街上散步、购物、旅行、聊天、听音乐会、看
舞台剧。我觉得在客观条件不允许人们远行的情况下，远程学
习很棒；但线下学习的一些优势是无可取代的。

GMI Post：您在未来两到三年内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Smith 先生：我想去拜访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的国家，确保英
国政府和我能清晰地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需要当面询问他们
的需求，了解他们对教育体验和项目的期望。英国政府要求我
将重心放在关键的合作关系，排除一切障碍。

最后，我希望英国的教育机构能与这些国家的机构建立合作，
因为当今最好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多地由学术背景多元的研究
人员完成。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很重要。

GMI Post：中国家长或学生选择英国的理由有哪些？

Smith 先生：首先，他们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要考虑自身
的需求，确定哪种教育体系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优秀的高等学
府数不胜数，但英国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我们的教育体系具
备强大的质量保证制度。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广泛执行校外考
官制的国家。同时，英国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国学生不
会单单跟中国人或英国人坐在一起学习，还会与全球各地的学
生交融，建立一生难忘的友谊。

目前，中国学生在英国国际学生总数中的占比
最大。出类拔萃的英国大学教育获得了很多中国
家长的肯定，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将孩
子送到英国入读预备学校和住宿学校的价值所在。

很多中国家长会在孩子读四到十二年级期间
将他们送到预备学校或住宿学校，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英国的大学生活。当被问到有哪些建议可
以帮助家长找到最佳学校时，英国国际教育大使 
Steve Smith 先生表示，家长不妨把眼光放到金融
都会伦敦以外的地方。

英国：

他说：“英国由四个构成国组成，包括苏格兰、
北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鼓励学生独自开展研
究非常重要。英国有很多优秀的大学，但我们也有
其他具备独特优势的学院。”

他补充道：“无论是像罗素大学集团这样的研
究型名牌大学联盟，还是规模较小的专科学院，你
都能在英国的任一地区找到这些教育资源。家长
应该认识到英国是一个充满机遇和资源的大国。
我很鼓励大家去看看伦敦以外的优质教育机会。”

英国一直展现出为在英中国学生提供支持的坚定决心，其自称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单
单在 2021 年，就有超过 20 万名中国学生入读英国大学，尽管全球仍有旅行限制及签证审理延
误等问题。

全面优秀教育，遍布四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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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然地看到，尽管疫情之下困难重重，我校仍能不断向前迈进。我们制定了战略
性发展计划，着力推动学校精益求精，确保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机会。我校属于中
等规模的学校，但仍然会全力以赴地了解学生们的需要，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尽情
地发挥所长。

2032年，我们将迎来建校600周年。我们希望学校能继续吸引最优秀、最具前途的
学生。此外，如果学生被七橡树中学录取，并且我们相信其将从教育中受益，无论
他们的家庭是否有能力支付学费，我们都希望其加入。在这个重要周年纪念来临之
际，我们将增加免费名额和助读名额。我们的战略还包括关注可持续发展，减少碳
足迹，目标是在 2032 年实现零碳排放。我们还将通过服务和合作关系与当地社区
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取得好成绩。我们关注方方面面。在师资方面，我们为全体
教师制定了全面的内部培训体系。全校各方通力合作，共享最佳实践方法。我们也经
常探讨如何能够精益求精、保持竞争优势。我们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总是在求变求新。

作为一家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学校，我们深感自豪。我们希望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
时，也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提供融合课程。我们所有的学生都会讲一点普通话，这样他
们就能跟新来的中国同学交流。很棒的另一点是，他们也有机会跟来自其他国家的同
学互动，从德国或西班牙同学身上了解不同的文化。

我们在发展策略上一直求变创新，希望能朝着我们的愿景不断发展。作为一间学校，
我们的规模或许不大，但是我们愿景很宏大，并且时刻紧贴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正是
我们得以成功的关键。作为一家学院，如果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家技术学院，那么就
要在专业领域上拥有过人的优势。

拉姆斯盖特圣劳伦斯学院
校长 Barney Durrant

www.slcuk.com 

肯特郡七橡树中学
校长 Jesse Elzinga

www.sevenoaksschool.org/home 

卡迪夫学院
市场推广及招生办总监 Henrietta Lightwood

www.ccoex.com 

坎布里亚郡圣比斯学校
校长 Robin Silk

www.stbeesschool.co.uk

英国科学技术与电子商务学院
首席执行官 Muhammad Farmer

https://bite.ac.uk 

洞察全球：

英国学校如何寻求发展和提升的方向
应对不同挑战

英国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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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awrence College: 
致力提供卓越的教育

圣劳伦斯学院提供丰富而具有
挑战性的课程，注重打磨核心
教育技能，为学生提供富有启发、
鼓舞人心的学习环境，同时帮助
其树立强烈的职业道德。

几乎所有毕业生都选择接受大
学教育，并在著名学府获得学位，
例如牛津剑桥和罗素大学集团
学校。

圣劳伦斯学院重视学生的全面
发展，拥有多种体育设施，并聘
请相应的专业教练教授各项运

动。学院的体育卓越计划 (Sports Excellence Program) 颇有
成效，在郡级和国家级的板球、曲棍球、英式篮球和橄榄
球比赛中表现出色。学校体育中心条件优越，内设健身房、
壁球场、攀岩墙和舞蹈室。

圣劳伦斯学院亦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和戏剧的兴趣，也参
与童子军、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等知名项目。对于 7 至 18 
岁的寄宿生，学校还会安排丰富的晚间和周末活动，例如
一日游活动。

学院的现任校长为巴尼·杜兰特 (Barney Durrant)。他曾在香
港一所国际学校担任校长，任职时间近 8 年。他毕业于伦
敦大学学院，后获得剑桥大学教育研究生文凭。

格拉斯哥卡利多尼安大
学 (GCU)  是一所独特、包
容、富有远见的大学，致
力于履行促进共同利益
的社会使命。它已成为卓
越高等教育的国际中心，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就业能力和全球公民
意识。GCU 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培养自身创造力，以应对现
实世界中的全球挑战，改变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

地点：格拉斯哥、伦敦和纽约
学生人数：17,500+（总人数）/3,000（国际学生）/75+（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大数据技术、虚拟环境 3D 设计、金融与监管、国际运营和
供应链管理、时尚与奢侈品管理、食品生物科学
联系人：Joshua Roberts
电话：+44 738 487 8088 
邮箱：joshua.roberts@gcu.ac.uk 
官网：https://www.gcu.ac.uk

英国国家文理中学 
(NatMatSci) 充满活力，是
汇聚了数学和科学天才学
生的国际化社区。学生成
果丰硕，不仅准备好进入
世界顶尖大学深造，也有
望成为领域未来的全球领导者。学院帮助杰出的年轻人活出自己，走
得更远。

地点：英国考文垂
学生人数：67（国际学生）/ 10（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STEM A-level 专业课程、PreA-level 预科课程、医学预科课程
联系人：中国招生和营销总监 Jason Tan 
电话号码：+86 18602878874 
邮箱：j.tan@natmatsci.ac.uk / admissions@natmatsci.ac.uk 
官网：https://natmatsci.ac.uk

英国理工学院旨在培
养有思想的下一代。
学院坚信，合作研究
是实现任何想法的途
径，因此国际研究项
目现面向希望在中国
攻读英国博士学位的人士开放。

地点：伦敦罗姆福德
学生人数：约 1200
热门课程：MBA（工商管理硕士）、MRes（研究硕士）
联系人：国际研究部主管 Frank Sun 博士 
电话：+44 (0) 203 874 7298
邮箱：frank@bite.ac.uk
官网：https://bite.ac.uk

圣劳伦斯学院
是一所英国寄
宿制日校，距
离伦敦仅 75 分
钟车程，距离
希思罗机场和
盖特威克机场只需不到两小时车程，交通十分便利。圣劳伦斯学
院致力于成为“高效学习世界名校”，其取得了非凡的体育成绩，
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卓越的教牧关怀。

所在地：英格兰肯特
学生数目：共 169 人，14（中国学生），63（英国学生）
联系人：招生、营销和发展部门主任 Emma Taker
电话：+44 1843 572931
邮箱地址：admissions@slcuk.com
官网：www.slcuk.com

圣劳伦斯学院成立于 1879 年，是一所英式独立走读和寄宿学校，为 3 
岁至 18 岁的男孩和女孩提供一流的教育。校园位于肯特郡拉姆斯盖
特海岸附近，是全球 70 多所已签署“高效学习法”(High Performance 
Learning, HPL) 计划的学校当中，首批获得“世界级”荣誉的 14 所学校
之一。

www.slcuk.com

英国 重点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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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WEALTH GENERAL DIRECTORY

澳大利亚
爱尔默天主教中学 (ARANMORE CATHOLIC 
COLLEGE)
所在地：珀斯
学生数目：25（外国学生）/15（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科学、体育
官网： https://www.aranmore.wa.edu.au/
 
黑尔学校 (HALE SCHOOL)
所在地：温布利唐斯
学生数目：4（外国学生）/2（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音乐、体育、Redfoot 青年剧院、
俱乐部、服务式学习
官网：https://www.hale.wa.edu.au/ 

基督教长老会女子学院 (PRESBYTARIAN 
LADIES COLLEGE PATHWAYS)
所在地：墨尔本
学生数目：108（外国学生）/108（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英语（ELICOS 课程）、文化体验
课程
官网：https://www.plc.vic.edu.au/ 
 
图拉克学院 (TOORAK COLLEGE)
所在地：维多利亚
学生数目：72（外国学生）/68（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语言、人文学、商业、技术、视觉艺术、
表演艺术
官网：https://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英国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
所在地：伦敦中心区
学生数目：3000（外国学生）/195（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MBA、商业创新、金融学、心理学、
法律、组织心理学
官网：https://www.bbk.ac.uk/international; 
www.birkbeckuol.cn

利物浦赫普大学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所在地：利物浦
学生数目：305（外国学生）/10（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心理学、计算机科学 /机器人学 /
人工智能、商业研究、社会工作和创意艺术
官网：https://www.hope.ac.uk/

赛德伯中学 (SEDBERGH SCHOOL)
所在地：赛德伯
学生数目：100（外国学生）/15（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GCSE/A Level 和 BTEC、科学、商业、
数学和创意艺术
官网：https://www.sedberghschool.org/ 

贝叶斯商学院 (BAYES BUSINESS SCHOOL)
所在地：伦敦
学生数目：719（外国学生）/227（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计量金融硕士、精算硕士、金融
学理学硕士、银行与国际金融学理学硕士
官网：https://www.bayes.city.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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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文理中学 (THE 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LLEGE)
所在地：考文垂
学生数目：67（外国学生）/10（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STEM A-level 专家课程、A-level 预
备课程、医学预备课程
官网：https://natmatsci.ac.uk/ 

政府机构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
所在地：格洛斯特
联系人：国际总监 Stephanie Sandford 
联系方式：s.sandford@qaa.ac.uk
官网：https://www.qaa.ac.uk/

“国际教育冠军”项目英国办事处 (UNITED 
KINGDOM OFF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HAMPION)
所在地：伦敦
联系人：执行董事 Sir Steve Smith
联系方式：steve.smith@exeter.ac.uk

加拿大
罗西莱德学校 (ROTHESAY NEW BRUNSWICK 
SCHOOL)
所在地：新不伦瑞克
学生数目：75（外国学生）/20（中国学生）
热门课程：IB 国际文凭课程
官网：www.rns.cc

多伦多大学约翰丹尼尔建筑与景观设
计学院 (JOHN H. DANIEL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DESIG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所在地：多伦多
学生数目：124（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建筑学研究学士、视觉研究学士、
建筑学硕士、园林设计硕士、视觉研究硕士（策
展研究或工作室艺术）、城市设计硕士、林
业科学硕士（计算金融硕士）、森林保护硕
士（计算金融硕士）、林业博士、建筑与景观
设计博士
官网：daniels.utoronto.ca

布鲁克林学院 (BROOKLYN COLLEGE ONTARIO)
所在地：北约克
学生数目：60（外国学生）/50（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商业、化学、物理、数学
官网：https://www.brooklyncollege.ca/

西蒙菲莎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所在地：不列颠哥伦比亚
学生数目：8,342（外国学生）/3,574 （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经济学、比迪商学院、计算科学、
通信、统计学与精算科学
官网：www.sfu.ca

多伦多电影电视表演学院 (TORONTO 
ACADEMY OF ACTING FOR FILM AND 
TELEVISION)

所在地：多伦多
学生数目：每个课程 7 人（外国学生）/每个
课程 3 人（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表演概要文凭课程、电影表演入
门证书课程
官网：www.torontoacademyofacting.com

德格鲁特商学院 (DEGROOTE SCHOOL OF 
BUSINESS)
所在地：安大略
学生数目：1352（外国学生）/1048（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商业学士、综合商业和人文学、
MBA、混合学习非全日制MBA、EMBA、金融硕士、
电子健康理学硕士、全球健康理学硕士、健
康管理理学硕士、博士
官网：https://www.degroote.mcmaster.ca/ 

谢尔丹学院 (SHERIDAN COLLEGE)
所在地：安大略
学生数目：8200（外国学生）/800（中国学生）
热门专业：互动设计荣誉学士、室内设计荣
誉学士、动画荣誉学士、工艺与设计荣誉学士、
插图荣誉学士
官网：http://sheridancollege.ca

政府机构
不列颠哥伦比亚国际教育协会 (BRITISH 
COLUMBI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所在地：温哥华
联系人：对外关系主管 Colin Doerr 
联系方式：cdoerr@bccie.bc.ca
官网：https://bccie.bc.ca/

萨斯喀彻温省高等教育部 (SASKATCHEWAN 
ADVANCED EDUCATION)
所在地：里贾纳
联系人：国际教育和管辖权倡议执行主管 
Livia E. Castellanos 
联系方式：livia.castellanos@gov.sk.ca
官网：https://www.saskatchewan.ca/
government/government-structure/
ministries/advanced-education

加拿大教育中心 (EDUCANADA)
所在地：渥太华
联系人：发言人 /媒体关系负责人 Sabrine 
Barakat 
联系方式：sabrine.barakat@international.
gc.ca
官网：https://www.educanada.ca/index.
aspx?lang=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