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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歡迎詞 
我很榮幸成為倫敦市歷史最悠久，且具盛名的獨立學院之一的新校長。歷 

屆學生都一直享有學院親切、支持且具架構的氣氛，讓他們能夠達成自身 

和父母引以為傲的成就。 

 

在 Lansdowne 學院的學生們反映他們喜歡在這裏受到年輕成人式的對待， 體驗並享受到各種專

業課程、在教師與同學一同努力和關懷的氛圍中茁壯 成長。他們處在師生雙方互相尊重的環境，

讓學院內保持學術風氣和規 範，而非嚴肅學校氣氛。 

 

學生的每一步進展都由一對一的個人輔導老師、每周練習考試和每月的成 

績單系統輔導和監管。 

 

我期盼並歡迎你來到本學院，讓我們有機會幫助你超越自我期許。 

Mark  Love,  教育學士 PGCL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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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 
在 Lansdowne，我們花時間了解您的學習動機、興趣、天賦和 
才能。幫助我們為您量身訂做一份學習計畫，協助您達成個人 
的學習目標。 

 

校內人員每日努力的學院目標 
• 鼓勵學術成就、獨立思考、分析式思 

考和成功學習習慣 

• 確保所有學生在考試時發揮潛力，提 

升進入大學的機會 

• 提供專業大學輔導和準備，確保學生 

進入英國及全球頂尖大學 

• 關懷照顧，注重每位學生並幫助個人 

發展 

• 確保學院的寄宿環境管理專業、親切 

和舒適 
 

我們提供 
•卓越教學，結合絕佳的傳統方法搭配 

先進的教育性練習。 

•小型、集中的課堂含有思考、互動式 

課程，讓教學和學習依照學生的表現 

互相調適。 

• 每項課程有清楚且具挑戰性的目標 

• 每位學生皆有一位具熱忱的私人導師 

• 利用杜倫大學 (Durham University) 的 

ALIS/YELLIS 成果預測表製作學術 

檔案 

• 每週測驗練習並提供具建設性的評語 

•現代化、舒適且安全的寄宿，透過經 

驗豐富的專業人員管理並舉辦各式各 

樣的課外活動。 

 

 

 

 
 

 

 
我們採取蘇格拉底式教學，如同西方哲 

學之父之一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 

提倡，我們提出很多問題，並鼓勵學生 

抽絲剝繭地提問，深入對學科的知識。 

學院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學生發展超出課 

本範圍的理解，同時確保學生對學科有 

縱貫全局式的了解以在考試中得心應 

手。這種學習方式促使學生學會批判 

式思考和原創性思維，對他們在 

Lansdowne 學院和後續頂尖大學就讀， 

及未來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 
 

試題練習卷 我們相信定期練習對於年終的全面性

考 試來說非常重要。Lansdowne 學院的試 題練習

卷系統 (EPPs) 包含一小時的歷屆 考試練習題。學

生每周做一次模擬考。 這種定期考試的經驗能夠

建立信心並熟 悉考試流程。它也讓老師有機會記

錄學 生的表現。 

 

考試成績將受到嚴格審核，若有需要， 

科目導師會考慮提供更多輔導。學院的 

整個系統設計讓學生、老師和家長準確 

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 

 

“Lansdowne 學院為學生提供超優質教 

育。因為卓越的師資和學術輔導讓六年 

級學生有極佳的進展。學生受到良好照 

料，在程序上和實質上都符合必要的法 

規…特別是針對學生職涯輔導的品質” 

–英國教育標準局  (OFSTED) 



 

教學 
Lansdowne 學院意識到，要讓每位學生發揮及實現自己的學術 
潛力，他們需要具啟發性、挑戰性和專業性的課程，透過極具 
熱忱和富有經驗的導師在小班制、互助並投入的課堂上教學。 
就是這樣的組合讓學生有機會突飛猛進，並讓我們成為負有盛 
名的學院。 

 

學院提供有活力且具挑戰性的學習環 

境，學生在這裡可以預計達到甚至超越 

自身的期望標準，主要是因為重新找到 

了學習的力量和樂趣。學生們可以期待 

有穩定、高品質的教學，讓他們擁有邁 

向成功所需要的自信、知識和技能 

 

高資歷的教員， 
50% 以上擁有羅 
素集團大學學位 

 
在 Lansdowne 學院可以透過幾種方式學

習。我們的優勢不只是提供多項  

A-Level 和中學教育普通證書 (GCSE) 的 

科目，還有不同時間長度的課程和學習 

方式。每位學生皆被視為獨立個體對 

待，且享有為自己訂製的學習課程。 

在 Lansdowne 學院，我們以超彈性課表

為榮，能配合學生的學習型態，而且這

樣的課表系統允許學生組合各項科目學 

習。. 

教職員感染式的熱情讓學生發覺學東西 

和教育可以是可令人興奮、具挑戰且有 

成就感的。雖然老師會設定務實和挑戰 

性的目標，學生卻能感受導師和他們站 

在同一邊，目標會變成一個邁向成功的 

機會，而不是一項嚴苛要求。我們的教 

學理念是要點燃學生內心的熱火，讓他 

們帶著它邁向未來人生。 

 

Lansdowne 的老師皆為 A-Level 和 GCSE 

科目的高資歷專家-許多擁有碩士以上資 

格，亦是資深考試鑒定員。每位導師都 

很投入且熱忱，傳遞他們對專業科目的 

興趣，並對於學生要邁向成功所需的策 

略和技巧有深厚了解。 我們的教職員專 

門增進學生的能力，診斷並幫助學生克 

服弱點。所有老師教出來的學生都保持 

卓越的考試成績記錄。 

平均 7 人的課堂大小 

 

 

 

 
 

Richard 擁有劍橋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和倫敦大學哈洛 

威學院 (Royal Holloway) 的博士學位和高等教育碩士證書 

(PGCHE)，他也在此教授大二學生帝國歷史。他的博士 

論文在 2005 年被 Routledge 出版，他持續投入許多專業

期 刊文章撰寫。Richard 被選為皇家亞洲協會的研究會

員， 倫敦圖書館研究成員，且長期擔任  Edexcel 考試委

員會 的 A Level 考試鑒定員。 

Richard  Mcmillan 博士，歷史，政府和政治 

Claire 教授英國語文和文學。傅爾布萊特專案 (Fulbright) 的

學者，擁有美國的首席學位，Claire 也有劍橋大學的碩 士學

位和超過二十年的教育界資歷。她任職過幾所獨立 學院，

包括在薩里郡的 Woldingham 和倫敦南肯辛頓區的 Queen’s 

Gate School，也曾在 Bath Spa 大學授課。Claire 熱愛文學和

寫作，她的創作劇本曾在索爾茲伯里劇場 (Salisbury  

Playhouse) 中演出。 

 

Peter 擁有牛津大學的數學系學士學位和高等教育碩士證 

書 (PGCE)，在回英國幫助成立西倫敦進階數學課程中心 

之前曾任教於米蘭國際學校。Peter 教授所有 A Level 數 

學選項課程並對向數幾何有特殊興趣。 

 

Tim 擁有倫敦國王學院的英文第一級學士學位，並於區 

域研究碩士學位獲頒優等。他在倫敦國王學院開始任教 

來自美國賓州大學的交換大學生。他也擁有高等教育碩 

士證書 (PGCE)。 

Tim 的專業科目知識，加上擔任考試鑒定員獲得的豐富

經 驗，熱情的傳達給學生。 

Tim  Maher, 英國文學，電影研究 



 

進入頂尖大學 
Lansdowne 學院自 1976 年開始，已幫助許多學生進入爭相就 
讀的知名大學學位課程 

 

錄取高等學府不只需要 A-Level 卓越分 

數及學術能力的證明。你還必須在團體 

中表現突出，展現絕佳的個人成熟度、 

對希望就讀的科系表達高度興趣並具未 

來潛力。Lansdowne 學院教育將會協助 

學生取得優異的學業表現，並申請就讀 

適合的學位課程。 

 

利用整合的專業方式、卓越教學和英國 

全國大學統一學生申請機構 (UCAS) 一 

對一申請諮詢課程，學生將有絕對的優 

勢進入憧憬的大學。 

 

75% 學生在 2014 學 
年中成功獲取頂尖學 
府的 UCAS 入學許可*

 

 
UCAS 準備課程輔導和支援 我們過去

的實績證實幫助過許多學生進入夢寐 

以求的學位課程。我們的導師有效地 

針對複雜的 UCAS 申請程序提供寶貴 

的建議和援助。 

 

你的 UCAS 申請須證明: 

•  亮眼的成績和未來潛力 

•  清楚、具說服力和相關的自傳 

•  對該科系有長期且深厚興趣 

• 在非學術活動有工作上或社區內的相  

關經驗 

•正面且專業撰寫的推薦函 

近期學生錄取的大學: 
• 英國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 倫敦帝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 英國杜倫大學 (Durham University) 

•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 

• 英國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 

• 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英國巴斯大學 (University of Bath) 

•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 東英安格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 英國伯明翰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英國約克大學 (University of York) 

• 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 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 英國萊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 英國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 英國新堡大學 (Newcastle  University) 

• 英國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英國薩賽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 英國卡迪夫大學 (Cardiff  University)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 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 英國瑞汀大學 (University of Reading) 

•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維學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 倫敦大學皇后瑪莉學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 羅素集團，2015 年泰唔士優等大學排名前二十名, 牙醫學院、醫學院、

藥 劑學院或獸醫學院 

 

香港學生陳乃瑩正在為她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面試做準備 



 

Bayswater 和 
Notting Hill 區 
以肯辛頓花園 (Kensington Gardens) 
和海德公園 (Hyde Park) 為界的 
Bayswater 和 Notting Hill 區富有 
鄉村風情，卻只離幾分鐘路程便 可
見到西敏市的風光 

 

這個特別的結合提供了多元文化和餐飲，相較倫 

敦中心的其他地區多元化。樹列的街道為城市的 

這一角提供獨特歡迎和溫暖的質感。 
 

海德公園 (Hyde Park) 不到二百公尺遠處有綠

意盎然的海德公園: 市中 心寧靜放鬆的奢華避風

港。海德公園提供遊客一 個逃開都會紛擾的去

處，並讓居民和遊客能有機 會靜下來思考和呼

吸新鮮空氣。 
 

交通 我們的地點代表著一個連至全倫敦眾多

交通線 的會點。 

• 地鐵站: Queensway (250 公尺)， 

Bayswater (350 公尺) 

• 公車: 390, 148, 52, 70 
 

鄰近觀光區 

• 肯辛頓花園 (Kensington Gardens) 

• 蛇形藝廊 (Serpentine Gallery) 

• 牛津街 (Oxford Street) 

• 聖索菲亞大教堂 (St. Sophia’s Cathedral) 

 

 

 

 

 

寄宿 
位於肯辛頓市中心的學生宿 
舍: 貝翠絲公主樓 (Princess 
Beatrice House) 提供無與倫比 
的寄宿體驗和最先進的設備。 

 

學生的學業成就和福利是我們的優先考 

量，我們的寄宿設備專門為支援個人和 

學業發展而設計。Princess   Beatrice 

House 步行即可到達 Earl’s Court 地下鐵 

站，離學院不到 15 分鐘路程。寄宿者會 

有電子鑰匙卡，僅供我們的學生進出。 

 

舍監住在宿舍且 24 小時都在櫃台和樓層 

周圍。他們將確保您在課堂外得到高度 

支援和關注，並全年度舉辦各類型活 動。 

 

設有單人或雙人房，內建儲藏室和書 

桌。餐廳提供三餐，全部房間都具備獨 

立衛浴並有開放式廚房設備。 

 

週一到週五提供早、午、晚餐，週末提 

供早午餐和晚餐。整棟樓皆配有高速 

Wi-Fi，公共區域則有 CCTV 監視器。我 

們盡可能提供您住宿的首選，但並無法 

保證。 
 

設施 

• 接待櫃台 24 小時開放 
• 餐廳 

•     每間套房公寓皆有獨立浴室 

•    安靜讀書室，可供團體/班級工作 

•   學生公共休閒室 

• 洗衣間 

• Wi-Fi 

•   安全的單車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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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歷史博物館 

 

Bark Place 



GCSE 成果 

 

 
  

 
  

數學和統計 
全國成績平 
均雙倍學生 

 

 
 

  

32% 
商學系&管理系 

9% 

工程系 

8% 
藝術系 
&傳播系 

23% 
理科系 

3% 

語言系 

25% 
人文系 

 

A-Level 榮譽榜單    

 

人名 國籍 

 

成績 

 

學位 

 

錄取校 

Yatu      Li 中國 A*A*A*A* 電子機械工程系 倫敦大學學院 

Aghogho   Omonigho 英國  A*A*A  心理系  巴斯大學  

Darshan  Shah 英國 A*A*A 數學和經濟系 華威大學 

Kavan Bywater-Brenna 英國  A*AB  生物科學系  東安格利亞大學  

Simran Kaur Singh 英國 A*AB 牙醫系 倫敦國王學院 

Melissa  Danvers 英國 AAA 現代語文系 華威大學 

Shawn   Haas 法國 AAA 政治系 埃克賽特大學 

Julian   Knoester 荷蘭 AAA 航太工程系 拉夫堡大學 

Sicong    Li 中國 AAA 電子推演系(人工智慧) 倫敦帝國學院 

Subuhe   Sattar 英國 AAB 藥學系 杜倫大學 

William  Kirkpatrick 英國  AAB  數學系  布里斯托大學  

George    Toone 英國  AAB  房地產系  瑞丁大學  

Vishala  Nirmalan 英國 AAB 醫學系 布拉格查爾斯大學 

Carlotta   Pompei 義大利  AAC  法文&俄語系  布里斯托大學  

Dilan    Velani 英國 ABB 生物化學系 卡地夫大學 

James  McCann 英國  ABB  英國文學系  謝菲爾德大學  

Akin    Gursoy 英國  ABC  心理學系  城市大學  

 

 

出成績並獲英國頂尖大學 
的各科學系錄取感到驕傲 

 
 
 
 

 

82% 
  

 
 
 

 
84% 

  
 
 
 

 
80% 
A*-B  



我們的學生 
每年 Lansdowne 的學生都進入英國頂尖的大學。我們詢 
問 2014 年度學生本學院和教師在成功道路上給予的指導。 

 

 

  A*AB  

倫敦國 
王學院 

英國牙醫 
系排名 

#6*
 

 
 
 
 
 

AAA 

華威大學 

英國排名 
#8 

2014 

年錄取校包括: 
 

倫敦帝國學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英國杜倫

大學 (Durham University) 英國巴斯大學 

(University of Bath) 英國埃克賽特大學 (University of  

Exeter) 

 

 

Lansdowne 的教學非常個人化，老師都很親 
切。考試複習期間，老師都花很多時間聆聽 

並幫助我。 

Julian Knoester (荷蘭) ，航空工程系 

 

 

 

 

AAA 

拉夫堡大學 

英國排名 
#13*

 

 
 
 
 
 
 
 
 
 
 
 

小班制讓我受益良多、輕鬆的上 

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英 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國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 英國布

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英國伯明

翰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東英安格

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英國謝菲

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英國南安

普頓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英國拉夫

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課方式，還有  Lansdowne  學院個 英 國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ABB 

人化的教學風格。這些都幫我獲 
得高度競爭的 Accenture 管理顧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小班制、鼓勵提問問 題和
練習卷的使用教 學方式增
強我的學術 表現。教師結

合自 

 

 

 

 

A*BC 

埃克賽 
特大學 

英國排名 

#7*
 

 
諾丁漢 
大學 

英國排名 
#8 

問公司提供的八個月實習機會。    
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Darshan Shah 

(英國)，數學&經濟系 英 國薩賽克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英國利物浦大

學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倫敦大學皇后瑪莉學院 

習，加上支援發展我 需要
的自我激勵的技 

巧。 

Yemur Tusupov 
(烏茲別克斯坦)，經濟系 

 

 

 

 
A*ABB 

諾丁漢 
大學 

英國排名 
#8 

 

我在 Lansdowne 的這二 
年中有很棒的經驗，交 
了很棒的朋友。我的個 
人輔導師在我有考試壓 
力時隨時給予建議，並 
為我的自傳提供目標性 
且有用的意見。 

Souzan Oskovei (伊
朗)，商業 & 管理 

每周考試和復活節複習課程幫 

助我追不少進度。Lansdowne 
有各式各樣的學生，我遇到許 

多來自世界各地有趣的人。 

Yatu Li 
(中國)，電機工程系 

 

 

*2015 泰唔士優秀大學排名 
 

**2014/15 QS 世界大學排名 

 

 

 

 
A*A*A*A* 

倫敦大 學
學院 

世界排名 

#4*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城市大學 (City University) 
 

 

 

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分校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英國布萊頓大學 (University of Brighton) 

英國藝術大學 (University of Arts) 英

國西敏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整個 UCAS 大學申請程序 
中我獲得非常多協助，包 
括六月的 UCAS 日，提供 
了有用的申請程序概要。 
撰寫強力自傳的建議非常 
有幫助。 

Simran Kaur Singh (英國)，牙醫學
系 

Lansdowne 的老師們 
課程內容解釋詳盡， 
還有不斷的支持幫我 
持續獲得高分。我在 
這裏遇到很多很好的 
人，非常喜歡在這裡 
的這兩年 

Melissa Danvers 

(英國) ，現代語文系 
 

老師總是支持我，在 UCAS 申請過程期間非常關 
 

A*AA 切我的狀況，我的個人輔導師給我寶貴的意見。 
東安吉利 在我唸 A-Levels 期間，學習中心非常有幫助，是 
亞大學 

英國排名 
個讓我能夠複習並寫作業的地方 

#14*
 Karen Bywater-Brenna (英國)，微生物系 

 



 

Lansdowne 學院的藝術部門 
Lansdowne 學院在藝術方面一直有優質表現，我們幫 助了學
生申請到英國和海外享有盛名的藝術學校 

 

班級小、活潑且輕鬆，讓學生能和導 

師還有同學交換想法意見，並從密集 

的一對一課程、建設性批判和建議之 

中獲益。以倫敦中心的獨立學院來說，

Lansdowne 學院罕見地擁有 200 席 位的

大廳供劇院製片和其他藝術活動使用。

倫敦是世上最棒的博物館、美術館和收

藏的集中點，而在這令人振奮的城 市

的每一角都充滿著靈感。不論你喜愛 

繪畫、攝影寫真、音樂或者戲劇，都會 

發現無數創意和天份的發展機會。 
 

藝術和攝影展 每年六月，學校的大廳會

變身為美術展場，呈現美術、圖像和攝

影系學生的創 意作品。這些作品的多樣

性和原創性是 難以置信的，學生、家長

和教職員都熱烈參與展覽。 這些展覽作

品都被評論為具有非常高水準，展現學

生對成長中所接觸到的挑戰性和刺激的

視覺文化有細膩的反應，也包括對視覺

藝術的投入和熱情參與還有 Lansdowne 

課程的創意機會。 

戲劇製片 
努力了一整年的作品則在夏天展出，劇 

場和戲劇系學生可在 Lansdowne 劇院之 

夜表演他們的作品。這項活動創意地運 

用了設備完善的大廳，製作出一整晚卓 

越的演出。這個活動是學年中的一場盛 

事，有家長和表演者家人熱烈的參與。 

每一年作品都有驚人的創意，戲劇結合 

了 GCSE 和 A-Level 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

和自信，一而再再而三讓觀眾們留下深

刻印象。 

 

近期的製作包含針對年輕人暴力反應做 

強烈探討，並融入 Roald Dahl 的故事- 

一個好兒子，有技巧地結合影片鏡頭、 

打光和音效。 
 

Lansdowne 學院的設備包括 

•大型，光線充足，設備完善的攝影棚 
• Mac 工作室 

• 暗房 

• 劇場空間 

• 舞台 

•  全光線裝備 

•  聲效混音設備 
 

 

 

 

 

 

 

 

 

 



 

課外活動 
Lansdowne 學院相信學習與育樂之間的平衡是造就成功學生 
的關鍵 

 

伴隨學習研究的還有各式各樣期待中的 

社交活動，例如夏季舞會、學生會、協 

會、社團、活動課程、滑雪之旅、愛丁 

堡公爵計劃 (Duke of Edinburgh scheme) 

和多種體育活動。 就是這樣 Lansdowne 

教育成就了我們出了名的自信、圓融的 

學生。 
 

校外教學遊覽 校外旅遊增添並強化了

科系課程，提升 了學生對文化和科學

的領悟，還有他們 對所在城市和國家

的了解。 

 

典型的當地旅遊地點可包括國家美術 

館、倫敦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泰 

特現代藝術館、帝國戰爭博物館、倫敦 

鐵塔、科博館和全球劇院。 

 

這些參訪偶爾會點綴娛樂性旅遊和活 

動，例如英國境內和海外的實務之旅、 

保齡球、溜冰、攀岩、拳擊、倫敦尋寶 

或參訪英國電視廣播公司 (BBC) 大樓。 
 

體育 
體育是 Lansdowne 學院生活的中樞部 

分，並在提供的整體環境中占有重要地 

位。學生可參加不同隊和單項運動，在 

他們就學期間幫助個人發展。 

 

多數熱門運動項目包括橄欖球、仿籃球 

和桌球。也鼓勵學生嘗試新活動來拓展 

視野，選項例如街舞、拳擊和攀岩。 

社團 
Lansdowne 教職員組成許多學生社團， 

有辯論社、電影賞析社、攝影社、電腦 

遊戲社還有愛丁堡公爵頒獎 (The Duke 

of Edinburgh Award)。 
 

辯論社包含探討並呈現歷史和現代倫 

理、哲學和政治問題的矛盾觀點；例如 

“反恐戰爭”或醫學道德和生物科技的合 

法性。 
 

攝影社讓 Lansdowne 學生學習數位或傳 

統 SLR 攝影技術、數位後製和效果還有 

印刷。 
 

電腦社讓學生接觸各類型可用來架設網 

站、動畫或資料庫的應用軟體，還有視 

覺和音效剪輯。 
 

遊戲社提供西洋棋和各種其他娛樂或競 

賽遊戲。 
 

愛丁堡公爵獎從頭到尾都是場真實的探 

險，挑戰四個區域的自我發展: 義工、體 

能、技巧和考察。經過大學和雇主認定 

為重要的個人成就，能夠培養團隊合作 

和領導能力。 

 

我們花時間聆聽學生們，並樂於依照學 

生興趣來開發新活動、社團和協會。 

2014 年 7 月畢業生晚會 

2014 年 10 月 A-Level 學生到冰島校外教學旅遊 

攝影社 



 

  

國際學生 
我們歡迎國際學生就讀 Lansdowne 學院，帶來多元化體驗， 豐富我們的校
園. 

 

到另一個國家就學是很大的一個轉變， 

我們知道你也許會對新城市的生活層面 

和交新朋友感到興奮的同時亦感到不 

安。我們多年的經驗讓我們知道國際學 

生常常需要多些支援適應新環境和不同 

的讀書方式。我們提供國際學生額外的 

學業和精神支援，並和父母和監護人保 

持密切聯繫，確保學生不只在學業上成 

功，同時亦享受在英國讀書和生活的經 

驗。 

 

23 個不同國籍的國 
際學生 

 

出發前 
一旦你接受了 Lansdowne 學院的入學許 

可，我們將寄給你一份行前資料，內含 

有完整的基本資料和建議，包括需要帶 

甚麼貼身行李、倫敦生活資訊、攜帶現 

金入境和適應英國氣候。如果你住在我 

們的宿舍，我們可以安排機場接送，我 

們的人員會協助你安頓。 

抵達後 
抵達 Lansdowne 學院的第一天，會舉行 

介紹及歡迎會。對國際學生而言，這包 

含向警察和醫生登記，輔導使用當地交 

通工具和協助銀行開戶並申請國際學生 

卡。你會在隔天分發課程表之前，再次 

確認選定的科目。 
 

在學院念書 你會配有一位個人導師，

每週碰面一 次。導師會幫你設定每學

期的學業目 標、監管學業進度、給你

進步意見並協 助你可能經歷的各種難

題。我們的教職 員休息室有個 “門戶

開放”政策 (open- door policy)，學生可

在此找到並詢問老 師問題。 

 

Lansdowne 學院的多元國籍 
 

 

 

 
英國 

 

亞洲 

 
其它 
地區 

 

歐洲 

 
個國際 

學生國籍 



 

英國教育優點 
英式教育目的在於啟發並開發知識和技能、創造力，並確保你 
發揮潛能。 

 

英文是世界通用語言，約有 10 億人使 

用，也是 70 多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與 

母語為英文的同伴之間學習，你將會很 

快地學習英語並為你敞開大學畢業後大 

門。 

 

全球認定為最理想且嚴格的高等學校資 

格。GCSE 和 A-Level，是英國大學屬意 

的高等教育準備班。 

• 全球前六名大學之中，有四所在英國 

(世界排名，QS) 

• 93% 英國獨立學校的學生續升高等教 

育* 66%進入英國頂尖學府**
 

 

倫敦-全球人最喜愛的學術地點 很簡單

的，倫敦是全世界最多學生想來 念書的

城市。倫敦在英語系國家之中是 排名第

一的學生城市，目前有超過 40 萬 名學

生在此就讀。 

 

倫敦有超過 40 所高等教育機構，包括 

22 所大學，其中 18 所特選為 QS 世界

排 名大學(排名前 40 所裡有 4 所)，超

過世 界其他任何城市。從會計學到動

物學， 總共有三萬門從大學到研究所

的學位 課程。 

 

 

 

 
*獨立學校委員會調查 2013 

 

**2014 年電報 

GCSE-邁向大學教育的第一步 
這些重要的考試將決定你可以就讀 
A-Level 的科目，之後延伸至大學。拿到 高分

的 GCSE 則可讓你從所有的 A-Level 科目中選

擇想讀的科目，最高標準的大 學也會要求此級

的好成績。驗收方式包 括課堂作業和正式考試。 

 

須修 5-10 科，依照你的課程長度而定。 
 

A-Level 國際認可，學術標準無以倫比 

A-Level 是 全球大學入學資格的黃金標 

準，並為全球機構所接受。英國的菁英 

大學傾向錄取就讀 A-Level 的學生，因 

為它針對選定科目給予獨有的知識深 

度，若獲得 A-Level 最高分，你將可以 

選擇最棒的學校。驗收方式包括課堂作 

業和正式考試。 
 

大學國際預科課程 大學國際預科課程

是針對準備申請學士 課程的國際學生

所開發的銜接課程。在 這三學期課程

中，你會遵照特定科系路 線並研讀相

關科目。一旦完成並通過國 際大學預

科課程，便保證進入英國大學 就讀。 

 

 



學生年齡 

 

 

1 或 2 年 

 
學期日期 
月到 6月 

 
每周課程 

 
 

科目: 

 

生物學 (Biology)*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德文 (German) 

 

信息和通訊技術 (ICT) 

數學 (Mathematics)* 

個人社會和教育健康 
(PHSE)* 

物理學 (Physics)* 

 

*必修課程 

**兩年 GCSE 課程必修課程 

GCSE 
 
 

 
 
 

中學教育普通證書 

 

歸功於卓越的教學、廣泛的科目選項和超凡的成績，讓 

Lansdowne  學院的  GCSE 課程日漸茁壯。 

 

學院的建築物和平靜的住戶環境，加上我們全面配套的方法 

皆非常適合培養年輕學子將來獨立學習的態度。我們的教師 

和學生在輕鬆但嚴格的環境下建立良好的互信互重關係，鼓 

勵他們維持最佳的學業和個人標準。 
 

一年速成課程 
Lansdowne 學院設有密集學習 

課程，讓你在一年內修 5 或 6

堂 GCSE，是正常學習時間的

一 半。 
 

二年課程 你會有必修核心科

目，連同 幾個選修科，共 7-

10 堂 GCSE。學生適合嘗試

以前沒 有念過的科目。 
 

多樣科目選項 除了數學和

英文，你可以從 很多科目

選項中選擇，確保 你準備

好進入學業生涯的下 一步。 
 

個人化教學和支援 小班制、

GCSE 主任的個別輔 導，再加

上著重學生個人需 求，讓你

保持最佳學習狀 態，增強學

業上的潛力。 

 
†僅非歐洲國籍學生可選修 

完整教育 結合學習技巧班、

督導的自 修時段、人際社

交和健康教 育、每周運動

和活動課程、 考試練習和

研究之旅，帶給 學生成功

必備的技巧和經 驗，並幫

助他們清楚自己未 來的學

習選擇。 

 

直升 A-Level 或國際大學 
預科班†

 

順利完成 GCSE 課程後可直 

接晉升至 Lansdowne 學院的 

A-Level 或國際大學預科課 

程，開始準備大學入學。 

“我想在我的女兒順利完成她的 GCSE 課程後，再 
次表達我們對您和貴校出色的教職員的感謝。 

 
Delilah 去年九月從紐約市的一所州立學校進貴 
校就讀，她對於要在一學年之內達成自訂的考試 
高標準有些緊張不安，且擔心如何能融入群體。 
其實她當時根本完全不需擔心。 

 
她發現學校教職員總在身旁，並很熱切地聆聽。 
她很幸運能享有這樣密切的關注和小班制。她全 
然地愛上了身旁為她創造了豐富有趣的環境的團 
體，讓她得以在其中成長茁壯。 

 
Martin Brierley (Delilah 的父親) 

 

 

 

 

 

 

 

 

 

 

 

 

 

 

 

 

 



學生年齡: 

 
 

課程長度: 

 

1 年密集課程 

開學日期: 

9 月或 1 月開課 

 
每周上課時數超過 

 
 

科目: 

 

生物學 (Chemistry) 戲
劇研究 

 

英語文學 

 
法文 (French) 

德文 (German) 

 
信息與通訊技術 (ICT) 

進階數學 (Further 
Mathematics) 

 
 

 
政治學 (Politics) 

 

 

A Level 

 
 

 
 
 

Lansdowne 學院的 A-Level 課程提供最優質的教 學和輔助，
確保申請進入英國頂尖大學的機會 

 

Lansdowne 學院大部分的學生第一年(AS 課程)修四或五科，其 

中三堂續升至 A2 級。我們廣泛的 A-Level 科目選擇確保學生

可 由超過三十個科目之中任選，並針對個人制訂組合，以符

合他 們的需求和企圖心。另外，我們依照學生的經驗提供一

年和短 其重修課程。Lansdowne 學院結合專業教學、小班制和

課外輔 導課程，提供學生最佳的學習環境。 

 

卓越教學 
Lansdowne 的教學獲得 英國 

教育標準局 (OFSTED) 報告

“ 優等”成績，提供最高品

質的 教學。我們的老師動力

十 足、互動佳且有效，擅長

分 辨不同學生的個人需求。 
 

小班制 
由於平均 7 人小班制，學生 

可以積極地參與學習，分享 

經驗並互相學習。學生有較 

多機會培養擅長的技能，同 

時也能在具挑戰性但友善的 

環境下磨練那些需要加強的 

部分。 
 

最廣泛的科系選擇 我們相

信讓你有充分自由選 擇 A-

Level 課程是非常重要 的。

因此可讓你從超過 30 個 A-

Level 科目中選擇。 

 

費用、學期日和入學需求可 

參照申請表格。 

最優質的大學申請輔導支援 
高等教育申請是一項複雜的程 

序。 在 Lansdowne，你的導師 

在低六級 (Lower Sixth, A-Level 

的第一年)固定給予協助，透過 

完善且用心設計的方案幫助你 

申請大學。你的導師也會針對 

課程、大學和整個申請程序提 

供特別建議。 
 

一年密集課程和重修課程 

我們有超過 30 年經驗協助 
A-L evel 學生重修，且課程已發 

展至有效且易得的先進學習階 

段。我們獨特的教育方式重新 

找回學生對教育和自我的信 心，

因而取得極佳的 A-Level 重修

成績。 
 

A-Level 先修班 
若你在開始 A-Level 課程之前 

須要更多準備，A-Level 先修班 

可提供密集英文課程，並依照 

選定的科系提供試驗課。 

 



  
 

醫學院申請準備課程 牛津劍橋大學申請準備課程 
 
 

Lansdowne 學院專門幫希望進入醫學生 

涯的學生準備，多年來，我們樹立了醫 

學系入學申請專家的名聲。申請進入醫 

學系學位非常競爭，但我們提供許多課 

程，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國際知名的醫學 

機構，增加獲選的機會。 

 

擁有好成績的同時，你必須透過強而有 

力的自傳和面試展現你對嚴苛的醫學系 

有充分理解，並擁有技能和適當屬性幫 

助你在醫學界成就非凡。 

你有機會參加自己的醫學演講會，聽 

取醫學界優秀專家的演講，包括註冊人 

員、實習牙醫師、醫學生和 Lansdowne 

學院的醫學系校友，除此之外，你會得 

到下列業界專家輔導和支持: 

• 生物醫學系入學測試 (BMAT) & 英 

國臨床能力測驗 (UKCAT) 準備 

• 面試技巧 

•  個人面試練習 

• 自傳撰寫 

•  醫學倫理辯論 

• 急救訓練 
 

也會有以下的協助: 

•    選擇最合適的醫學院 
• 義工申請 

•   獲得相關工作經驗 

•   參加醫學院歡迎日 

每年有超過 3 萬名學生申請牛津和劍橋 

大學。入學程序可能很嚴峻，平均五名 

學生爭一個名額，就算是最聰明的學生 

也不能保證會被錄取。 

 

這些菁英大學在尋找世界各地各種背景 

裡最有能力且最具資格的學生。針對學 

生的能力、決心和成就潛力來做錄取決 

定。這些大學提供的大學學位課程都具 

有高度學術性，高度仰賴學生自習研 

究，所以並不一定適合所有學生。 

 

合格的申請者無論來自哪裡，錄取率皆 

相同。大學名額面試只是嚴峻的挑選程 

序中的其中一部分，會透過一連串檢測 

來驗收學術能力和潛力，其中包括: 至少 

二次面試；性向測驗(多數科系要求)；書 

寫文件(許多科系要求)；預測分數；達成 

分數；和推薦函。 

我們的輔導師將確保每位擁有頂級學術 

表現的潛力候選人，加以細心指導，增 

加成功機率。此課程的教職員皆為牛津 

劍橋大學準備課程專家，也是具有高資 

格的專業本科系人才。 
 

牛津劍橋大學申請準備課程包括: 

•       牛津劍橋大學學院分析、審視和挑選 
•      來自牛津劍橋大學的客座演講 

•    年度牛津劍橋大學大會 

• 為競爭的牛津劍橋大學自傳做個人作 文指

導 

• 專業入學考試及 STEP 數學測驗準備 

• 面試技巧 

•  個人面試練習 

 

 

 
 



 

NCUK 國際大學預科班 
 

為何選 NCUK? 
NCUK (英國北方聯盟大學)自 1987 年開 

始輔導國際學生，並和 11 所創立大學

合 作幫助國際學生錄取英國大學學位課 

程。他們設計專門銜接課程，讓你學 到

進入英國大學必需的讀書技巧和資 格。

NCUK 是一個獨特機構，因為是由 11

所頂尖英國大學所創-代表他們提供對 

學生最有利的課程。因為這層關係，他 

們保證你進入英國近 3 千個學位課程。 

你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課程和大學。 
 

NCUK 大學 

• 英國布拉德福德大學 (University of  Bradford) 

• 英國哈德斯菲爾大學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 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 英國里茲都會大學  (Leed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 英國利物浦大學 (University Liverpool) 

•     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 英國索爾福德大學 (Salford  University) 

•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 英國謝菲爾哈勒姆大學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NCUK 合作大學 

• 英國阿斯頓大學 (Aston  University) 

• 英國伯明翰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University of  Bristol) 

• 英國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Kent) 

• 倫敦金斯頓大學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    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Chelsea 獨立學院提供工程系和理科系路線。需更多資訊請聯繫我們。 

你的品質保證 
所有 NCUK 課程皆是創立大學共同協同 

設計，目的都是為了讓你能迅速的學到 

重點學習技巧, 讓你在英國的學習生涯突 

飛猛進。NCUK 課程為全球多數大學認 

定並接受，可讓你的資格攜至全球。 
 

國際預科課程 
NCUK 國際預科課程 (IFY) 是一個單元

化 課程，幫你準備進入大學第一年課程。 
 

科系*: 商科、人文科 
 

學術英文 
所有的 NCUK 國際預科大學銜接課程包 

括專業學術英文 (EAP) 單元課，為語言 

能力和學習技巧所設計，為你在英國大 

學中的學習做準備。 
 

保證錄取 
一旦完成 NCUK 課程，保證進入下列大 

學的學位課程: 

 

“國際大學預科課程的教學風格和這裡的 
很相似-這個課程就像一座銜接大學課程 
的橋樑” Shubao Li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為何選擇到 Lansdowne 學院唸 NCUK 
國際預科課程? 
我們透過小班制世界頂級教學和專家協 

助你準備申請進入頂尖排名大學的經驗 

已超過 30 年。在 Lansdowne 學院唸國 

際預科課程的學生有以下福利: 

• 班級人數最多 12 名 (英文課程 15 名) 

• 每周 30 小時課程加上個人指導課 

•  高資歷教師 

 



年齡 

 

 
長度 
三學期 

 
日期 九
月開始 

 
每周時數 
30 包括 個

別指導課 

 
 

國際預科課程 

商科 

國際預科課程 

人文科 
 

在商科國際預科課程中，需 

修滿包括英文在內的三門必 

修課，加上一科選修課: 

 

必修課: 經
濟 
課程的整體目標是介紹經濟 

概念和法則基礎。第一學期 

學習微觀經濟問題，第二學 

期學習宏觀經濟問題。 
 

數學 
課程目標包含: 培養邏輯思考 

能力，分辨錯誤推論和清楚 

表達想法；培養學生理解如 

何結合運用理論和應用，培 

養學生模化並闡述成果。 
 

學術英文 本課程會幫你培

養英國大學 學士課程中所

需技能。你會 發展學術閱

讀、寫作、聽力 和口說技

巧，連同理解學術 文章和

寫學術作業的技能。 

選修課: 商
科 

整體目標是確保學生有許多 

商學層面的扎實基礎，並有 

自信開始接觸商學相關的大 

學課程。不包含運作管理。 

或 社會和

政治 

這堂課提供學生各種政治議 

題的穩固基礎。傳統的政治 

和社會學課表已修訂成適合 

對此領域有粗淺認識且很少 

接觸的學生。不需要預先有 

政治和社會學方面的知識。 

 

費用、學期日和入學需求可 

參照申請表格。 

 

年齡 
17+ 

 

長度 
三學期 

 

日期 九
月開始 

 

每周時數 
30 包括 個
別指導課 

在人文學國際預科課程期間 

需修滿包括英文在內的三門 

必修課，加上一科選修課: 

 

必修課: 經
濟 
課程的整體目標是介紹經濟 

概念和法則基礎。第一學期 

學習微觀經濟問題，第二學 

期學習宏觀經濟問題。 
 

社會和政治 這堂課提供學

生各種政治議 題的穩固基

礎。傳統的政治 和社會學

課表已修訂成適合 對此領

域有粗淺認識且很少 接觸

的學生。不需要預先有 政

治和社會學方面的知識。 
 

學術英文 本課程會幫你培

養英國大學 學士課程中所

需技能。你會 發展學術閱

讀、寫作、聽力 和口說技

巧，連同理解學術 文章和

寫學術作業的技能。 

選修課: 
商科 
整體目標是確保學生有許多商 

學層面的扎實基礎，並有自信 

開始接觸商學相關的大學課 

程。不包含運作管理 

或 國際

關係 

這堂課為確保學生有各種國際 

關係層面的扎實基礎而設計， 

並讓學生有自信能學習此領域 

的大學課程。在這個範疇下， 

本課程將做現代世界的理解介 

紹，和國家之間的互動方式。 

 

 

 

費用、學期日和入學需求可參 

照申請表格。 

 

升讀大學學位要求範例 升讀大學學位要求範例 
 

課程學位 大學 整體 EAP 要求   IFY 成績要求 

 

理學士(榮譽) 管理(國際商業經濟)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B 

 

AAB 

理學士(榮譽) 會計和理財 英國里茲大學 
 

B 

 

AAB 

 

文學碩士(榮譽) 商業管理和數學 

 

英國謝菲爾大學 
 

B 

 

AAB 

 

課程學位 大學 整體 EAP 要求   IFY 成績要求 

 

文學士(榮譽) 商業經濟 
 

英國利物浦大學 
 

B 

 

AAB 

文學士(榮譽) 政治和社會學 英國里茲大學 
 

B 

 

AAB 

 

文學士(榮譽) 國際關係和政治 

 

英國謝菲爾大學 
 

B 

 

AAB 

 



學術英文課程 
英國大學入學要求具備高程度的英文能力。除此之外，善用英 
文能讓你理解更多、寫得更好並獲得絕佳的考試成績。你也會 
更享受社交活動、交朋友並了解英國文化。 

高中交換學期 
我們的高中交換學期課程提供機會，讓你加入本學院一、二或 
三學期，體驗英國教育系統和文化。 

 

做為和英國學生一起就讀 Lansdowne 學 

院的國際學生，我們的目標是要培養你 

的語言能力到近乎母語程度，讓你有機 

會在學術和社交上發光發熱。 

 

在開始學習之前，你必須有能力展現在 

學術課程上所需的英語能力。在開始選 

定的學術課程前，你必須做一份英語測 

驗 (除非持有獲認可的英語資格考試合格 

證明)。若你需要更多支援和進修，在開 

始學術課程之前你會被引導至 1, 2, 或 3

學 期的全天英文課程先修。 
 

輔助並支援你的學術研究 
在 Lansdowne 學院，我們相信透過學術 

專科研讀英文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獨 

立學習英文科。想達到頂尖大學的語言 

標準，需要很長的學習時間，而且急不 

得。若有需要，在你就讀 GCSE 或 

A-Level 課程期間，每週可以有四小時的 

英文課。這些課程包含修正和考試技 巧，

協助你達到大學要求的雅思 (IELTS)成績。 

專業合格老師 
課程期間的老師皆專業且合格，擁有幫 

助國際學生準備雅思考試 (IELTS) 的多 

年英語教學經驗。 
 

完整語言課程 除了加強語言組織(字彙、

文法和發音)你 將會針對學術英文的閱讀、

寫作、口語 和聽力做練習。每天有功課

且固定有考 試來驗收進度並指出須多加

強的部分。 
 

沉浸式學習 會鼓勵你多閱讀、多聽英

文媒體，當然 還有盡可能在課內課外

多說英文。你會 參加旅行、活動和社

交活動，也會有客 座演講會。 

你將透過難忘的國際經驗發展學術知 識、

英文技巧和文化理解。 

 

我們提供一個極具架構性的學習環境， 

能輔導並監管你的每一步進展。你將會 

有一對一的教師課程，每周考試練習和 

每月成績單系統，讓學生一邊融入和英 

國學生還有國際學生長期研讀，同時準 

備進入頂尖大學。 

 

一旦完成課程你將獲得一份整體成績 

單。如果之後決定要取得 GCSE 或 

A-Level 認證，也能延伸至包含正式考試 

的課程。 

 

建議向母國教育系統確認科系的有效 

性，並確認國內學校將授予承認 

Lansdowne  學院研習的學分。 

2015 年 9 月 1 日尚未滿 16 歲的學生 
將就讀 GCSE 課程，包括數學、英文和 

科學，另外可選讀人文和創意科目。需 

有雅司 (IELTS) 4.5 以上。 
 

2015 年 9 月 1 日滿 16 歲的學生 
將就讀 A-Level 課程。若選在九月份開 

課，可選修四科加上英文。若選在一月 

份開課，可選修三科加上英文。需有 

IELTS 5.5 分以上 

 

若已滿 16 歲，英文程度低於 
IELTS 5.5 分 
可能建議就讀 GCSE 課程。 

 

 

 

 

 

 

 

 

 

 
 



 

接下來? 
更多資訊 我們理解這是個多麼重大的

決定，並會 在此提供協助。若您需要

更多資訊或者 欲討論個案，請利用此

簡介背面的聯絡 方式和我們聯繫或者

參見網站: www.lansdownecollege.com 
 

如何申請: 
在 Lansdowne 學院，我們希望確保學生 

和我們一樣對教育充滿熱忱。因此入學 

程序包含三項元素: 

 

1) 完成申請表並連同所需文件提交， 細
節可參照申請表格。 

 

2) 和我們的校長或資深人員做個人面 
談，面對面或者透過 Skype。這是個讓
您 了解我們，並針對學院和課程提出問
題 的機會。我們會討論你對未來的目標
和 展望，並確定為你量身打造的個人學
習 計畫能達成目標。 

 

 

3) 任何必需的測驗。我們的目的是確保 
你就讀正確的課程，所以會利用更多測 
驗幫我們了解 你目前的程度進而協助你 
達到目標。對英語為非母語的學生而 言，
可能包含英語測驗。 

 

一旦我們收到你的申請表將開始審核， 

並以電子郵件寄出許可信。發出許可信 

之前若須要更多資料，我們會和你聯 

繫。 

 

若你願意接受入學，只要完成許可信內 

提供的接受表後回寄，並支付不退款的 

註冊費即可。 

 

我們會持續更新你的申請進度並告知你 

下一步該做的準備。我們也提供協助給 

需要住宿、交通或學生簽證的學生。 簡 

介附有申請表格或者可在學院網站上找 

到。 

 

 

 

 

 
  

 
 
 

 

 

 
 

Astrum 教育是一個在倫敦中心設有三所私立學院的集團: 

 

 

 
 

這些學院為 14-18 歲的學生提供有架構、量身打造的私立教育，著重在考試和頂尖大學的

入 學準備。全部學院都有高標 OFSTED 報告指數，因這些附加價值，它們在全英國學校的

排 名中名列前四分之一。(來源: 教育部) 

www.astrumeducation.com 

http://www.lansdownecollege.com/
http://www.astrumeducation.com/


 
 
 
 
 

 
 

 
 
 
 
 
 
 
 

 
 
 
 
 
 
  
 
 
 
 
 
 
 
 
 
 
 
 
 
 
 
 
 
 
 
 
 
 
 
 
 
 
 
 
 
 
 
 
 
 
 
 
 
 
 
 
 
 
 
 
 
 
 
 
 
 
 
 
 
 
 
 
 
 
 
 
 
 

2015 升學率及學生成績表現 

• 41%學生取得前 15 名大學學位 

• 33 位學生取得醫學學位並獲得專業執照證明 

• 30%學生取得前 10 名大學學位 

• 70%學生進入優異英國大學 

• 50%學生進入世界排名大學 

• 24%學生進入世界前 50 名大學 

• 51%學生在數學與進階學科中獲得 A*-A 的優異成績 



 
 
 
 
 
 
 

 
 
 
 
 

 
 

學術課程名稱 學期期間 費用/學期 

GCSE 預備課程 3 或 2 學期 £5,484 

10 年級 3 學期 £7,700 

11 年級 3 學期 £7,700 

GCSE 3 學期密集課程 3 學期 £8,000 

A-level 預備課程 3 或 2 學期 £5,484 

A-level 第一年(主修 3 科) 3 或 2 學期 £8,334 

A-level 第一年(主修 4 科) 3 學期 £8,950 

A-level 第二年(主修 3 科) 3 學期 £8,700 

IFY 企管或人文學科 3 學期 £4,900 

學術英語預備課程 1 學期 £4,150 

高中學期 GCSE 1 或 2 或 3 學期 £7,700 

高中學期 A-level(主修 3 科) 1 或 2 或 3 學期 £8,334 

高中學期 A-level(主修 4 科) 1 或 2 或 3 學期 £8,950 

BMAT 預備課程   £525 

UKCAT 預備課程   £265 

醫療計畫課程   £315 

牛津劍橋計劃課程   £525 

房型 每學期費用 每周費用 

單人套房 £6,250 £525 

雙人套房 £4,667 £390 

三人套房 £3,834 £320 

寄宿存款£500 

2016 Tuition & Accommodation Fees 學費及住宿費 



LANSDOWNE COLLEGE 

 

台灣報名請洽:林肯企管顧問公司  

林肯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公司： 

台北市 106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3F-2  

(禮仁通商大樓仁座, 捷運: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TEL:02-2781-8878 (總機) FAX:02-2781-8829 

 

台北站前辦事處： 

台北市 10041 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50 號 12 樓之 12 

(台北火車站站前地下街 Z2 出口) 

TEL:02-2370-8787 

 

聯絡信箱 michelle.shih@lincoln.com.tw 或

marketing@lincoln.com.tw 

公司網址  www.lincoln.com.tw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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