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暑期学校
2020 年7月12日 - 8月8日



 

关键信息：
• 每周£1400 （最短两周起）

• 7月12 日 - 8月8日

• 11-17岁学生

• 每周最多21 小时教师授课 
    时间

• 暑期英语学校附加核心学院 
    课程
• 体验10个以上不同俱乐部 
    活动

• 每周3个远足



寓教于乐的完美组合

New Hall国际暑期学校坐落于英国埃塞
克斯郡美丽的历史建筑中，提供学生在
英国学习的完美机会。以英国私立寄宿
学校教育模式为主，适合于想要提高英
语水平的11-17岁学生。

课堂以外的多种学习形式是学校的一大
特色。暑期学校提供各种俱乐部活动，
包括音乐、戏剧、舞蹈和艺术。 通过
一系列激动人心的社交活动和远足，学
生会发现在New Hall的时间既充满刺激
又受益匪浅。

所有学生的安全和福祉至关重要。 父
母希望孩子在安全和友好的环境中受到
教育和照顾。 New Hall 暑期学校将提
供高水平的后勤服务，并符合最高的福
利标准。 我们的活动由训练有素的员
工提供，他们将确保满足每个学生的健
康和安全需求。

暑期学校的学生将体验New Hall提供的
所有服务，包括卓越的教学以及出色的
学术，住宿和课外设施。

在New Hall暑期学校就读的所有学生都
可以完全沉浸在令人兴奋的俱乐部和活
动计划中，同时他们可以结交来自其他
国家的新朋友并发展英语语言技能。

丹妮尔·阿特里奇
发展和事业部总监



开拓视野
New Hall暑期学校将为准备首次赴英国学习的学生提供理想的学习
环境。 暑期学校在7月和8月运营，包括所有住宿、餐饮、活动和游
览。

New Hall暑期学校提供符合最高福利标准的后勤服务。 在安全和友
好的环境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照顾。

学校将结合语言学习和一系列活动，提供令人兴奋的全方位英国体
验。 教学课程内容令人振奋，内容丰富。 暑期学校将提高英语语言
技能，并树立在英国进一步接受教育课程的信心。

团队合作是暑期学校各个方面的关键。 学生将学习在各个领域的合
作，发展技能，这对于他们在学校和大学以及将来进入职场工作至
关重要。



 New Hall暑期学校旨在通过提供英语课
程来挑战和启发学生，同时向学生介绍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机会和新朋友。”

“



历史遗迹
New Hall学校成立于1642年，是英国历史最
悠久的天主教学校之一，具有浓厚的历史和
传统感。New Hall是一个非凡的文化遗产，
拥有一条长约一英里的美丽的绿树成荫的大
道，以及宏伟的前都铎王朝建筑，其中心是
历史悠久的教堂和都铎王朝的徽章。庄园于
1517年由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购得，
整栋建筑物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建和修葺。教
堂也许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内饰之一，尤其
是原始的实木门和正门上方的亨利八世徽
章。亨利八世之后，New Hall成为玛丽·都
铎的私人宫殿，之后伊丽莎白一世将其授予
萨塞克斯郡伯爵。奥利弗·克伦威尔后来购
买了该庄园。

自1799年以来，New Hall学校开始启用整座
宏伟的博利耶都铎皇宫，此前该宫殿被圣墓
的修女们使用，这是天主教教堂中最古老的
建筑之一。今天，New Hall 学校继续利用其
丰富的遗产并保持传统价值，同时学校也进
行适当的改造以满足现代教学需求，这是一
所异常活跃且具有前瞻性的学校。







为什么选择New Hall暑期学校?

我们的员工
New Hall暑期学校由我们
敬业，积极进取的教学和
辅助人员组成，他们热衷
于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
体验。 我们的校友也支持
该计划，他们可以分享他
们在英国私立学校受教育
方面的经验，并帮助学生
熟悉学习环境。

我们的学生
学校的高标准纪律行为规
范让我们的学生具有良好
的行为和礼貌。 学校为所
有学生提供的良好教育和
杰出的支持而感到自豪。

作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天
主教学校，欢迎来自不同
信仰或没有信仰的学生参
加。

令人兴奋的时间表
在我们的暑期学校中，典

型的一天是每周的每天早
上7点至晚上10.00点。 学生
将完全沉浸在我们的课程
中，并将参加英语课程，
天才学院，俱乐部和短途
旅行。

天才学院
每个学生都将加入天才学
院，以提供学习特定英语
主题的机会，包括特定主
题的词汇。

短途旅行
与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学
生进行社交也是关键，并
进行许多娱乐活动以确保
我们的学生拥有最佳的体
验。 这包括每周三个短途
旅行，将文化旅行与有趣
的郊游结合在一起，使我
们的学生可以在课堂环境
之外体验英国的生活，并
将他们的英语技能付诸实
践。

令人惊叹的遗产环境
New Hall学校一个非凡的
文化遗产，拥有美丽的绿
树成荫的大道和宏伟的前
都铎皇宫建筑，其中心是
历史悠久的教堂和都铎王
朝的徽章。 

New Hall学校占地70英
亩，拥有田园般的环境且
交通便捷，距伦敦仅35分
钟火车车程，可轻松抵达
伦敦所有主要机场。

主楼占据了宏伟的前博利
耶都铎宫殿，曾由安妮·
博林，奥利弗·克伦威尔
和亨利八世家族拥有。 这
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地方，
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学习
场所。 所有就读学校的学
生均入住单人房间。 





暑期学校课程表



报到
“暑期家长”会每天与学
生会面3次。 目的在于提前
通知一天的主要活动，设
定学习目标并确保为每个
学生提供高标准学习环境
和后勤服务。

集合
所有学生每天要集合，利
用集合的机会，了解最新
信息，并和其他同学分享
他们当天的学习经验。

学术课程
学术目标将包括入读暑期
学校的标准化测试，并在
课程中进行进度检查。 在
为期两周的课程结束之
前，所有学生均有望获得
英语口语委员会的国际认
可的言语和语言资格。

英语课程
在暑期学校的第一天进行
简短评估后，学生将被分
配到适当级别的英语课

程。 将有3个1小时的课
程，内容包括:

· 语法  
· 阅读，听力和词汇
· 交流–讨论，游戏等
· 基于项目的工作/针对高

级学生的研究

进度将受到监控，以便学
生可以反思自己的学习并
证明自己取得的进步。 学
生将体验典型的英语学校
课程的各个方面，并通过
历史，地理，数学和自然
科学等学院学习语言，兼
顾课外活动。

天才学院
课堂以外的学习机会是学
校的一大特色，使其与众
不同。 学生可以选择一
个学院课程来增强学习效
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14-15页。 学生需要
提供第一和第二选择的学
院。 每个学院的名额很快

就满员了，因此我们建议
学生提前预订以确保他们
的第一选择能被录取。

俱乐部
参加暑期班的学生每周可
以选择一个俱乐部参加。 
可供选择的俱乐部多种多
样，包括音乐，表演艺
术和体育运动，请参阅第
16-19页以获取更多信息。

社交活动
学生还可以使用学校的一
流设施，包括国家标准的
田径跑道，设备齐全的健
身房和25m的室内游泳池。

家庭作业
学生将每天参加他们学习
的课程，并开展各种活
动，以有趣的方式巩固他
们的学习。 学生将在他们
的New Hall日记中写出他们
一天的活动和学习情况，
暑期班结束时将日记带回
家，与父母分享。

暑期学校的一天 





天才学院 

为您的孩子定制学习体验

天才学院和俱乐部
课堂以外的学习机会之广是New Hall暑期
学校的一大特色。 除了英语课程外，学
生还将从以下由专业教练或老师指导的天
才学院中进行选择：

艺术
学生将有信心使用各种不同的媒体表达自
己的想法。 在这个令人兴奋的学院里，
他们将发展自己的创作技巧，并扩大他们
的艺术品系列。 学生还将在课程结束时

展示他们的作品。

数学
在这个学院，学生将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 给学生设定的任务和项目工作以
巩固他们的知识。

科学
在这所学院中，重点是设计和测试实验和
活动，这些实验和活动将提供生物学，化
学和物理方面的动手科学经验。



戏剧
萌芽的演员将喜欢这个戏剧学院。所有
学生都将专注于关键技能，并将戏剧和
戏剧手法融为一体，并在课程结束时继
续表演。

音乐
希望发展自己音乐天赋的学生将学习新
技能并演奏古典，摇滚和实验性等不同
流派的各种音乐。学生将在本周结束时
进行表演，以增强他们作为现场表演者
的信心。

电脑运算
该学院适用于对机器人技术，编码和工
程感兴趣的任何人。学生将发展他们的
问题解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学院

里，学生将应对挑战性的任务并学习关
键的工程策略。

商业与金融
学生将学习战略思考技能，并学习世界
领先的公司如何定位自己以获得竞争优
势。

网球
通过学习和练习的结合，学生将致力于
网球发展的下一阶段。 俱乐部通过网球
游戏，技术比赛和网球比赛等形式在有
趣的环境里提高网球技能。

全球研究
从全球变暖到移民危机，这所学院的学
生将研究影响当今世界的当代问题。





俱乐部

我们为各种年龄和能力的学生提供各种
俱乐部。

我们的专业娱乐团队（包括体育，表演
艺术和音乐）负责组织和监督我们的俱
乐部和休闲活动。

校园内的设施包括25米的室内游泳池，国
家标准的田径跑道，健身房和举重室，舞
蹈室，橄榄球场，曲棍球场，网球场，
无板篮球场和乒乓球桌。 学生抵达后，
每周可以选择参加以下俱乐部活动：

摄影
摄影俱乐部将以有趣而丰富的方式教给
学生摄影的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学习捕
捉，编辑和制作高质量照片所需的技能。

时尚
学生可以探索设计过程并创建一些令人
惊奇的作品。 在这个俱乐部中，他们将
学习如何创建时尚，将设计从最初的想
法和草图变成最终的构思。 学生将尝试

新技术，建立信心，掌握新技能，并受
到启发来学习更多。

舞蹈
无论以前有没有经验，学生都可以体验
各种舞蹈技巧和风格。 学生可以在每个
星期结束时通过表演来展示自己的技能。

网球
通过学习和练习的结合，学生将致力于
网球发展的下一阶段。俱乐部通过网球
游戏，技术比赛和网球比赛等形式在有
趣的环境里提高网球技能。

游泳
游泳俱乐部将帮助学生提高技能和技巧，
无论他们的能力或程度如何。

高尔夫球
无论你的高尔夫球经验如何，无论是新
手还是零差点球员，该俱乐部都将在专
家指导下提高能力并增强乐趣。



曲棍球
该俱乐部面向各个级别。 学生将练习核
心技能，参加趣味游戏，并被挑战发展
成为一名球员。

板球
该俱乐部将向学生介绍游戏的核心技能，
重点是投球，击球，接球和外场技巧。

烹饪
学生将有机会制作，享用和品尝各种时
令菜肴。 我们将鼓励学生品尝美食，并
教他们如何从头开始准备可口的饭菜。

动物福利
该俱乐部在New Hall学校的农场举办，为
所有热爱动物的学生提供教育经历。 学
生将花时间与New Hall学校的动物一起工
作，听取嘉宾演讲，并在从事与动物有
关的项目中获得乐趣。

牧师活动
该俱乐部非常适合希望通过冥想，指
导，同伴友谊，小组活动和反思来加深
信仰的学生。

俱乐部 





短途旅行
热门目的地 

· 剑桥康河荡舟
· 牛津一日游
· 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 伦敦科学博物馆
· 伦敦大英博物馆
· 伦敦眼和泰晤士河游船
· 哈利波特世界
· 布莱顿炸鱼薯条
· 溜冰
· 蹦床
· 户外活动基地
· 正式晚餐



短途旅行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下午安排旅行，每个星期三全天游览。 所有郊游均由New Hall学
校员工全权监督。 有关游览的信息将纳入课程，使学生能够将学习范围扩展到课堂之
外。    

每周提供不同的游览活动，暑期学校的学生将感受英国文化并体验与不同国家的学生
社交，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

提供一些选择性游览，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付款。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时将提
供更多详细信息。



住宿
父母希望孩子在安全和友好的环境中受到教育和照
顾。New Hall暑期学校提供优质的后勤服务，并符合最
高的福利标准。学生们住在校园传统而又现代的宿舍楼
里，布置精良的单人房间和共用浴室。每栋楼都设有一
间带电视和游戏的公共休息室，以及一间提供饮料和小
吃的厨房。

“暑期家长”也住在宿舍楼中，负责参加暑期学校的学
生的福利。我们会认真监控学生的健康状况，并为所有
活动配备专业人员。

New Hall学校拥有广泛的监控电视网络和安全人员，可
以昼夜监控站点。所有门均通过电子安全系统联网。
每个房屋还设有一个安全保险箱，用于存放学生的个人
财产。我们的计算机网络具有强大的防火墙，并限制了
对非适宜网站的访问。学生进入学校内部的区域后受监
控，包括游泳池和体育设施，所有使用这些设施的情况
均受到教职员工的充分监控。

所有餐点均在内部烹制，并在我们的饭厅提供，并提供
多种健康选择。可应要求提供盒装午餐供您游览。除全
天提供水果和点心外，特殊饮食要求也可以满足。每周
五天提供洗衣服务。





达到 及 离开
New Hall学校坐落在一个令人惊叹的位置，由以前的博利耶都铎皇宫为主要建筑。 学
校位于在切姆斯福德市郊美丽的乡村环境之中，公路、铁路和飞机均可轻松到达。

New Hall校园仅可通过私人通道进入，从而为我们的暑期班学生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距离伦敦只有一小时的车程，从那里可以轻松前往众多历
史遗迹和夏季学校游览计划的名胜古迹。

在暑期学校8.00am-5.00pm之间提供到达和离开的机场接送服务并提供陪同服务。 在此
时间以外抵达或离开将产生额外费用。
 

附近机场

New Hall学校的地理位置优越：

· 35分钟至伦敦斯坦斯特的机场
· 40分钟至伦敦绍森德机场
· 60分钟至伦敦城市机场
· 75分钟至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 90分钟至伦敦希思罗机场
· 90分钟至伦敦卢顿机场





重要信息 
签证支持和签证拒绝
如果学生需要签证才能前往英国，学校
将在收到押金后签发签证支持函。如果
签证申请被拒绝，则学校在收到有效的
签证拒签信后将全额退款。但是，仍将
收取50英镑的管理费。在以下情况下将
不退款：
· 根据英国签证和移民局的指示，没有

预留足够的时间进行签证申请。
· 根据英国签证和移民局的指示，未提

供所有必要的文件。
· 父母/监护人或代理人无法证明已采取

所有必要步骤来获取正确的签证。
 
取消政策
如果需要取消名额，责需要书面通知，
可以接受电子邮件的形式。取消将从学
校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并收取以下费
用：
· 在开学日期前30天以上：所有费用将

退还，减去不可退还的500英镑押金。
或者，所有费用可在第二年转移到课
程中。

· 在开学日期前少于30天：不会退款。

或者，将50％的费用转移到第二年的
课程中。 

旅行和医疗保险
学生出行前应购买旅行和医疗保险。这
将涵盖学生的住宿期间以及往返学校的
旅程。学校必须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可能
影响学生福利的任何医疗状况，例如特
殊饮食要求，以前的医疗史或药物要
求。这样，学校就可以在学生在暑期学
校期间提供所需的必要支持。



重要信息 
天才学院和俱乐部
学校保留更改暑期学校天才学院和俱乐
部细节的权利。如果由于意外情况或入
学率低而不得不取消学院或俱乐部，则
学校将与学生联系，并提供替代选择。

宣传材料
由学校酌情决定，可以为在New Hall暑期
学校就读的学生拍照或录像。除非家长
或监护人在申请书中另行通知学校，否
则我们可能会将这些照片或视频用作未
来暑期学校的宣传材料。

预录取
注册后，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所有学生发
出预录取资料包，学生必须在抵达前三
周完成并返回给学校。
 

行为守则
希望所有学生都遵守学校的《行为准则》
和《健康与安全规则》。规则的副本将
包含在预注册包中。我们要求学生在暑
期班开始之前签名并交回副本。

了解更多
有关更多信息和在线注册表格，请访问

www.newhallschool.co.uk/summerschool
请注意，学生必须在抵达前至少六周支
付全额费用。

完整的条款和条件，请访问New Hall暑期学
校网站。



从托儿所到高中的天主教私立男女生寄宿制和走读学校

New Hall国际暑期学校
11-17岁

The Avenue, Boreham, Chelmsford, Essex, CM3 3HS
电话：01245 467588

www.newhallschool.co.uk/summer-school/
summerschool@newhallschool.co.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