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灵感的旅程
获取成就的地方

阿尔宾学校介绍
一所独立的，男女学生同校的学校，全日制部招收学生2-18岁，

寄宿部招收学生12-18岁

Albyn School阿尔宾学校





作为一名家长，选择在哪里给您的孩

子提供教育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决定。 

在选择阿尔宾学校的那一刻起，事实

可以让你消除所有疑虑，我们有150

年为年轻学子提供教育的历史， 可

以很自豪的说，自二十世纪初我们就

开始为学生进入大学及之后的生活做

准备。在过去的这许多年中，我们在

充分激发孩子的潜能方面积累了大量

的经验。这份介绍书通过让您洞悉学

校的生活和工作从而帮助您进一步了

解我们，以及为什么我们是您孩子的

正确选择。

在小学部（初级年级）您的孩子将获

取大量的知识、价值和技能，从而帮

助他们来适应他们周边的环境。他们

将学习新的语言并开始接触大量的新

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此同时迅速掌握

和精通文字和数字方面的核心技能。

那些加入高中部（高级年级）的学生

将开始接触大量不同类型的课题，从

而让您孩子发掘他们自身的长处和兴

趣并憧憬和开拓他们的未来。阿尔宾

学校在帮助学生成功进入他们第一

志愿的大学方面获取了让人羡慕的声

望。

我们在关注成果的同时也重视过程的

重要性。您的孩子将会得到一整个团

队的，并致力于确保学生在校期间的

快乐和健康的老师的支持，帮助和鼓

励。我们将帮助您的孩子培养很强的

职业道德，肯定他们的成就，同时还

会教导他们关于对与错的认知，以及

对外部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注。他们

将参与数不清的慈善活动和社区服

务，很多此类活动是在爱丁堡公爵奖

励计划的帮助下进行的。您的孩子还

将有机会参与种类非常广泛的课外活

动。在超过100多项的由学校和学生

组织和组成的课外活动和社群活动

中，艺术，音乐，戏剧，公共演讲和

体育占有其中的主要部分。一些将成

为伴随他们一生的爱好和兴趣，而另

一些也有可能预示了他们未来的职业

和事业方向。

您的孩子将会得到一整个
团队致力于确保学生在校
期间的快乐和健康的老师
的帮助、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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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阿尔宾学校介绍

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前来我校参观，来

看看我们的设施和见见在此教育和照

顾你们孩子的我们的员工。对于那些

生活或工作在很远地方的家长，我希

望这份介绍以及学校的网站为您洞悉

在阿尔宾生活提供帮助。毫无疑问，

您将的发现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生

和我们的员工都充满了年轻的活力和

朝气，正如我校的座右铭所示。

伊恩•朗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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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
阿尔宾学校成立于1867年，作为一所

女子学校命名为联合地区淑女学校。

在1886年，我校搬至阿尔宾地区4-6

号并改名为阿尔宾地区淑女学校。

1898
1898年，一名往届的阿尔宾学生，成

为了首批被阿伯丁大学授予艺术学位

女学生中的一员。 

1925
1925年，学校搬至它在皇后大道上的

现在的地址。在皇后大道上的建筑还

逆袭着19世纪原有的，典型的商人房

子的建筑风格。

1959
1959年，我们在皇后大道17号扩建了

我们新的校舍，这也是我们许多前任

校友记忆中的住宿楼。 

1967 
1967年，作为对学校一百周年的庆

贺，我们的历届校友们慷慨解囊，建

造了我校的一百周年纪念礼堂，至今

为止它依旧是阿尔宾学校的核心。

自从成立后，学校在许多
方面都有成长，并保持着
获得优异成果的传统。

1992
1992年，在我校后方的场地上建立我

们的科学实验室，在这里我们培养了

大量对化学，生物和物理方面的不断

增长的兴趣爱好。

2005
2005年，小学部开始招收男学生，使

我校成为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几年

后，在2007年，我们建立了一幢崭新

的，并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平的小学部

教研楼。此楼一共有三个楼面和14个

可以远眺阿伯丁的宽敞明亮的教室。 

2012
2012年，通过充满现代感的玻璃钢结

构的连接，把4个传统的维多利亚风

格的小楼整合在一起，并形成了现在

的光线明亮的学校欢迎大厅。

此后，理查德王子殿下，格罗斯特公

爵，开放了崭新的奥利弗侧楼。这个

建筑中包括10个充满现代感并且宽敞

的用于教授英语，数学和科技的教

室。

2014
从2014年的12月起，学校进行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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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把大楼的中庭转换成三个楼

面，分别包含了伍德艺术和演讲小剧

场，小学部图书馆和一个舒适的高六

年级自学区。

2016 
学校最新的发展就要指，在2016年建

造的伍德基金工程科技中心。这是用

来满足学生对于科研，工程和设计领

域内日益增长的职业和事业方面的需

求。

2017年，我们自豪

的为阿尔宾学校庆

祝成立150周年。 

我校的历史
阿尔宾学校介绍 / 关于阿尔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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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是一个小而充满活力的港口城

市，并被认为是欧洲的能源首都。 

城市人口大约 220,000，拥有大量的

购物中心，电影院，饭馆和一个19世

纪的举办了许多著名的芭蕾舞，歌剧

和音乐剧演出的歌剧院。还有一个离

市中心仅5分钟路程的美丽的海滩。

在城市周边的地区，阿伯丁郊外，你

将发现包括了55家高尔夫球场的大量

的繁茂葱郁的绿色牧场，令人惊叹

的海滩，举办了多项水上运动的湖

泊，300多个让人探索的城堡和5个滑

雪胜地，而这些都只距离城市几个小

时车程之内。

阿尔宾学校位于十分便利的交通网络

之中。坐车不用30分钟便可达阿伯丁

国际机场，走路20分钟就可达火车

站，学校所在地址就坐落在主要的公

交线路旁，这使得从学校去往阿伯丁

各处都十分便捷。

在阿伯丁有两所非常棒的大学。罗伯

特•高登大学其就毕业生就业方面，

在苏格兰被认定是顶尖大学。它因其

出色的设施，商业合作联系以及在英

国毕业生就业率排行榜上持续保持前

十名的位置而闻名。阿伯丁大学成立

于1495年，并持续保持在世界各著名

大学的排名中名列前茅。位于阿伯丁

旧城区的阿伯丁大学，不仅因其杰出

的学术，广泛的研究实践，更因为那

些内部配备着世界先进水平的被用于

学习，研究和再创造的设施而外部却

依旧保持其历史性的建筑而让它声名

远扬。

阿伯丁最著名的是它作为石油天然气

产业的核心。因此，阿伯丁提供了许

多石油及其他领域的不同机会，比如

法律，财务，科技和建筑，在此仅举

几个例子。阿伯丁为那些追求美好未

来的人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机遇！

Dunnottar Castle

阿伯丁    

伦敦

阿伯丁飞往
伦敦90分钟

阿伯丁机场飞往
全球50个地方

就在我们门口有数不
尽的各类运动资源

阿伯丁被命名为苏格
兰最安全的大学城

我校的位置
阿尔宾学校介绍 / 关于阿尔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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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中心图书馆，圣马克教堂

和陛下歌剧院（如图片展示）充

分施展了我们美丽的花岗岩建筑

的特点，它们也赋予了我们的城

市另一个名字，金沙银城。

07



寄宿在阿尔宾

一个远离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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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我们不再

保持作为一个寄宿制学校的传

统。从2016年的8月，阿尔宾学校

又回归到它的原本，重新引进住

宿制。不像传统的宿舍楼，我们

的寄宿学生居住在阿伯丁最安全

地区之一，一幢极为漂亮的三层

小楼，还保持着原有的年代特征

装饰的维多利亚风格。楼里的所

以出入口都安装了安保系统以确

保您孩子的安全，此外若无校方

人员的陪伴，除寄宿生外，其他

任何学生不得随便出入此楼。 

所有的卧室都有宽大窗台的窗

户，大而结实的储物柜，一个书

桌，相当大的床和淋浴洗漱设

施。宿舍楼里有两个活动区域可

供寄宿学生选择，一个是较为私

密的房间，有电视，舒适的沙发

和咖啡桌。他们还可以使用一个

能通往花园的阳光室。这是一个

有着大沙发和一个大餐桌的较为

大的房间，也是寄宿生们放松，

阅读和傍晚就餐的地方。

大部分的伙食是在宿舍楼内由我

们优秀的餐饮团队提供。我们的

厨师只挑选当地最新鲜和当季的

食材。宿舍楼里的学生来自不同

的国家，我们的厨师准备了美味

的菜肴来迎合来自世界各地的不

同口味和喜好。对于寄宿学生来

说厨房是个公共区域，他们可在

此使用厨房设备为自己准备食

物。每个寄宿生都有各自的食物

储存空间和所提供的餐具，厨房

用具。为了提前给他们在以后离

开阿尔宾校园而随之步入的大学

生活提供准备，寄宿学生们将学

习如何烹煮食物和使用家用电

器，例如洗衣机。 

我们的两名寄宿管理人员将为寄

宿生提供关怀，支持和鼓励。学

校提供全日制寄宿和上课期间寄

宿。在平日里，他们将指导和辅

助学生的学习，并鼓励一个认真

阿尔宾学校的住宿楼
为12-18岁的学生提供
一个远离家的家，
一个安全又有保障的环境。

学习的学习环境。这样，学生就

可以有一个更轻松的周末并参加

由学校组织的在当地的或外地的

活动或旅行。

我们的宿舍楼提供了一个舒适和

让人感到宾至如归的“家到家”

的环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我们也因此打算在未来扩

大宿舍楼的规模。

“寄宿在阿尔宾帮

助我在学业上更为

优秀，更为独立，

也教会了我很多重

要的生活技能。”

现任的寄宿学生

住宿在阿尔宾
阿尔宾学校介绍 / 关于阿尔宾

ALBYNSCHOOL.CO.UK



我们通过参加志愿活动或募集慈善基

金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回馈社会的重要

性。我们的学生每年都在学校通过

组织或举办活动来募集大量金额的资

金，并募捐给当地和其他地区 / 国

家有需要的地方。

我们和许多慈善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仅在此举个别例子，例如水援助机

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癌病支持

协会。我们还有一个公平贸易团体，

他们每周定期开会，力求在我们的阿

尔宾社区中，引起大家对世界上不发

达地区的恶劣工作环境和条件的重

视，以及对于购买公平贸易产品的重

要性的认知。

我们的青年慈善活动团体也每周召开

会议，他们的目的是激发年轻人关注

当地社区的意识和鼓励他们回馈当地

社会。大部分我们的学生在阿尔宾学

习的期间将参与由爱丁堡公爵奖励计

划方案领导下开展的志愿活动，其中

一部分的活动方案被认为非常有意

义。

每年，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将有机会在

夏季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世界上不

发达地区进行探索。在近几年里，学

生们旅行去了很多国家，例如印度和

非洲。在那里，他们试着用建立学校

和教授英语来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

并试着以此来做改变。对我们的学生

来说，这些旅行都有着改变人生的意

义。通过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与这些

特殊的文化做链接，他们能真实的洞

悉到当地人每天所面临的痛苦挣扎，

从而意识到他们是如何没有珍惜他们

所拥有的原本的生活。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在离开阿尔宾学

校的时候，能够充分了解，这个世界

上有很多人还是依旧在困苦和挣扎中

生活，但是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提供

帮助。当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

不能坐视不管。 

在阿尔宾学校，慈善工作是生活的

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回馈社会，

我们的学生学到了谦虚和感恩。

慈善活动
阿尔宾学校介绍 / 关于阿尔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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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我校的高中部？

86% 
我校86% 

高中六年级学生
获得一项或多项最高级别证书。

30+ 
每周音乐部 

有30多个不同的乐器和声

乐小组开展活动。

80+ 
在学校的高中部

每周开展超过80项的不同

类型的课外活动。

2016
2016年我们成立了最先进的
伍德基金工程科学中心。

98% 
让人难以相信的，

98%的阿尔宾学生

升入大学。

150 
在经历了150年之后，
阿尔宾学校为持续保持
良性发展而骄傲。

 关于阿尔宾学校的事实



高中部: 旅程在继续…
    新的地平线在前方。

高中部
我校的高中部为年龄12-18岁的孩子提供教育

Albyn School阿尔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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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将成长为

一个积极主动，具

有奉献精神的，全

心全意的年轻人。



欢迎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进入高中部，是您的孩子进行自我探

索的旅途的开始。我们的课程规划将

有助于我们的学生探索他们众多的潜

在的事业轨迹，以及寻找出他们自身

的长处和兴趣所在。当这些都确立

后，我们各具特长的老师团队将指引

我们的学生走好他们迈向成功的每一

步。 

通过提供配备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施

的课堂，我们尽最大可能为我们学生

的，在阿尔宾之后的一生做准备。我

们新成立的伍德基金工程科技中心就

配备了安装了CAD软件的电脑和3D打

印机。而在隔壁的操作区，那儿有各

式各样机械工具和焊接设备让学生来

进行实践操作。我们的美术工作室有

一套装有Abode软件的Macs电脑，用

于图形设计和图片编辑。我们的音乐

部拥有自己的录音室。我们的科学部

拥有一个配备了全套PCR和电泳技术

98%的阿尔宾学生进入高等教育。
我们的目标是为他们进入大学的
生活做好全面的准备。 

的实验室来用于DNA测试。我们向大

部分我们的学生提供平板电脑来帮助

他们掌握和了解他们的学习内容。

午间和课后休息期间，我们的学生可

以参加80多个不同类型的课外活动。

其中包括摄影俱乐部，年轻企业家俱

乐部，大量不同的体育项目小组和超

过30个不同的乐器和声乐的小组。

尽管我们拥有着先进的教育方式， 

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始终保留着沿袭

了150年的传统。我们还保持着纵向

的家族团队体制，在此我们的学生学

习着团队合作，同时又与高低年级中

的其他学生建立友谊。我们的核心价

值是教导学生要彼此平等对待，以及

认知通过慈善活动来回馈我们当地和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在我们的学生中鼓励个性发

展，在现代和传统的完美结合中，我

0715

校长

们的学生将成长成为一个积极主动，

具有奉献精神的，全心全意的年轻

人。

ALBYNSCHOOL.CO.UK



生活辅导 / 心理辅导

我们学生的快乐和享受在阿尔宾学

习，对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但

是，我们也注意到，或许对某些学生

来说，生活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小的

挑战和压力。

我们充分理解，在阿尔宾每一个学生

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有一整套支持系

统围绕在他们身边是至关重要的。阿

尔宾学校提供了出色的学生生活 / 

心理辅导。所有，助理负责人，团队

负责人和班导老师都将奉献他们所有

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特长去聆听和养

育我们的学生。他们充分认识到我们

的学生都各自有着在不同层面上的需

求，老师们也总是尽他们最大可能来

满足这些需求。我们总是热烈鼓励我

们的学生相互支持和关心，并且当他

们担心其他同学的时候一定要让老师

知道。

在每年开学的时候，我们会向高年级

的学生引荐他们的班导老师。这些班

导老师每天都会在早上和午餐后两次

探访他们的班级。他们是所有家长和

学生联络的第一线，学生和家长还可

以向班导老师们及时倾诉他们的担

忧。

您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是他
们在阿尔宾学校每天的生
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助理负责人

家族团队负责人

道格拉斯团队 / 福布斯团队 / 戈登团队 / 斯图尔特团队

学生

班导老师

道格拉斯团队 / 福布斯团队 / 戈登团队 / 斯图尔特团队

生活 / 心理辅导和社群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ALBYNSCHOOL.CO.UK

三个层次的生活/心理辅导



所有的班导老师都会单独的与每个学

生定期会面，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很好

的适应环境并激发他们的潜能。班导

老师都有替补老师来填补空缺，这些

替补老师也是学生的另一个心理导

师，尤其是当学生希望能与他们班导

老师之外的人做沟通。

每个学生在他们进入阿尔宾学校的时

候就会被注册到一个家族团队体系

中。这些团队分别叫道格拉斯，福布

斯，戈登和斯图尔特。我们相信，我

们坚强的团队体系将帮助学生与老师

们建立一个依托关系，从而在学校内

形成社团的精神。定期的团队活动，

包括体育类，唱歌类，和辩论竞赛，

将使高中部中不同年级的所有学生相

互建立良好互动。这也可以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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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一个支持系统，他们可以选择

向同一团队体系中年级较长的学生倾

诉他们所面临的困惑，也可以和团队

的负责人而不是他们的班导老师做交

流。

我们将提供一个在彼此相互尊重和

信任氛围之下，使学生充分感受到

安全，保障和舒适的环境。我们的生

活/心理辅导团队也随时随刻为每一

个孩子提供帮助，以解决他们不论是

在学习方面还是生活健康方面的任何

问题。

埃瑟·蓝泽恩爵士参观阿尔宾学校

讨论儿童热线和年轻人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相信，我们坚强的团队系统将帮助学生与老师们

建立一个依托关系，从而在学生中形成社团精神。



高中一年级和高中二年级

从高一开始，我们向您的孩子引进大量不同类型的，他们需要在高一和高二学期中学习的科目。他们的课程表中包括：

艺术和设计 / 生物 / 化学课 / 英语 / 地理 / 历史 / 语言1* / 语言2* / 数学 / 现代研究 / 音乐 / 个人和社会教育 

体育课和游戏 / 物理 / 宗教，精神和哲学研究 / 计算机 / 设计和技术 / 戏剧**

*在简单介绍所有四种语言后，学生可以从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汉语中选择二项进行学习。

**计算机，设计和技术还有戏剧，学生只需选择其中一项来进行为期12周的学习。 

高中三年级和高中四年级

紧接着前两年对大量科目的学习，您的孩子将有机会从国家五级水平（National 5）和中等教育普通资格证书(GCSE)考

试科目中选择八个学科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 英语和数学      - 至少一门科学      - 至少一门语言      - 我们建议至少一项社会学科

另加三项其他学科，从下面的列表中选择

科学/技术 语言 社会科学 表达性科目 

计算机科学  法语  商业管理 艺术和设计

化学 德语 经济GCSE水平科目  戏剧

机械科学 拉丁语 GCSE水平科目 地理 音乐IGCSE 水平科目

物理 中文  历史IGCSE水平科目 体育 

生物 西班牙语 现代研究

除以上选项之外，学生还要阶段性进行个人和社会教育，宗教，精神和哲学研究，学习技巧，信息电脑技术，和体育/

游戏课的学习。

课程总览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我们的课程规划将有助于我们
的学生去探索他们众多潜在的
事业轨迹，以及寻找出他们
自身的长处和兴趣所在。

ALBYNSCHOOL.CO.UK



高中五年级

所有高五的学生必须从高等教育资格

科目（Higher Level）和高级程度会

考资格科目 (A Level) 中选择五门

学科进行学习。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学生将开始考虑

大学的申请，以及选择哪些科目有助

于未来他们所申请的大学课程。

如果在高四期间没有获得数学和英语

的国家五级水平的考试证书，学生也

可将这两个学科作为五个科目的一部

分而进行重修。除此外，学生还必须

参加体育和游戏课以及个人和社会教

育科目的学习。

0719

高中六年级

在高六，学生至少要选择三门学科进

行学习。这可以是从特等教育资格，

高等教育资格，高级程度会考资格和

高级补充程度会考资格的所涵盖的所

有科目中进行选择。

高六的学生还需要完成包括了事业教

育，个人和社会教育，宗教，精神和

哲学研究的一项综合课程。

在高六的学习过程中，学习方式将从

由老师引导的课业学习逐步转向更为

独立的自主学习。在这个阶段，学生

主要从事课题研究和论文的完成。对

于那些不了解苏格兰考核体系的人来

说，特等教育资格的科目和高级程度

会考资格的科目一样富有挑战性。

除了阿尔宾正常教授的课程之外，按

惯例，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每周两

次参加午间休息时间的课外活动。大

部分的学生将投入到音乐，体育以及

与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方案相关的活

动中去。我校是这项活动在英国的注

册中心之一。

86%我们的高六

年级的学生

获得至少一项特

等教育资格证书

每年我们针对所开的

课程编制科目手册

阿尔宾学校所教授的资格证书的类型

年级 资格证书 英国/海外相关学历

高中3&4年级 国家等级四级和五级（之前的标准等级） 中等教育普通资格证书/国际中等教育普通资格证书

 National 4 and 5 (previously Standard Grades)  GCSE/IGCSE

高中5年级 高等教育资格 高级补充程度会考资格

 Highers  AS Levels

高中6年级 特等教育资格 高级程度会考资格

 Advanced Highers  A Levels



我们的学生从城市中来

到学校在MILLTIMBER 

地区的运动场地上

进行体育活动。



体育和游戏课在高中部的生活中充当

重要角色。体育活动能激励我们的学

生保持活力和健康。

具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可以教会您的

孩子很多其他方面的技能，例如团队

合作，忍耐性，战略性和健康良好的

竞争。同时，它也为我们的学生在参

与竞赛时，与当地，本国及国际上的

其他学校间的互动提供了机会。

根据每年中不同的时间，学生有机会

参加不同的独立的，团队的或特殊的

体育活动中。我们大部分的体育项目

是在MILLTIMBER地区的阿尔宾学校的

活动场地上进行的，包括我们全天候

照明的室外球场和学校的体育馆。我

们还非常荣幸的在阿伯丁及周边地区

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的体育设施，包括

得过奖项的高尔夫球场，一个人工的

体育和游戏课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滑雪场，用于赛艇训练的河流迪，和

非常棒的体育中心。我们在学校内还

有配备完善的健身中心，学生可在此

进行日常锻炼及健身。

体育俱乐部和定期比赛

每周的定期的，在我校和其他学校

的运动队之间在校内或校外举行的

比赛，让学生们体验了友谊的竞

赛，并加强了他们的自信和竞技水

平。

全年间，学校都参加在人工滑雪场

举办的苏格兰地区学校间的滑雪比

赛，但在一月和二月间（取决于气

候条件），学生将旅行到苏格兰的

大山中，在真正的雪的环境中进行

比赛。

每年的十二月，阿尔宾学校还参加

在法国的阿尔卑斯 LES DEUX 地区

举办的学校间的滑雪和雪橇冠军

赛。从小学七年级到高中六年级的

学生都可以参加这项激动人心的旅

行，100多名代表英国各地私立学校

的学生纷纷前来参加这项活动。在

障碍滑雪比赛前，学生们将在经验

丰富的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为期两天

的集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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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

羽毛球

篮球

板球

足球

高尔夫

体操

曲棍球

篮网球

圆场棒球

赛艇

滑雪

社交舞

游泳

网球

长跑

体育课教会了学生团队

合作，忍耐性，战略性

和健康良好的竞争。

高中部的体育项目

ALBYNSCHOOL.CO.UK



艺术和设计

我们一直热衷于培养具备艺术天赋的

学生，他们自豪的在学校各处展示他

们的作品。

除了那些所谓的传统的艺术类型，例

如油画和素描，高中部的学生还将尝

试许多其他的选择，包括电脑绘图，

彩色玻璃版画，陶瓷，首饰，摄影，

版画，平面设计，时尚和室内装饰材

料。这只是部分关于您的孩子可以展

现他们创造能力的艺术类型的举例。

安装了ADOBE设计软件的苹果电脑为

学生创造出绝妙的数码作品提供了

机会。艺术部在整个学校的戏剧演出

中，例如麦克白，奥利弗，暴风雪，

通过整套的舞台设计和道具制作为演

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为学生在正

在阿尔宾学校，艺术非常重要。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感到他们能自
信的，具有创造力的和激情的，
并用充满艺术感的方式表达自己。

 

艺术
阿尔宾学校 / 高中部

常教室环境以外进行创造活动提供了

机会。

视觉和审美的敏感性是艺术和设计方

面的一种独特的天分，这也在很多的

事业选择上显得十分有用。对于那些

希望学习建筑，或有兴趣将产品设计

或机械设计作为事业方向的学生来

说，从为了获得资格证书而从事艺术

和设计方面的学习到与之相关的实践

经历，都将使他们得益匪浅。

我们学生的资质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

的水准，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已经被伦

敦，爱丁堡，邓迪和阿伯丁等各大学

中非常著名的艺术类专业所录取。

在阿尔宾，我们始终将学生自我表达

和创造的需求放在我们的心上。那些

希望在艺术和设计方面追求梦想的学

生，可以确定他们是在最正确的地方

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名往届学生在邓肯·乔登史东艺术学院获得了

一等荣誉学历。作为她课程的一部分，她在格拉斯哥世界闻名

的TIMEROUS BEASTIE艺术工作室获取了实习职位。

ALBYNSCHOOL.CO.UK



戏剧

这个非常多才多艺的领域里出现了一

些非常出色的演员，在过去的几年中

他们纷纷参与了一些引人注意的表

演。

一旦进入高三，您的孩子将有机会学

习戏剧。他们将在此学习如何分析文

章以及社会和文化对戏剧的影响。那

些选择了高等教育资格科目中的戏剧

学科的学生将在伍德艺术和演讲小剧

场里排练和专研当代苏格兰戏剧，他

们还可在历届毕业生百年礼堂的中心

舞台上进行比较大型的演出。

我们学生的天分在莎士比亚的悲剧

‘麦克白’和莎士比亚神秘而富有挑

战性的戏剧‘暴风雪’中都得到了充

分展示。与音乐部一起工作，在音乐

剧场也上演了非常震撼的表演‘神

咒’。每一次演出都是一个出色团队

的共同努力，通过不同类型的舞台设

计，演出服装，音效配备，灯光和音

乐，这些具备不同兴趣的学生一起共

同努力展现了一个个精彩壮观的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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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在阿尔宾学校里，音乐是一项非常普

及的爱好。除了有30多个音乐性的课

外活动之外，我校的音乐部总能推出

一些出色的活动。

在秋季和春季音乐会，圣诞节和复活

节的活动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狂热的

音乐爱好者们的表演。他们还在全市

各地和阿伯丁大学的艾尔分史东的礼

堂里为各类慈善活动做表演。对于初

学乐器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学校内举行

的非正式的音乐会上进行表演，目的

是建立他们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自信。

音乐部有一套综合全面的音乐课程，

我们用CHARANGA音乐学校的资源来

加强我们的课程。我们还采用了

EARMASTER课程，这也是音乐学校和

音乐学院用来对学生进行听觉技能

训练的课程。音乐部将继续保持在

此领域的领先科技水平。通过引进

FLIPSNACK和POWTOONS软件系统,容易

接触的界面和激发创造火花的资源为

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而让人激动的世

界。我们还有一个录音室，用来录制

声音，播客和资格证书的考试。

对于那些决定在国际中等教育普通资

格，高级补充程度会考资格和高级程

度会考资格的考试科目中选择学习音

乐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在小学阶段

就开始学习音乐方面技巧的自然延

伸。他们学习的课题包括聆听，表演

和创造编写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

同类型的音乐。由我们的学生编排的

优美的乐器和声乐作品都在学校的活

动，例如开放日的演出和汇报演出，

上进行表演。

在阿尔宾学校，音乐被视为一项永恒

的爱好。我们往届的毕业生都喜爱再

次回到学校，在欣赏我们在校学生的

音乐表演之余，自己也参与进来。



课外活动为学生的学

习和兴趣提供了一个

的健康的平衡。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
学生都参与到他们所享
受并热爱的活动中去。

除了课堂以外，我们希望确保我们高

中部的学生都有机会尝试各种类型，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的学生能加入他们自己所喜

爱和热衷的各类俱乐部和社团。我们

鼓励我们的学生投入到数不胜数的各

类活动中去，从而发展出他们学习之

外的各种爱好和兴趣。

这些活动也许只是简单的变成您孩子

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个爱好。除此外，

这些经历也可能激发了他们从未考虑

过的事业方向。

针对这些活动我们会有一些调整，就

像小学部一样，根据需求我们将不断

引进新的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语言类

法语对话小组 / 法国电影小组 / 德国电影小组

西班牙电影小组 / 中文小组 / 语言小组

音乐类

管乐队 / 苏格兰传统音乐乐队 / 音乐理论 / 小提琴 / 男高音和男低音

打击乐团 / 和声乐团 / 特殊唱歌小组 / 吉他小组 / 爵士乐队 

中级管弦乐团 / 高中部管弦乐团

特殊女子合唱团 / 合唱团 / 萨克斯管 / 高中部乐队

录音工程小组 / 弦乐乐队 / 舞台剧剧团

体育类

长跑 / 羽毛球 / 板球 / 高尔夫 / 曲棍球 / 篮网球 / 滑雪

核心训练 / 田径 / 足球 / 皮划艇艇 / 网球 / 啦啦队

室内皮划艇训练 / 速度训练 / 短跑和接力 / 健身课

其他

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 / 公平贸易 / 文化俱乐部

医学兴趣小组 / 模拟联合国 / 摄影和数字艺术

地理小组 / 游戏和策略小组 / 戏剧小组 / 园艺小组

哲学研讨小组 / 文字和辩论社团 / 生物小组 / 圣经联合会

年轻企业家 / 巴洛克建筑爱好小组 / 英国物理奥林匹克小组

神话学俱乐部 / 24 方程式 / 阅读俱乐部 / 无线电操纵汽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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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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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出色的成绩，很强的职业
道德和一路以来的清楚指引，
大部分阿尔宾学生都获得他们
第一志愿大学的录取许可。

未来
阿尔宾学校介绍 / 高中部

ALBYNSCHOOL.CO.UK

在阿尔宾学校的旅程中，自始至终，

您的孩子都将被鼓励去不断的思考他

们的未来，思索他们的抱负，并制定

出达成他们理想的最佳途径。

我们理解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这是

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的事业规划

负责人将为你提供大量的建议和协

助。学生们将被提供尽可能多的信

息，以确保他们做出一个明智的决

定。一旦他们决定了他们所想学习的

方向，学生们将在大学入学申请办事

处申请程序的指引下进行申请的每一

个步骤。关于决定如何抉择大学，我

们的事业规划负责人将组织旅行，带

学生参观遍布英国各地的各大学所举

办的开放日的活动。

我们的学生在非常著名的大学里学习

优秀的课程，例如：

- 牛津大学

- 普林斯頓大学

- 耶鲁大学

- 阿伯丁大学

- 罗伯特·高登大学

- 圣安德鲁斯大学

- 爱丁堡大学

- 格拉斯哥大学

- 邓迪大学

- 剑桥大学

- 伦敦经济学院

有非常高比例的阿尔宾学生从事科学

方面的学位的学习， 包括不同类型

的机械类专业。此外，其他的学生进

行医学，法律，建筑和商业等方面的

专业学习。凭借出色的成绩，很强的

职业道德和一路以来的清楚指引，大

部分阿尔宾学生都获得他们第一志愿

大学的录取许可。一旦我们的学生离

开了阿尔宾学校，我们希望与他们继

续保持联系。往届的学生将被学校邀

请回来参加一些他们曾经参与的活

动。学校还专门为历届毕业学生举办

一些活动，在此他们可以重新相聚一

堂，并一起追忆那些他们共同拥有的

在阿尔宾岁月。最为重要的是， 我

们的往届毕业生可以成为我们在校学

生的灵感来源。他们所提供给年轻学

生的建议和智慧箴言都将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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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许可

关于如何申请阿尔宾学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入学许可团队：

邮箱: admissions@albynschool.co.uk
电话: +44 (0) 1224 322 408

联系阿尔宾

网址：WWW.ALBYNSCHOOL.CO.UK

Albyn School阿尔宾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