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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Lucton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从1708年创办以来，经历了起起伏
伏，各种考验。但是经过三百多年的积淀，Lucton精神 – 坚持、乐观、
自信，被后人一步步传承并发扬光大。

而几百年以来，Lucton人已在社会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

Eustace Jotham – 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格兰最高勇气奖)；

Charles Irving爵士 – 担任保守党国会议员达18年；

Thane Bethany – 为皇家芭蕾舞团和皇家莎士比亚公司演出；

Jan Pienkowski – 英国最著名的插画家之一；

William Chase – 英国最知名的食品品牌Tyrrells Crisps创始人。

Lucton School 309年沉淀

创始人 –约翰皮尔蓬特（John Pierrepont）



Lucton 历史记录

Lucton记录着创立至今每一任校长名字
现任校长Gill Thorne于2003年起成为学校第一位女校长

Gill Thorne在全球排名第一的教育学院IOE学院获得教育管理硕士学位

Lucton记录着在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与战争并
为此牺牲的每一位Lucton学生姓名



莱克顿学校简介
莱克顿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位于英国赫里福德郡，始建
于1708年。在2008年学校300年校庆时，她得到了来自英国皇室的
祝福，由爱德华王子作为皇室代表访问了学校。

Lucton School 的办学目标不仅仅是让所有学生都能顺利进入他们理

想的大学，更重要的是确保学生们有一个平衡、全面、个性化的
发展，帮助他们能更成功地应对自己日后的工作与生活。学校非
常执着于对每一位学生的关照，并致力于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特
长，无论是课业学习，还是体育、音乐或其它兴趣爱好。

在英国的国家级学校检查中，Lucton School 在大部分项目中都得到
了Excellent（卓越）这一评分，而在余下的项目中，也都得到了
Good（优秀）的评价。莱克顿幼儿园更是在四项评估中均得到了
Excellent（卓越）评分。

学校高中部（A-Level）及初中部（GCSE）的成绩均十分优秀。近
年来，近半数的学生被英国前20的世界百强名校录取，A-Level约
50%的成绩达到A*-B等第。而学校的初中部，则常年保持95%学生
在GCSE考试中拿到5个A*-C等第的骄人成绩。



“Celebrating the unique abilities and 

talents of each individual.”

为每一位学生独一无二的能力与天赋喝彩



学校理念
办学宗旨
• 我们挖掘学生不同的天赋与才能，致力于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

最棒的自己。我们致力于提供安全、舒心的环境让学生得到学
术、社交、智力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价值观
• 我们视至善、自强、笃志、敦行、明智为珍宝

精神信仰
• 我们崇尚开放的心态、乐观的精神和包容的态度

道德观
• 通过每日的集会，日常的品德教学以及导师体系，莱克顿学校

为学生灌输诚信、正直和正确的是非观念



学校概况

• 建立于1708年

• 学校类型: 男女混校

• 学生年龄: 6个月至18岁

• 占地面积: 22公顷（22万平方米）

• 国际学生比例：15%

• A-Level 约50%的成绩达到A*-B等第

• 约50%毕业生录取罗素联盟（英国前20）大学



2008年，在莱克顿300年校庆之际，爱德华王子代表英国皇室到校访问



国家ISI（隶属英国教育局）
检查摘录
personal development

• 所有年龄段学生个人成长：卓越
quality of  governance

• 学校管理质量：卓越
curricular and extra-curricular provision

• 课程与课外活动制定：卓越
spiritual, moral,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 精神、道德、社交和文化培养：卓越
arrangements for pastoral care

• 精神关怀：卓越
quality of  boarding

• 寄宿环境：卓越



2012年国家学前
教育审查委员会
审查报告摘录
•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EYFS 

is outstanding”

• 整体教学成果是卓越的

•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re 
outstanding”

• 幼儿园的管理和领导是卓越的

• “The quality of  the provision is 
outstanding”

• 教学师资是卓越的

• “The outcomes for children are 
outstanding”

• 学生的成长是卓越的



权威认证



英国私立学校审查协会（ISI）

英国私立学校审查协会（ISI）是
经英国教育部（DfE）认证的ISC

旗下的审查机构。该协会对全英国
所有的会员学校进行审查，并出具
公正详实的报告。莱克顿幼儿园在
该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中拿到了四
项卓越的最佳成绩。

莱克顿是以下机构的成员学校，并获得这些机构的认证与背书。

英国私立学校协会（ISC）

英国私立学校协会（ISC）是隶属
于英国教育部（DfE）管辖的私立

学校管理协会。该协会对英国符合
标准的私立学校进行管理、扶持和
研究。莱克顿是英国私立学校协会
的成员学校。

国际幼儿园及小学协会（IAPS）

国际幼儿园及小学协会是一个由全
球650所顶级幼儿园及小学组成的

协会。成员学校需要达到优异的教
学水平，并通过教学质量、教牧关
怀、教师专业培训等多方面的严格
审核。所有成员学校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优质全面的教育。

剑桥国际考试协会（CIE）

剑桥国际考试协会是全球最顶级的
国际考试机构，由剑桥大学牵头，
在英、中、美、澳、新、印等多国
提供IGCSE和A-Level的统一的标准

化考试，考试成绩国际认可。莱克
顿是剑桥认证的考试中心。

英国私立学校会计师协会（ISBA）

英国私立学校会计师协会（ISBA）

为英国的私立学校制定财务管理的
最高标准。莱克顿学校是该协会的
杰出成员。校董Paul Maynard先生

曾任该协会主席，主持全英国所有
私立学校的财务管理标准制定和落
实，展现出了业界最高水平。

英国寄宿学校协会（BSA）

英国寄宿学校协会（BSA）是ISC

的下属机构，对其成员学校中的寄
宿学校进行考核。虽然莱克顿有上
百年管理寄宿学生的历史，但是我
们从未停止提升对寄宿学生的看护
水平，对他们人格、自立和自信的
塑造从未止步。

英国私校国际学生联盟（BASIS）

英国私校国际学生联盟（BASIS）

支持其成员学校给予国际学生更全
面的帮助。莱克顿拥有逾20年的国

际学生辅导经验，致力于为国际学
生打造温馨的第二个家，是该联盟
活跃的成员。

学校领导者联盟（ASCL）

学校领导者联盟（ASCL）是一个

致力于推动教育界先进管理革命的
联盟，由顶尖的学校管理者组成。
该联盟成员学校互相交流管理经验、
共同提升管理水平，以期为学生带
来最好的学习环境和最完善的看护
和辅导。



教学及管理团队



Gill Thorne
校长

David Styles
副校长

Paul Thorne
财务总监

John Goode
高中部主任

• 英国排名第一的教育学院IOE教育管理硕士，主攻教育价
值领域

• 在来莱克顿任职之前，Gill校长担任沃尔瑟姆斯托会堂学
前教育学校的主任，该学校坐落于伦敦附近的七橡树镇

• Gill校长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均积累了丰富的执教和管理
经验

• Gill校长拥有卓越的领导力。她不止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

还是一个勇于改变、充满动力的管理者。她注重高效的团
队协作，以此来推进莱克顿学校的发展

• Paul是学校的财务总监。他并非来自教育背景，但是在过
去数十年中积累了学校运营方面的丰富经验

• 他是英国特许市场营销协会的一员。在就职于莱克顿学校
之前，他从业于国际市场营销领域，包括金融服务、工程
和石油工业等

• 他应该是英国学校中最富有经验的专业市场营销人员之一。
他的专业度为莱克顿学校的发展以及国际业务的拓展提供
了巨大的助力

• David副校长担任英国剑桥A-Level和国际A-Level物理课目总出卷
人逾十年之久

• 他负责莱克顿学校的日常运营
• 在加入莱克顿之前，David在多所学校担任物理学科负责人、考

试官等职务
• David副校长对英国教育领域的专业性和见解远超其他私立学校

的工作人员
• 过去，他也是英国私立学校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官

• 剑桥大学历史系硕士，专业方向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国历史
• 剑桥大学教育学硕士，专修历史教育
• John曾担任AQA A-Level和OCR A-Level及GCSE的阅卷人
• 他1988年开始任教，并曾于2001—2003年为英国广播公司（BBC）

学生专栏撰写历史内容
• 自2003年起，John在Guildsborough School担任大学申请顾问，帮

助学生进入英国顶尖名校
• 他在2008年加入莱克顿，为学生们带来最权威的大学申请培训及

建议



Phil Lloyd
国际学生英语教学负责人

Richard Miller 博士
物理教学负责人

Lyndsay Rogers
演讲与戏剧学科负责人

David Richmond
科学学科负责人

• Phil在英国文化教育处（British Council）、剑桥国际考试
协会（CIE）及伦敦三一学院考试协会（Trinity College 

London）担任考试官
• 他同时担任AQA考试协会政治科目的阅卷人
• 他在国际学生的英语教学（EAL）方面有着逾20年的教学

经验并曾在捷克、意大利、沙特阿拉伯和丹麦教授英语课
程

• Lyndsay毕业于伦敦艺术与戏剧学院，曾在《哈利 波特》
电影系列中担任第二助理导演

• Lyndsay也曾参与《达芬奇密码》《兄弟连》《浓情巧克
力》等多部电影的录制

• 她加入Lucton School，以期为更多学生在戏剧、演讲、表
演等领域带来最优质的教学

• Richard Miller博士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
• 1994年他在液态晶体领域荣获博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研究员，

于1997年获得英国液态晶体研究协会最佳青年科学家奖
• 1999年起，Richard Miller博士参与英国政府DERA（后改名为

QinetiQ）液态晶体研究项目，主要负责与日本夏普（Sharp）公
司合作的研究小组

• Richard Miller博士于2005年参与教学工作并于2015年加入Lucton 

School

• 2016年起，他也成为OCR考试协会的评估员

• David毕业于利兹大学，于1991年开始任教
• 自2004年来David担任OCR A-Level物理学科阅卷人
• 他同时担任剑桥CIE IGCSE化学学科阅卷人
• 教学之外，David还参加马拉松和铁人三项比赛



David Bicker-Caarten
学前教育主任

Irona Powell
幼儿园主任

• Irona在幼儿教育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她始终以友善的态度对
待幼儿园的孩子们，让他们在家庭般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 她的教育哲学与校长Gill不谋而合，她们一致认为快乐的孩子

更善于学习，因此着力于为莱克顿幼儿园的孩子们提供一个
安全而关怀备至的教育环境，寓教于乐、引导孩子发现探究
知识的乐趣

• Irona对幼儿园的管理理念核心在于小班化教学，让每位孩子
都能得到充分的关照

羊曦
中国执行总裁

The team
经验丰富的优秀团队

• 莱克顿的专业团队是我们保持增长的核心动力
• 校董团队十分注重为我们学校带来国际化的视野。Paddy 

Armstrong，曾在Blundells School任职财务总监，并曾主持一
个国际学校项目在肯尼亚的落地

• 我们的另一位校董，Paul Maynard，在英国私立学校审查委员

会担任董事，并曾担任英国私立学校财务管理协会主席，也
曾于Malvern College（墨尔文学院）和Berkhamsted School担任
财务总监

• 羊曦是莱克顿学校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
• 羊曦在莱克顿度过了五年时光，以6门A-Level的优异成绩考

入了伦敦大学（UCL），并以一等学位毕业。同年他拒绝

了剑桥大学管理学硕士的录取，开始就职于全球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之一的管理咨询部

• 羊曦对莱克顿学校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莱克顿管理团队十分尊重其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 在担任莱克顿学校学前教育主任之前，他曾在中东国家的
两所学校担任校长

• David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对英国教育在全球的发展
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 他执教以来一直担任私立学校要职并且具有丰富的国际教
育经验

• David目前也是英国私立学校审查委员会的一位审查官



课程体系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EYFS)
英国国家早教体系



EYFS教学体系

英国早教国家体系（EYFS）于1996年
由英国政府建立，并从1998年开始实

施，是全球最成熟的早教体系之一。
EYFS致力于为2到5岁的孩子提供系统

化的教育，培养语言、数学及社会认
知方面的能力。

莱克顿为中国孩子量身打造了适应他
们学习需求的课程方案—莱克顿中国
早教体系（Lucton Early Years 

Curriculum for China）。该课程体系以
英国早教国家体系（EYFS）为基础，
加上英国第一关键阶段（Key Stage 1）

的相关课程元素，辅以中国文化及政
府合规的课程要求，组合成为莱克顿
中国早教体系的核心架构。



EYFS课程架构
孩子在2岁阶段进入莱克顿中国幼儿园进行学习，并在入学前进行测试，让我们了解
孩子在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 交流及语言
• 体育发展
• 个人、社会及情感认知

老师们将与家长就该测试的结果进行讨论，并为学生制定专属的学习计划，明确学
校及家庭如何帮助学生完成幼儿园阶段的计划。在家校的共同努力下，学生将重点
培养以上三个方面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发展：

• 文字阅读
• 数学
• 对世界的认知
• 艺术与设计的表达

学生进入5岁阶段后，将通过英国第一关键阶段的相关课程，进一步增强以下多个方
面的能力及知识储备：

• 科学
• 阅读和写作
• 体育（包括游泳）
• 音乐
• 信息技术
• 艺术

这些课程将帮助学生建立系统化的基础知识，为小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



IGCSE 及 A-Level
课程标准



IGCSE 与 A-Level

IGCSE是目前全世界14岁至16岁最多人
就读的课程体系，是CIE剑桥全球测试

的一部分。其证书在全球使用英文的
大部地区均得到承认。其广泛性是由
于剑桥的名声，以及GCSE（即英国国

家课程体系）的成功而来的。每年全
球有几千万的莘莘学子在读IGCSE。

A-Level是英国的全民课程体系，也是

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就像
我国的高考一样。A-Level课程证书是

全球最成熟、最完善的高中课程体系，
它被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作为招
收新生的入学标准。在中国开设A-

Level课程旨在为中国学生提供进入国
外大学的有效途径。



IGCSE及A-Level课程标准
Lucton School 在中学阶段采取了A-Level和GCSE的课程体系，而在更低年龄段采取了国家标准的Key Stage 1-3课程标准。学校提供的课
程非常广泛，从GCSE的现代语言类、科学类、艺术类、商业学习等，到A-Level的环境研究、平面设计、政治学、戏剧研究等，涉及
到的内容相当丰富。同时学校也给予学生们充分的选课自由。对于海外学生，学校每周还为他们提供了两节额外的英语支持课程。

Lucton School 的教师团队均具有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副校长David Styles身为剑桥（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CIE）A-
Level及International A-Level物理资深出卷人。此外，学校还有多位毕业于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资深教师。许多Lucton School 的精
英教师在退休后转而参与OCR、AQA、Edexcel等著名考试机构的A-Level出卷工作。如前任Lucton教师John Charles担任OCR化学的总出
卷人，前任教师Chris Embrey担任Edexcel物理的高级出卷人。

Lucton在国内的办学中，将采取国际GCSE（即IGCSE ）与A-Level结合的课程体系，让学生们可以报考全球各地的大学。

开设课程

数学
艺术
音乐
戏剧
地理
经济
英语

英国文学
商业学习
信息技术

设计与工艺

生物
化学
物理
历史
体育
哲学
德语
法语

环境科学
西班牙语
平面设计



拓展研究项目证书（EPQ）

除了IGCSE和A-Level体系之外，莱克顿还在中国领先落地EPQ课程。

拓展项目证书（Extended Project Qualification，简称EPQ）是英国考试局
（Edexcel, OCR, AQA 及 CIE）给A-Level课程学生提供的项目证书，可换
算A-Level成绩（通过UCAS积分制度），项目结果等级从 A* 到 E。近年来
取得EPQ的学生正以倍数增长，因其在成绩相似的大学申请学生中起到重

要的区分作用，甚至当学生成绩不够录取条件时起到破格录取的决定性的
作用。

学生可以根据所学课程或未来职业方向，自由选择项目课题，要求要有基
础的学术意义，以研究论文文本形式（一般建议5000字左右英文）。EPQ

以其独有的学术技能、深度、项目经验等优势为众多大学的青睐和推崇。

牛津大学表示：拥有EPQ的学生说明其具备牛津大学学习期间的需要的相
关学术研究能力，并鼓励学生将项目研究经历写入个人陈述。



课外活动
对于学生来说，课外活动和主体课程同样重要。在莱克顿，学生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
特长参加各类活动。

体育
我们鼓励所有学生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激发自身潜能。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每位
参与者都能全力以赴，坚持不懈。莱克顿中国校区将提供丰富的体育运动，涵盖游泳、
足球、篮球、健身、击剑、网球等方方面面。学生有机会通过这些项目锻炼技能，磨练
意志。

音乐
我们非常注重孩子的音乐教育，有多种乐器课程可供选择，包括打击乐、管弦乐、钢琴
等。

戏剧
Lucton School本校的戏剧老师Lyndsey Rogers是哈利波特电影系列的第二助理导演，有着丰
富的教学经验。我们在国内的课程将移植Lucton多年的戏剧教学经验。每学年，学生们都
将举行各类演出，展现自己天赋才华。

语言
我们将在课外提供第三语言课程，一般提供法语或西班牙语，让学生成为国际人才。

学生社团

莱克顿鼓励学生们形成社团，开展辩论、模拟联合国、扩展科学、演讲、陶艺和烘焙等
活动。



办学特色



导师体制

• 莱克顿崇尚小班制教学，莱克顿中国学校也会
沿用导师体制，传承莱克顿英国所坚持的让每
一位学生都得到精心辅导的理念。

• 导师式指导保证每一位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节
奏学习，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开拓学
生视野，关注学习状况。

• 导师体制和莱克顿中国学校的大学规划项目结
合。帮助学生找到学习的方向和事业的目标。



STEM 教学法
• STEM是Science （科学）、Technology（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数学）的缩写。英

国是STEM教学法的前沿实践者。莱克顿学校多年践行

STEM教学法。其领头人Dr Richard Miller是英国液态晶

体研究专家，有丰富的科研和与企业研发结合的经验，

在加入莱克顿教研团队后带领学生培养跨学科、实践性

学习能力。

• 莱克顿中国学校会全面践行STEM教学，在不同的年龄

阶段给学生设计相应的STEM项目和活动。全面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发散性思维、独立研究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

• 莱克顿中国学校会将编程教育普及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

让学生深入了解云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

息时代元素，全面提高计算机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抽

象推理、建模分析、合作沟通能力。

• 莱克顿中国学校会与国内外一流科技创新公司合作，为

学生提供更多的与企业交流机会，让学习与职业未来接

轨。



升学指导

• 莱克顿中国学校的大学规划项目将学术课
程、学生自主研究课题、兴趣爱好以及社
会活动相结合。

• 大学规划项目为学生申请包括英国罗素联
盟的世界名校奠定坚实基础，提供申请过
程的全程指导。

• 大学规划项目组织学生参访世界名校，让
学生和大学、企业面对面交流，帮助学生
根据自身兴趣确定职业人生方向。



学校和社区关系

• 几百年来，莱克顿学校和莱克顿县的居民都一直保持
和睦、温馨的关系。学校的社区公益服务一直都是学
校的优良传统，学校和当地的融洽关系也是学校发展
生生不息的坚强后盾。

• 莱克顿中国学校也会坚持与周边的社区建立融洽关系。
一方面，鼓励师生通过志愿活动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
增强社会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在课外时间开放学校
相关设施，让社区居民共享教育设施。



森林教育
森林学校是莱克顿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我
们在森林学校课程的落实上有着数十年的实
践经验。

森林学校本身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学习过程，
通过在树木环绕的自然环境中的锻炼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团队协作、并发展他们的自
信和自尊。森林学校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学习
方式，可以在户外和林地中进行。我们专业
的教师团队会随时看护照顾孩子的安全。

在森林学校中，所有的学生都：

• 平等、独特、开放并充分展现自我价值

• 带着探索的心态投入学习

• 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中面对挑战

• 自发探索、自行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度

• 经常受到鼓励、由老师引导每一次进步

• 与自然、自我和他人建立积极的关系，发
扬团队精神



国际发展





中国发展
我们的上海幼儿园已于2018年年初在

上海古北地区落地，而位于上海的高

中也将于2018年9月开学。

中华基础

国际视野

小班化、走班制

中外教师合作教学

校董会负责

中外双校长管理

为每一位学生的天赋
喝彩

中西结合



引进优势



莱克顿优势
莱克顿学校会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引进国际视野的教育，并做适合中国学生发展
的国际教育，旨在培养出具有全球化特质的学生，并保持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充分考虑中
国学生的思维方式。我们能做到：

中西结合、融会贯通

国际证书、全球认可

重视体育、素质教育

快乐教学、寓教于乐

英国学籍、无缝对接 可申请全球大学

高升学率

毕业后良好发展前景

文化融合、国际公民

注重实践、科研精神

国际课堂、远程支持 为国家培养优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