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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校长欢迎辞 
President’s Welcome

WLSA上海学校外方校长（英国伊顿公学前任校长）

托尼·里特先生（Mr. Tony Little）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LSA Shanghai Academy. WLSA Shanghai Academy is the 
flagship of the WLSA ideal -- creating a truly globally-minded 
culture in which students are educated to see how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for the better as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It 
is a school in whic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s work together, thereby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and wha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WLSA Shanghai Academy is special in China with high 
academic standards and a unique program that gives 
students the skills and mindset to be successful in universities 
abroad and effective as global citizens. It also has a unique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students from all over China.

WLSA Shanghai has a noble ideal and it is a 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It is wholly about students and their futures, not 
about making money. Today’s students are the vanguard of a 
movement that I believe will become highly significant in years 
to come.

Imagine a time when there are WLSA Academie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haring the same vision. It is the students 
here in Shanghai right now who are setting the standard and 
establishing the culture.

You students hav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remarkable for yourselves,but also to be part of a much bigger 
picture. Work har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is unique WLSA 
experience and enjoy it all!

我很高兴能够见证并参与WLSA上海学校的发

展。 WLSA上海学校是践行WLSA（世界名中学

联盟）理想的旗舰学校——在真正国际化思维的

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见证你们成长为明天的领

袖，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校的学生们来自中

国各地，背景不同，汇聚于斯。你们相互理解，

彼此包容，一起学习生活，共同创造未来的无尽

可能。

在中国，WLSA上海学校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

校。学术上的高要求和独一无二的课程体系，培

养出学生们卓越的思维方式、 优异的学习成绩和

极强的适应能力，使你们能从容面对国外的大学

生活，继而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全球公民。不仅

如此，WLSA上海还面向全国优异的中学生，开

设特色奖学金项目。

WLSA上海学校有着崇高的理想：作为一所非盈

利学校，她全然为学生及学生的未来考虑，而非

商业逐利。 畅想未来，WLSA学校将遍布世界，

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今日上海的莘莘学子，明

天全球的未来领袖！同学们，正是你们在锻造

WLSA的非凡标准，丰富WLSA的文化内涵，在

WLSA发展的宏大愿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愿大家珍惜在WLSA上海学校的学习经历，充分

利用独特优势，努力学习，并乐在其中！

• 托尼先生曾在英国担任知名中学校长20年并担任国际男校联盟主席

和多所私立、公立学校的校董；

• 1996-2002 Oakham School 校长；

• 2002-2015 Eton College 校长；

• 托尼先生在2011年创建世界名中学联盟（WLSA，World Leading 
Schools Association）旨在为中外知名中学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提供

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 2016年从伊顿公学退休后，托尼先生总结了其过往20多年的校长

生涯并撰写了“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Education”以及

“Adolescence, how to survive it”两本著作；

• 2019年起，托尼先生担任WLSA上海学校外方校长，负责学校的战略

规划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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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to
校 训

Leading Innovation through Learning 

学习  引领  创新

Mission
使 命

To empower young people to become successful leaders who 
make a positive impact in their communities.

赋能年轻人，使之成为成功的领导者，对其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Vision
愿 景

To create access for stude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 to a uniqu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identity and growing

through a global network of schools.

使家境、背景各异的学子有机会接受独树一帜的国际教育，

即根植于中华，成长受益于全球名校的优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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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im to be: 

我们立志成为这样的人：

Creative and reflective 
开拓创新，反躬自省

Harmonious and healthy 
身心健康，和谐共融

Ambitious in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志存高远，追求卓越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逆风飞扬，遇挫弥坚

Globally aware, respectful and inclusive 
国际视野，相互尊重，开放包容

Ethical, honest and accountable 
厚德载物，诚实守信，勇于担当

These values define who we are – the beliefs that guide our actions and 

behavior. They influence the way the whole WSA community work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y are the foundation of a WSA education.

这些价值观是我们的定义与信念，它指导着我们的行动和行为，影响着整个WLSA上海

学校社区彼此合作的方式，更是我校教书育人的立校之本。

Values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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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学生

（来自20个省、市、自治区）

96
教师

（来自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WLSA上海学校 (WLSA Shanghai 

Academy) 是世界名中学联盟 (World 

Leading Schools Association, 

WLSA) 于2012年9月在上海开设的

国际高中课程项目。WLSA课程的研

发及实施，获得了以中国北京四中、复

旦附中，美国格罗顿中学、哈佛西湖中

学，英国伊顿公学，澳大利亚基隆文法

中学为代表的世界知名中学和以耶鲁大

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范德堡

大学等为代表的世界顶尖大学和权威机

构的鼎力支持。

从2015年的第一届毕业生开始，

WLSA学子收获了哈佛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

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等英

美顶尖大学的录取。这也充分说明了通

过WLSA上海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子深

受国际顶级大学的青睐。

学校简介
School Overview

Profile
学校概况

Data
升学数据

1:6
师生比

60+
学生社团

530人 21% 

2015-2021年
七届毕业生总人数共530人

已入读US News排名

前 20 的名校

90% 100%
已入读US News排名

前 50 的名校

已入读美国、英国
等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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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成果 | Expected Learner Outcome

教育初心 | Educational Purpose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dedicated to providing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by 
developing the self-knowledge, understanding, 
skills and values essential for self-directed, life-long 
learning. We nurture well-balanced young people 
who have the confidence, intellectual ability and 
character to lead positive change, being wise and 

compassionate leaders in their communities.

我们致力于卓越学术的最高标准，竭尽所能为我们的学生

提供最好的教育，使之在自我认知、理解力、技能和价值

观等核心素养上不断发展，成为自我导向的终身学习者。

我们培育具有自信的，心智和个性均衡发展的年轻人。他

们将会成为睿智且富有同情心的领导者，并引领社会进行

积极的变革。

In achieving our educational purpose, the WSA 

curriculum an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ombine to produce successful learners who, by the 

time they leave the school:

为达成教育初心，WSA课程和教学环境合力培养出成功的

学习者，并在学成离校时成为：

•  Are able and willing to take an active role in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愿意且能够成为一个积极的终身学习者

•  Are creative, critical and resilient problem-solvers, 
taking into account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具有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抗逆力，能从多种角度进行 

考虑的解决问题者

•  Are effective communicators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能用中文普通话和英语进行高效交流的沟通者

•  Are grounded individuals with healthy self-esteem 

who are able to manage their own well-being 
through developing self-reliance and by taking 
responsibility

 有健康自尊心的稳定个体，能通过发展自力更生和承担

责任来管理自身福祉

•  Embody the personal attributes of honesty, 
empathy and respect, regardless of personal, 
social or cultural differences

 具有诚实、同理心和尊重他人的个性，无论其个人、社

会或文化差异如何

•  Act responsibly, contributing to the values and 
practices of the communities and teams of which 
they are a part

 负责任的行动派，为其所在的社区和团队的价值观和实

践做出贡献

•  Are positive agents of change through leadership 
of their communities

 引领和催化其所处社区的积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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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中学联盟简介
WLSA Overview

世 界 名 中 学 联 盟  ( W L S A ) ， 是 由 中 国 北 京 四 中

（Beijing No.4 High School）、复旦附中（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美国哈

佛西湖中学（Harvard-Westlake School）、格罗

顿中学（Groton School），英国伊顿公学（Eton 

C o l l e g e ） ， 澳 大 利 亚 基 隆 文 法 中 学 （ G e e l o n g 

Grammar School）等43所世界知名中学于2011

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发起成立的。该联盟致力于促进世

界名中学之间、世界名中学与名高校联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探索21世纪领航中学的教育发展方向，创

建与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的中学素质

教育课程和评价体系，并通过借鉴东西方素质教育的

经验和理论成果，探索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及国际化

和本土化的评价体系。世界名中学联盟升学指导委员

会为联盟学校的学生组织多场高端升学指导论坛，邀

请世界知名大学招生官来学校进行面试并为优秀学生

提供推荐信。同时，世界名中学联盟国际课程委员会

整合其成员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面向中国学生开设

“WLSA国际高中课程班”项目，为中国优秀学子提

供顶级国际高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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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中学联盟升学指导委员会于2013年在英国伊顿公学（Eton 

College）成立，由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

（Vanderbilt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以及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等大学和机构的

高级代表参加。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复旦附中），是上海市首批“上海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之一，是一所受上海市教委和复旦大学双重领

导的寄宿制高级中学。学校现有高中3个年级，包括海外学生共

五十多个班级，在校生1700余名。

复旦附中秉承“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以教风学风

严谨踏实、学生基础厚实而全国闻名。学校还与美、英、德、

日、澳等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中等和高等学校有着广泛的联

系。每年的毕业生中，有近70%考入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

大等著名中国高等学府，另外也有一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海

外名校留学深造。

2011年7月，复旦附中正式加入了世界名中学联盟，成为世界名

中学联盟的七大常任理事单位之一。

2011年成立时的7位常任理事单位代表，

照片从左到右依次是：英国伊顿公学前

任校长 / WLSA上海学校现任外方校长

Tony Little先生、美国哈佛西湖中学时任

校长Tom Hudnut先生、北京四中时任校

长刘长铭先生、WLSA上海学校中方校长

贾博先生、澳大利亚基隆文法学校校长

Stephen Meek先生、美国格罗顿中学时任

校长Rick Commons先生、上海复旦附中

时任校长郑方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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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校长亲自挂帅，保驾护航

 伊顿公学前任校长负责WLSA上海学校的管理运营

 为学生申请世界名校助力

创新的国际课程

 WLSA GIP“国际影响力课程”，为中国学生走向世界而量身定制

 该课程获国际顶级大学青睐，助力WLSA学子在海外深造及职业生涯中乘 

 风破浪

优质的师资队伍 

 WLSA海外联盟学校名师大力支持

 国内外顶尖名校毕业（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西北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范德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

理工大学，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图卢兹第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

 曾任教于沪上知名国际学校的资深IB、AP、A Level课程的老师

 平均教龄5年以上，海归占比50%以上，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60%以上

卓越的升学服务

 贯穿三年的系统升学指导课程 

 国外大学展会及招生面试

独特的海外交流活动  

 了解不同的教育体系及课程

 体验海外名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式，结交各国精英学校的新朋友

 开阔眼界、了解不同文化，在实践中获得跨文化理解力与领导力

丰厚的奖学金  

  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旨在帮助寒门英才享有留学深造的机会

  WLSA优秀奖学金，旨在激励WLSA学子追求学术卓越

大办学特色6  Schoo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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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Curriculum

两个国际高中课程体系（10-12年级）：

 WLSA美高课程体系

 WLSA A Level课程体系

这两大课程体系的核心是我们的菁英课程WLSA Global Impact 

Program（WLSA GIP），即WLSA国际影响力课程。

WLSA国际影响力课程（WLSA GIP）的设计与开发是基于

WLSA的核心价值：

 促进学术卓越 Promoting academic excellence

 培养社区领袖 Creating community leaders

 成为全球公民 Developing global citizens

WLSA GIP是整个WLSA课程体系的核心，由一系列以技能为主、跨学科的科目组成，旨在培养中国

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力及素养的全面提升，并更好地传承中国文化精髓。WLSA GIP课程体系中的

科目一直在丰富中，并且每年都需要通过课程审核，充分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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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P
WLSA国际影响力课程

大独特课目5
Unique Courses

 技能拓展 / 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 SDP

最初与剑桥国际教育与评估中心（CAIE）合作设计的项目式学习

（PBL）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的研究的技巧，批判性评估，反思性学

习，高效的团队合作（领导与聆听），以及有效的沟通等能力和素养。

 战略研究 / Chinese Strategy

这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将中国历史、政治和东方哲学融合在一起，以

研究古代中国的冲突与和平战略为中心。该课程特别关注对大背景的分

析，以反映和制定针对全球时事的可行战略行动计划。

 伦理哲学 / Cross Culture Philosophy and Ethics

侧重于诚信、道德教育和作为国际社会一份子的道德责任。 通过本科

目，学生将对道德问题，尤其是将产生世界影响的道德问题有更广泛的

了解。

 思辨  / Colloquy

Colloquy起源于英国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是一门

基于研究的学习课程，特别针对学术写作、逻辑和批判性思维，让学生

从不同角度批判性地评估主题，通过语言、艺术等方式构思、组织并明

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同时能准确理解及分析他人的观点，并给出

有效反馈。 

 跨文化理解能力 
 Assimilation and Differences Across Societies, ADAS

这是一门改编自美国哈佛西湖中学（Harvard-Westlake High 

School）的课程，主要采用哈克尼丝圆桌（Harkness-table）讨论的

方式学习。 学生将分析和对比中外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在制定适应该

国的计划之前检查并预测自己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与挣扎。 班

级结构使学生能够在苏格拉底式的研讨环境中参与，

并学习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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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ino
WLSA 美高课程设置

.  中国文学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I

.  美国历史  *

.  世界历史  *

.  计算机科学  *

.  西班牙语 I / 西班牙语 II  *

.  视觉艺术  *

.  戏剧研究  *

.  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写作 I

.  微积分

.  物理  *

.  化学  *

.  生物  *

.  微观经济学  *

.  宏观经济学  *

.  心理学  *

.  艺术史  *

.  环境科学  *

.  2D艺术设计 *

.  3D艺术设计 *

.  英语文学 II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II

.  欧洲历史  *

.  计算机科学  *

.  西班牙语 I / 西班牙语  II  *

.  视觉艺术  *

.  戏剧研究  *

.  微积分预备

.  英语语言文学

.  GAC英语

.  中文文学

.  艺术与音乐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

.  物理  *

.  化学  *

.  生物  *

.  美国历史  *

.  世界历史  *

.  心理学  *

.  西班牙语 I  *

.  戏剧表演  *

.  微观经济学  *

.  思辨 I   

.  技能拓展

.  思辨 II   

.  跨文化哲学与伦理道德

.  跨文化理解能力

.  战略研究

.  毕业设计

.  统计学 *

.  进阶数学  *

.  物理 *

.  化学 *

.  生物 *

.  进阶物理  *

.  进阶化学  *

.  进阶生物  *

.  微观经济学  *

.  宏观经济学  *

.  心理学 *

.  艺术史 *

.  环境科学  *

G10

基础课程
高级课程
菁英课程         

G11 G12

（* 代表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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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vel

WLSA A Level 课程设置

.  英文文学

.  中文文学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I

.  A2 数学

.  AS 艺术与设计

.  AS 物理 *

 *

.  AS 化学 *

.  AS 生物 *

.  AS 历史 *

.  AS 心理学 *

.  AS 经济学 *

.  AS 计算机科学 *

.  AS 商业研究 *

.  AS 高等数学 *

.  英语文学与创作

.  中国文化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II

.  O Level英语

.  中文文学

.  体育

.  兴趣探索与职业准备 I

.  PreA 艺术与设计

.  PreA 物理

.  PreA 化学

.  PreA 生物

 *

 *

 *

 *

.  PreA 历史 *

.  PreA 心理学 *

.  PreA 经济学 *

.  PreA 计算机科学  *

.  PreA 商业研究 *

.  AS 数学

.  思辨 I  

.  技能拓展

.  思辨 II 
.  跨文化理解能力

.  战略研究

.  A2 艺术与设计  *

.  A2 物理 *

.  A2 化学 *

.  A2 生物 *

.  A2 历史 *

.  A2 心理学 *

.  A2 经济学 *

.  A2 计算机科学  *

.  A2 商业研究  *

.  A2 高等数学  *

G10 G11 G12

.  跨文化哲学与伦理道德基础课程
高级课程
菁英课程         

（* 代表选修课）

12WLSA Shanghai Academy



  三年升学指导课程

 每班配备一名全职升学老师，跟进学生三年高中的学习规划及申请，提供各类
竞赛、社团和社区服务机会，全程指导升学流程，提供推荐信等海外大学所需

要的材料。

 邀请世界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来学校做招生讲座

 WLSA上海学校定期邀请世界知名大学招生负责人为学生们举办嘉宾讲座，

嘉宾们通过介绍所在学校，与同学们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开阔了学生们的视

野，促进学生们对英、美、加、澳等国家和地区各类别高校的了解，同时对学

生们今后的人生规划带来了莫大的启发和引导。

 每年举办多场WLSA海外大学升学指导展会

 2015-2021届毕业生，其中 21% 的学生入读美国前 20 的名校，例如：普林

斯顿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达特茅斯学院、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埃默里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等等。

升学活动
College Admission Events

13 WLSA Shanghai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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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SA 奖学金
WLSA Scholarship

成立目的

WLSA奖学金的成立旨在为具有卓越

潜质、来自不同阶层的学生提供教育资

金，使其接受国际顶尖的精英教育，将

其培养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

积极变革推动者。

WLSA 奖学金

（寒门英才奖学金&优秀奖学金）

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于2014年成立，

是一项面向中国地区学生的纯公益性

奖学金计划，高中及大学本科阶段6-7

年的奖学金总额最高约为260万元人民

币，由世界名中学联盟（WLSA）发起

创立并负责管理，并由知名企业慈善基

金主导出资。

自2015年起，WLSA每年从全国选拔数

名初三或高一、家境贫寒或工薪家庭的

学生，颁发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

高中阶段，获奖学生将就读“WLSA上

海学校”，可获得每学年约22万元人民

币的学费资助。大学阶段，学生将就读

国外一流大学。WLSA将指导学生向国

外大学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并根据学

生获得大学资助的情况给予相应数额的

资助，确保学生有足够的资金完成国外

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业。

WLSA从2018年起又设立优秀奖学金。

每位获奖学生最高将获得总额约70万的

奖学金，用以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

有意向申请优秀奖学金的同学须先报名

参加WLSA上海入学报名表，取得考试资

格后须再通过WLSA上海学校的入学考试

并在所有考生中名列前10%（初三及高一

分开排名），方可获得面试资格。

优秀奖学金与寒门英才奖学金的遴选、培

养途径及高中阶段的资助方式基本相同。

2014年10月，WLSA精英奖学

金（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

成立仪式，照片从左到右依次

是：上海复旦附中时任校长郑

方贤先生、英国伊顿公学前任

校长 / WLSA上海学校现任外方

校长Tony Little先生、欧盟教育

基金会主席Berry Bock先生

2014年复旦附中时任校长郑方贤

先生、英国伊顿公学前任校长 

/ WLSA上海学校现任外方校长

Tony Little先生为WLSA奖学金获

得者闫呼和颁发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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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SA奖学金的申请

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及WLSA优秀奖学

金：WLSA跟学校签署协议，成立WLSA 

奖学金遴选基地。基地校根据奖学金申请

条件，在全省范围内推荐符合条件的初三

或者高一学生参加测试。若学校所在省份

未设立遴选基地，学生也可直接以个人名

义报名。

申请条件

 在国内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籍初

三或高一在读学生

 德智体全面发展，孝敬父母，身体健康

 在校年级排名前10%

 （年级排名可根据各学校生源情况协

商确定；SAT或TOEFL考试也可作为参

考，仅适用于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

 家庭年收入低于12万人民币

 （仅适用于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

 通过WLSA上海学校入学测试，名列前

10%

 （仅适用于WLSA优秀奖学金）

遴选流程 (WLSA寒门英才奖学金)

遴选流程 (WLSA优秀奖学金)

提交申请表 SMT
审查申请表

参加第一轮
笔试

参加第二轮
笔试及面试

提交其他相关文件
进行DET测试

综合评估背景调查录取确定入学，办理
相关入学手续

提交WLSA
入学报名表

优秀奖学金遴选
委员会进行遴选

参加奖学金遴选
笔试及面试

告知奖学金
遴选结果

参加入
学考试

通过遴选的候选人提
交优秀奖学金申请表

综合评估签订奖学金
协议

确定入学，办理
相关入学手续

admission@wlsafoundation.com（美高）

admissional@wlsafoundation.com（A Level）

021-65103013（美高）

021-62265887（A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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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Co-curriculum Activity

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社团和活动场地资源，引

进WLSA海外名校的经验，组织学生参加各

种不同的社团和俱乐部活动，在丰富课余生

活的同时，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

他们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充分发展学生的个

性特长，释放学生各方面的潜能。

17 WLSA Shanghai Academy



社团活动

在体育运动、音乐、戏剧、诗歌等任何一个方面有兴趣的学生，都可

以在学校的允许下，自行组织开展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在每次开展的

新设活动之前，学生只需要提交一份计划书给相关的指导老师，获准

之后即可筹办。我们要求学生对所开展的活动都要有书面记录，每学

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后都要对其举办和参与的活动进行一次总结。老

师会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给予学生相应的分数，以作为课外活动指

数计入学生总成绩。目前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学生已成立了戏剧社、

拳击社、击剑社、模拟法庭社、辩论社、摄影社、电音俱乐部、足球

队、篮球队、模拟联合国等60多个丰富多彩的学生俱乐部。
18WLSA Shanghai Academy



竞赛活动

同时，学校引入了各类高品质国际竞赛，如NSDA全美

演讲与辩论联盟，PPMT模拟法庭等，为学有余力的同

学们提供了大量在专业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的机会。

节日庆典

为增强学生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融合，学校除开设

了西方历史人文等方面的课程，请嘉宾做西方礼仪和中

外文化差异的讲座外，还会通过庆祝一些西方节日，比

如万圣节、圣诞节和感恩节等，增加外教与学生之间的

互动，真正感受到文化背景与风土人情的不同，同时促

进了中外教与学生之间的默契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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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

为培养学生回馈和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

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培养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学校的日常管理

和运行中，在保证学生学业的前提下，

学校会组织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

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通过一

系列的社区服务旨在培养学生关心他

人、服务社会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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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项目中，学生们可以：

锻炼、提高英语能力

体验海外高中生活

适应新环境

探索不同的文化和当地饮食

拓展交际圈

参观、学习当地历史文化

拜访世界名校

培养领导能力

海外交流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s

每年WLSA上海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去海

外的联盟学校参加为期三周到一年不等的

交换项目，亲身体验海外名校的校园文化

和学习氛围。同时WLSA上海学校的海外

联盟学校也会安排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

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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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伯勒中学
Marlborough College

学校简介

马尔伯勒中学是凯特王妃的母校，建校于1843年，建校之初只招收英

国各教堂牧师的儿子，如今学校对外招收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男生和

女生以增添学校文化的多样性和学校教育的国际化。1968年，马尔伯勒中

学率先招收女学生，之后其他学校纷纷效仿。除此以外，学校还在其他领

域创先，如将商学这门课程引入A-level 课程，创优数学项目等。为了学

校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确保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该校近几年引进了IB课

程，与A-level和Pre-U课程三轨并行。校方的教育宗旨是塑造学生个性，这

里的学生性格外向，真实自然，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学校特

设填充项目来提高学生积极性，增长学生的见识，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

校园的建筑群各具风格，夺人眼球。从都铎时期的建筑风格到乔治

时代的风格，从维多利亚式建筑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红砖建筑，走在校园

里，仿佛乘时光机器回到几个世纪前，追寻历史的遗迹。

  WLSA海外联盟学校介绍（部分）

项目 数据

建校时间 1843年

所在地区 英格兰（威尔特郡）

学校类型 男女混校

授课方式 寄宿制

学生数量 935人，1%国际学生

班级平均人数 11人

IB 平均分 35分

GCSE
75%的学生获得A*-A；
92%的学生获得A*-B

A-Level
46%的学生获得A*-A；
83%的学生获得A*-B

数据概要

Wiltshire, England, UK
威尔特郡，英国

近五年毕业生去向（前十）

录取学校 人数

布里斯托大学 126

爱丁堡大学 115

埃克塞特大学 86

纽卡斯尔大学 67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46

录取学校 人数

杜伦大学 56

牛津大学 54

伦敦大学学院 25

利兹大学 24

卡迪夫大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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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概要

格罗顿中学
Groton School

  WLSA海外联盟学校介绍（部分）

Groton, MA, USA  
格罗顿，美国马萨诸塞州

学校简介

1884年，格罗顿中学成立于马萨诸塞州，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寄宿

学校。学校占地385英亩，各类设施齐全。学校建立目的在于将学生

塑造为具有坚毅品质的人，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格罗顿距

离波士顿约2小时车程，是同欧洲、西印度群岛贸易的港口，以生产

潜水艇著名，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于1954年在此下水，是美国海军的

一个重要潜水艇基地。

学校以其优良的教学而闻名全国，杰出校友比比皆是，其中富兰

克林・罗斯福总统为该校校友。每年70 多名毕业生中，至少有25 名
学生进入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因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杰出

表现，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一直到特朗普总统，美国每任总统都

写信给该校，感谢该校为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了众多精英人才。

格罗顿中学拥有滑雪场、图书馆、划船场、艺术馆、剧院等设施。

近五年毕业生去向（前十）

项目         数据

建校时间 1884年

所在地区 美国（马萨诸塞州）

学校类型 男女混校

寄宿年级 8-12年级

学生数量
382人

13%国际学生

学生-教师比 4:1

班级平均人数 11人

学费 $57,400

AP课程数量 57门

SAT平均分  1450

ACT平均分  32

录取学校 人数

乔治城大学 26

芝加哥大学 24

哈佛大学 22

布朗大学 17

纽约大学 15

录取学校 人数

普林斯顿大学 12

耶鲁大学 12

达特茅斯学院 11

汉密尔顿学院 9

西北大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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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高中
Episcopal High School

学校简介

主教高中成立于1839年，是一所100%全寄宿的学校。学校地理

位置优越，地处弗吉尼亚州，邻近华盛顿特区及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地

区，教育资源丰富，名校林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采取小班制教育

制度，运用现代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并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保

证学生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

主教高中提供包括8个不同学科的150门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

与新的学习领域，挑战自我、超越自我。90%的校友表示，在主教高

中，他们身边都是积极上进的同龄人：这些同学通过他们的勤奋和毅

力，成为同学、室友和队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的榜样。

主教高中以学术荣誉、精神成长和社区为成立原则，培养年轻

人的智慧和勇气，让他们追求有道德的生活，成为一个日益紧密相连

的世界公民，并为之服务。

  WLSA海外联盟学校介绍（部分）

数据概要

Alexandria, VA, USA 
亚历山德里亚，美国弗吉尼亚州

2016-2019届毕业生去向（前十）

录取学校 人数

弗吉尼亚大学 30

维克森林大学 23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19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8

哥伦比亚大学 7

录取学校 人数

宾夕法尼亚大学 7

纽约大学 7

西北大学 7

普林斯顿大学 6

耶鲁大学 5

项目         数据

建校时间 1839年

学校类型 男女混校

寄宿年级 9-12年级

学生数量
440人

13%国际学生

学生-教师比 5:1

班级平均人数 11人

学费 $60,900

AP课程数量 62门

入学考试 TOEFL、SSAT

截止日期 1月15日

录取比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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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西湖中学
Harvard Westlake School

  WLSA海外联盟学校介绍（部分）

Los Angeles, CA, USA
洛杉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学校简介

哈佛西湖中学是一所位于洛杉矶，美国西海岸最好的私立走读学

校，是由1900年的哈佛学校（男校）以及成立于1904年的西湖学校（女

校）在1991年合并而成。哈佛西湖中学共有两个校区，7-9年级在中学

校区，位于洛杉矶市区，10-12年级在高中校区，位于Studio City（两个

校区之间相隔20分钟车程）。学校课程设置丰富，除了学术课程以外，

还设有艺术、计算机、新闻传媒类的课程。

数据概要

近五年毕业生去向（前十）

录取学校 人数

南加州大学 92

纽约大学 83

密歇根大学 70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50

哈佛大学 45

录取学校 人数

芝加哥大学 4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42

宾夕法尼亚大学 42

斯坦福大学 38

康奈尔大学 36

项目         数据

建校时间 1989年

所在地区 美国洛杉矶

学校类型 男女混校

学生数量 1610人

学生-教师比 8:1

班级平均人数 16人

学费 $39,700

AP课程数量 28门

课程数量总数 315门

SAT平均分
Reading / Writing 716, 

Math 745

ACT平均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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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WLSA上海学校, 一个学养深厚、包容并蓄、

激情洋溢的国际课程项目，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学贯中西、兼

具文化情怀和国际视野的领袖人才，并且成为有创新能力和

有前瞻视野的全球公民。

WLSA上海学校成立于2012年，秉承“学习，引领，

创新（Leading Innovation through Learning）”的校训，

培养学生全球化视野和参与全球化竞争必备的核心技能，

如批判和创新性思维能力、团队合作和领导力、演讲和写作

能力等。我们由此开创了中西融合的课程体系，并努力打造

WLSA素质教育的GIP全球影响力菁英课程，培育出的历届

WLSA毕业生广受英美顶尖高校的认可和欢迎。

前瞻性：在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今天，科技发展

的日新月异，加速了知识的更新迭代，人类有太多的未知领

域有待探索与开发。因此，我们积极培养学生们的学习能力

以及社交组织能力，做一个充满热情和好奇心的终身学习者

和一个对未来有积极影响力的全球公民。

创造力：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崛起的互联网时代，我

们在适应变革的同时，要保持并发扬至关重要的，独属于人

类的特性和技能 — 诚信、协作、同情心、好奇心，尤其是

创造力。从我们的校训可以看出，创造力是我校尤为重视培

育的核心素养之一，因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每一代人了解世

界的能力以及以新的方式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的能力。

全球化：WLSA上海学校是WLSA（世界名中学联盟）

的直属学校，WLSA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多元文

化交流的平台。我们在全球五大洲拥有50多所顶尖中学的联

盟学校网络，学生们可以通过短期或长期交换，体验不同国

家的教育文化氛围和学习方式；更有大大小小的国外知名大

学升学展会、名校学生及校长论坛等海内外交流项目，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老师零距离研究、探讨与合作。

面对与日俱增的不确定性和层出不穷的“新常态”，

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WLSA学子们将汇聚一堂，在这里并

肩学习，共同成长，以创造力、自信心和使命感拥抱未知的

未来。在你们发现WLSA上海学校独到之处的同时，我衷心

地希望你们可以更好地融入我们这个充满激情的大家庭。我

热切盼望能和大家一起，在WLSA上海学校开启一段激动人

心、影响深远的新旅程。

中方校长寄语
Principal’s Welcome

WLSA上海学校中方校长

贾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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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年级 十年级

招生对象 九、十年级在读

考试内容

笔试：英语、数学

面试：英语

多邻国英语测试DET（托福90/雅思6.5可免考）

考试费用 500元/人

报名方法

 关注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WLSA上海学校

 点击“预约报名”

 选择相应报考项目（“美高项目”或“A Level项目”）填写并提交，

 收到“提交成功”提示后， 3-4个工作日后会邮件联系

联系方式

美高咨询专线：021-65103013
A Level咨询专线：021-62265887
邮箱：admission@wlsafoundation.com（美高）

          admissional@wlsafoundation.com（A Level）

WLSA美高 & A Level项目招生和报名

*如学生有意愿插班十年级下或十一年级，请电话咨询。



电话： 美高咨询专线：021-65103013
 A Level咨询专线：021-62265887

邮箱： admission@wlsafoundation.com（美高）

 admissional@wlsafoundation.com（A Level）

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政熙路2号（杨浦校区）
 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299号（宝山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