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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
我们的教育理念 - 志存高远 
Be Ambitious
我们相信学生的能力是无限的。在
北京英国学校 - 顺义校区，我们为
您的孩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让他
们在学术、社会和个人方面都变得
更加优秀。我们卓越的教师通过个
性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和激励您的孩
子，根据每一位学生的长处和爱好
因材施教。我们在每个课程和每项
活动中都创造挑战同时也提供支
持，以便学生能够不断学习，不断成
长。我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学生们
能够体验新的事物。

认证与会员资格
• ACT 866170
• 中蒙国际学校协会（ACAMIS）

BSB
• 剑桥国际考试（CIE） CN 559
• 国际学校理事会(CIS)
• 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COBIS/

ISI监察）
•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 CEEB 

694789
• 爱丁堡公爵国际奖, The Duke 

of Edinburgh’s International 
Award

• 英国爱德思国家职业学历与学
术考试机构 (Edexcel) 92848

• 亚洲英基学校联盟 (FOBISIA) 
BSY

• 汉语水平考试（HSK/YCT）
• 国际文凭组织（IBO）中学项目授

权学校006636
• 诺德安达教育集团, Nord 

Anglia Education School
• 英国高校联合招生委员会

(UCAS)

关于我们

校园设施
我们承诺创建和维护一个以学生
为中心并且安全和快乐的学习环
境，激励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学习
与成长。

• 音乐技术套件和练习室
• 物理、化学、生物学和设计技术

专业实验室
• 两座图书馆以及学生学习区域
• 计算机联网教室
• 舞蹈和戏剧活动室、大礼堂及

阶梯式座位剧场
• 两座室内运动场
• 网球场
• 室内游泳池和儿童游泳池
• 草坪足球场和田径场
• 室外游乐场
• 家长志愿者咖啡馆
• 定制式空气净化系统

我们的学校
北京英国学校 - 顺义校区（BSB）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型社区，为来
自6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提
供卓越的教育。我校成立于2003
年，为您的孩子提供北京最好的国
际学校教育。我校融合了幼儿园、小
学到高中的校园为课堂内外的学习
提供了优良的设施。
BSB学生将按照英国国家课程来学
习，并增加了其他的语种，包括法
语、德语、西班牙语、中文和韩文。 
16岁时，学生完成9-11个科目的考
试获得IGCSE / GCSE资格。 17岁至
18岁的高中生学习国际文凭大学预
科课程 IB Diploma。 
凭借超过125种不同的课后活动和
体育及表演艺术课程，我们的学生
有机会学习和掌握技能，并获得一
般课堂环境之外多种全新体验。

德国国家课程
德国小学课程是我们针对德国制一
至四年级以德语为母语的学生设置
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德国国家课
程的核心课程，同时在非核心课程
和各种学校活动中与BSB其他的英
语学生课程相融合。

校历和上课安排 
每学年包括183天，共分为三个学
期，即八月到十二月、一月到三月和
四月到六月。

      
我女儿对她的老师评价非常高。她
将继续在全体优秀教师和卓越的
学校以及课程的依托下茁壮成长
和进步。看着她在课堂上的照片和
她收集保存的所有照片，我们确信
她在这里快乐的学习和成长，并培
养了自身的价值观和远大的志向。
感谢贵校为我的女儿提供了极好
的教育!

-来自一位中学生家长，Navasivu女士

学制

关键阶段 年级组 年龄（岁）
早期基础阶段 
(EYFS)

幼儿园小班
幼儿园中班
幼儿园大班

18个月
到4岁

关键阶段 1 
(KS1)

1和2年级 5-7岁

关键阶段 2 
(KS2)

3, 4, 5, 6年级 7-11岁

关键阶段3 
(KS3)

7, 8, 9年级 11-14岁

关键阶段 4 
IGCSE (KS4)

10和11年级 14-16岁

国际文凭大
学预科课程 

（IBDP）

12和13年级 16-18岁



为您的孩子进入世界舞台打好基础
我们与茱莉亚音乐学院合作的项目
我们的音乐课程是和世界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合作设计的。通过代表
性的作品和与职业音乐家的定期联系，为您的孩子提供独特的音乐学习
机会。
音乐能在您孩子的教育中起到转化的作用。茱莉亚-诺德安达表演艺术课
程的设计是为了让学生深入参与到表演艺术中，促进文化素养、创造力、
批判性思维与合作。

具有合作、创新和求知的精神
MIT麻省理工学院-诺德安达STEAM课程
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STEAM）应对现实世界的挑
战，能够培养孩子的多种能力，如灵活性，创造力和沟通能力。他们
将被鼓励去尝试而不是等待指令，并认识到合作和批判性思维可以
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诺德安达教育集团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向您的孩子引入这种学习
STEAM课程的新颖方法，鼓励创新和实验，同时教会他们如何将自
身技能运用到现实世界的情境中。请观看我们的视频，了解更多我
们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信息。

全球校园——独特的国际学习机会
我们的全球校园汇聚了诺德安达教育集团(NAE)的47所学校，共计45,000名学生和9,000位教职员工。我们的全
球校园将学生们联系在一起，您的孩子可以获得国际学习的机会。作为NAE的一员，我校有幸能与一些杰出的组
织合作，让我们获益匪浅。

网络全球校园
网络全球校园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学生们可以创建内容，
与受邀的专家一起学习，与别人辩论。通过各种各样专为
其年龄段定制的课程、信息和挑战，您的孩子将与全世界
45,000名学生及一流的专家一起学习。

学校全球校园
学校全球校园提供全球化的活动、挑战和竞赛，您的孩子可
以在学校中与各年龄段的学生一起合作，为各种实际情况
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世界全球校园
在远离校园的地方有时候可以更好的帮助学习，包括学生
们一起到一个不熟悉的、令人兴奋且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参
加游学。学生们有机会参与新的活动，与不同的人一起学
习。

在全球校园中学习 Global Campus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正在提高诺德安达教育集团的学生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注，并与当地社区合作，为解决这些全球性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课程”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课程计划、视频、漫画和创
意内容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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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学校名单

Be Ambitious

英国
伦敦大学学院（UCL）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爱丁堡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布里斯托大学
华威大学
伦敦艺术大学

美国和加拿大
杜克大学，美国
多伦多大学，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加拿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美国
华盛顿大学，美国 亚洲和澳洲

欧洲
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荷兰
格罗宁根大学，荷兰
洛桑大学，瑞士
鲁汶大学，比利时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荷兰
米兰大学，意大利

香港大学（HKU），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HKUST）， 香港

首尔国立大学（SNU），韩国

北京大学，中国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韩国

悉尼大学，澳洲

我校83%的中学生在IGCSE/GCSE
考试中取得了A*-C的成绩，而英国
平均水平为66%。
GCSE 和 IGCSE 是目前世界公认, 
针对14 至16岁学生最具挑战性的
课程。这门全日制两年的课程以作
业和考试相结合为特色。

中学阶段-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
书考试成绩 （IGCSE)

• 我们17%的学生拿到40分及以
上的成绩，而全球则为9%。

• 我们32%的学生获得了双语文
凭。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通常缩写
为IBDP，为适用于16-18岁学生的
两年教育课程。该课程是被广泛认
可的资格认证，可进入全球更高教
育阶段学院和大学学习。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英国

Randy Zhang

Chenoa Sankar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

SuMin Kang
首尔国立大学，韩国

优异的教学成绩和学术成果
小学阶段

小学课程的一个明显优势在于课程
结构清晰，并且从幼儿园教育开始
就会明确年终预期目标。我们合格
且经验丰富的老师严格跟进每一位
孩子的学习进程和成就，确切地了
解孩子所取得的成绩并有效规划他
们下一步的学习方案。我们会把孩
子的情况通过书面成绩报告以及家
长会的形式反馈给家长。学生们也
会随时得到针对他们学习进展的更
新,训练自己成为主动学习者。
而且，我们的教学方法确保学生能
够体验到具有创造性，吸引力并颇
具挑战性的任务，能够唤起学生们
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除了英语、数
学、科学、人文和计算机课程之外，
我们还提供了中文、体育教育和音
乐等专业教学。我们注重项目式学
习，这也确保了我们的学生发展成
为可塑、机智并善于反思的学者。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考试成绩
（IB Diploma）

34 30vs.

全球平均分BSB平均分

Amy Wei 
多伦多大学，加拿大

Kirsty MacLeod
伦敦大学学院，英国

成绩A*或A

成绩A*, A, B, C

35%
83%

北京英国学校 - 顺义校区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开发区安华街9号南院，
邮编：101318      电话:  +86 10 8047 3558
电子邮箱:admissions@bsbshunyi.com
学校网址：www.bsbshunyi.com

请联系我们并获取更多信息！

我们的
毕业生去向？

今年已经有91%的诺德安达教育
集团毕业班学生进入了全球46
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其他将在一
月份开始进入大学读书。其中包
括全球30所顶级大学中的24所。

爱丁堡大学，英国
Victor Du

香港大学， 香港
Sid Var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