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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寄语

我想借此机会向您及您的家

⼈表⽰热烈的欢迎。在过去

的20年⾥，我骄傲�地看到学

校不断成长壮⼤到今天的规

模。当然，这离不开经验丰

富、⽆私�奉献的⽼师们，也

离不开最富有激情的莘莘学

⼦们

每⼀个从Regent’s曼

⾕国际学校毕业的学⽣都显得出

类拔萃，从⽜津、剑桥到常春藤

学校，再�到各国政商⾼层，没什

么⽐分享他们成功经验更激动的

了。我们致⼒培养�学⽣拥有出众

的智⼒和思维、强⼤的信⼼和毅

⼒，以及精湛的实践能⼒。



校长致辞

不管从任何角度衡量，regent’s 
国际 学校都是泰国最好的学校之
一，作 为round Square国际组织
的成员， 我们与全球五大洲众多
国际学校一 同分享共同的目标，
精益求精的培 养个人发展和责任
感的养成。如果 您来参观我们的
校园，我们一定会 表示最热烈的
欢迎。我们保证通过 亲自参观我
们的校园您会看到我们 与众不同
的地方。

欢迎来到Regent’s曼⾕国际学
校，我校汇集了来⾃世界各地的
优秀学⽣。从独特的眼光看，我
们不只是为孩⼦准备进⼀步的教
育，更是为年轻⼈搭建踏⼊⽣
活、�适应社会环境的阶梯。我校
是公认的成熟教育机构。从学校
毕业的学⽣做得⾮常优秀，他们
已经从中学踏⼊⼤学，�甚⾄到世
界各地开始了他们的职业⽣涯。

国际学生将通过参与学校提供的各类活动体验并了解泰国文化。



我们的理念和目标

我们提供⼴泛且有挑战
性的愉悦课程，不论学⽣性
别、信仰和种族，我们都提供
平等的挑战和帮助。我们拥有
最好的英式教育，提倡并创建
以英语为交流语⾔的多元化国
际社区，并结合�Round�
Square国际组织的教学理
念，给学⽣创造国际化的丰富
的学习成长道路。�我们坚信通
过关怀、引领和知识的激
发，每位学⽣都能发挥⾮凡的
潜⼒。

Regent's graduates receive offers 

from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of the top university destinations 

include OXFORD, 

CAMBRIDGE, 

LSE and CORNELL 

圆方组织全球会议在我校举行，来自五大洲的孩
子们参加了此次会议。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康斯
坦丁国王出席圆方国际会议。圆方组织交流项目



Regent’s国际学校广阔的场地和先进的设施为学生开展
各类活动和服务项目提供了完美的环境。

我们的愿景和使命

我们的愿景

发掘每位学⼦的潜⼒�

引导学⽣成为博学、远识、尽责、守原则和⾃信的全球公
民，培养他们理解民主意识、环保意识、冒险精神、⾃我
探索和勇⽓、领导才能、同情⼼和服务于他⼈的意识。

来自英超足球学院的教练教授足球。
学生们在校内的Yamaha音乐学校进一步发展他
们的音乐技能。 来自Harper Golf 的教练教授高尔夫球。



全体员工对学生的坚决承诺与奉献精神使我们与众不同。
他们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发挥其最大潜能。

学校的⽼师

我们的⽼师是学校的⾻⼲，他
们为教育事业⽆私奉献；他们
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塑造终
⾝学习者的典范。我们聘请的
都是以英语为母语且经验丰富
的教师，他们在各⾃⼯作的领
域包含对教育的热情与动
⼒、拥有出众的专业知识和卓
越的教学技能。

教学⼈员全部具有英国教师资
格证 （QTS）。相⽐于⼤多数国
际学校， 我们学校有严格的筛选
程序和较低的员⼯流失率。所有
教师均拥有各⾃不同的个⼈成就
与兴趣特长，这也⼤⼤地拓展了
学校课程的⼴度和深度。



幼⼉园聘有合格，专业的�
幼教师资，以确保两岁到五�
岁的幼⼉都能健康发展与成�
长。幼⼉园分为托⼉班，幼�
⼉班和学前班三个阶段。采�
⽤⼩班教学，每个幼⼉都能�
在班主任和助教的悉⼼关注�
下，健康成长，充分发展�。

幼⼉们在活跃的课堂⽓氛 
下经由不同游戏来学习，以 达
到主动的创意学习。

by the end of the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in LANGUAGE,
LITERACY &

PERSONAL
DEVELOPMENT

We work hard to ensure that
all children have taken big steps forward

创造性学习对于孩子成长是极其关键的，因此我们
强调通过积极的游戏进行教学。幼儿园



小学

⼩学部因应每个孩⼦的不
同提供各种的学习、探索和
成长的机会。我们坚信：从
做中学习跟⾃⾝有关的内
容，并且有趣，专注的学习
才是有效的学习⽅法。我们
拥有专业合格的⽼师，教授
不同年级的英⽂，数学与科
学。学⽣们同时也学习体
育，游泳，美术，⾳乐，戏
剧和外语。在这⾥，

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孩
⼦，最后都能⽤英语思
考，学习与沟通。 ⼩学毕业
后，也都充分具备⾜够的能
⼒以迎接中学的挑战。



中学

11-14岁（7年级-九年
级）的学⽣将会学习英国国家课
程中的的核⼼课程，包括英
语、数学和科学。14岁
到16岁（⼗年级到⼗⼀年级）则
是致⼒于通过享有盛名，得到国
际认可的IGCSE考试。

Round Square理念下的德育智育群
育， 加上体育和美育，这五育是本
校中学部的核⼼价值。学⽣们通过
社区服务和课外活动的机会，拓展
个⼈的其他兴趣。我们的中学部是
由⼀群体贴、成熟、有实⼒和责任
⼼、受尊重的学⽣组成的。



提供合适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孩子们顺利迈上学
业成功之旅。 国际⽂凭课程（IB )

      IB国际⽂凭课程被世界各国名牌⼤
学所⼴泛认可。16岁到18岁的学⽣需
要学习语⾔、社会学、科学、数学，及
艺术（或⾮艺术的其他⼀门科⽬）。

其中必修的两科：专题论⽂（EE）和创
意、⾏动与服务（CAS）让学⽣透过实
际的经验和藉由服务他⼈的过程发展出
⾃主独⽴学习的能⼒。 现在的⼤学不仅
看重优异的学习成绩，所以我们为学⽣
提供平台，让学⽣可以发展更多的能
⼒，以符合⼤学更多更⾼的⼊学标准。

我们的⽼师随时提供指导，同时也⿎
励学⽣⾃主学习。确保每位学⽣都在⽼
师的⿎励与⽀持下，完全充分地发挥潜
能。并在有经验的⼤学指导员的辅导
下，做好时间的管理，



寄宿部

- 为了学⽣健康成长，Re-gent’s
曼⾕国际学校为学⽣们的提供了
家⼀般温馨的寄宿社区。

⾼质量的关顾辅导，确保学校的
每⼀次决定都以满⾜寄宿⽣学习
⽣活的需要为中⼼。
寄宿可以避免曼⾕交通拥堵给你
带来的不便。

寄宿⽣也可以在每个晚上获得额
外的课业辅导。

这个由不同国籍、兴趣、特长和
个性的学⽣组成的⽣机勃勃的学
习⽣活社区，将带领我们不断在
追求卓越。
我们⼒求提供灵活的全⽇制和按
周寄宿，为寄宿⽣持续稳定地创
造⼀流的教育及⽣活。

学校宿舍中随时能得到教职员工的帮助。



在校园⽣活中，我们为学⽣提供
了各种机会让其在课堂之外获取
新的技能，以确保学⽣们成为全
⾯发展的世界公民。

活动项⽬基于Round Square国际
组织的IDEALS理念 ――国际主
义，民主意识，环保意识，冒险
精神，领导才能和服务他⼈，以
及IB国际⽂凭课程中的CAS即创
新、⾏动、服务三⼤项⽬模块。

我们⿎励学⽣在学习⽣活中尽
可能地尝试新颖且多样的各类
活动。从⾜球到哲学、从绘画
到辩论、从科学俱乐部到歌唱
团，我校的课后俱乐部为了满
⾜学⽣兴趣爱好的需要，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以⿎励学⽣
们尝试各类活动并且享受其中
的乐趣。

课堂之�外

戏剧等创造性艺术的学科技能常常伴随着我们的学
生，并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实践中受益匪浅。来自PJ Tennis的教练教授网球。



 Regent’s曼⾕国际学
校为学⽣提供在英国传统
寄宿学校学习和⽣活的机
会，这是我校所具有的独
特优势。作为我们所致⼒
于提供⼴泛且充满活⼒的
国际教育理念的⼀部
分，学⽣们将在英国学校
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中继
续他们的学业，同时结识
新的朋友并了解更多的英
国⽂化。

学⽣从英国返校时所收获
的丰富海外学习经验和得
到增强的各项能⼒，将会
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周
遭环境以及更快地回应外
界不断变化中的各种挑
战。

英国学习体验

在英国Barnardiston Hall学校的游学经历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各种活动，
如马术、曲棍球和篮网球。



认证资格

认证资格

      Regent曼⾕国际学校荣获国
际⽂凭组织和国际学校评议委员�
会批准，且是泰国国际学校协
会、泰国国际学校活动委员会和�
英国国际学校亚洲联盟成员，同�
时也得到了驻泰外交使团⼦⼥的�
认可和青睐。

Regent’s曼⾕国际学校是全
球极具盛名�的⽅圆组织
（Round Square）成员，协会
主席君⼠坦丁国王（HM King 
Constan-tine），协会得到安
德烈王⼦（HRH Prince 
Andrew）的赞助。世界160
所⽅圆组织学校都以培养未来
全球社区的领导�者为⼰任。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六 种
发挥⽀柱作⽤的“理 
想”（IDEALS）价值，分别是国
际主 义，民主意识，环保意
识，冒险精神，领 导才能和服务
他⼈，每所学校的成功都源 ⾃于
将其理念与实际的课程教学的有
效融 合。

我们的成功

我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致力
于成为学生优秀榜样的高水准
教师队伍。我校大部分教师均
持有英国教师资格或同等资
历。我们向来高度重视录用高
水平的教师加入教学团队。除
了教授外国语言的老师以外，
所有教师均来自英语⺟语国
家，且有近90％为英籍教师。
我校近几年的毕业生收到了来
自世界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
如牛津，剑桥，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伦敦帝国理工大学，伦
敦大学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
院，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
利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韩
国首尔大学等，部分学生获得
了全额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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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ent's International School, Bangkok 
601/99 Pracha-Uthit Road, 

Wangthonglang, Bangkok 10310 Thailand

(+66) 02 957 5777 or 092 362 8888
www.regents.ac.th  |  enquiry@regents.ac.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