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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顿学院( Myddelton College)始建于1859年,美丽的校园⾯积达50英 
亩,是英国⼀所著名的私⽴寄宿学校。学校紧邻英国⽂化遗产保护城市切斯特 
（Chester）距离英国最美的雪⼭墩（Snowdonia National Park）国家公园 
⻋程30分钟。 学校坐落于北威尔⼠13世纪著名的登⽐（Denbigh）城堡⻆ 
下, 周边围绕着美丽的⼭川、湖泊、森林、峡⾕和海洋，全⽅位展现了历史
建筑与现代化设施的完美结合。

 camps@myddeltoncollege.com

2022年⽶德尔顿夏令营旨在为对中国⽂化感兴趣的孩⼦提供兼具中英⽂语 
⾔学习、数学辅导、探索⼤⾃然与⼾外体育课程相结合的完美体验，并使孩 
⼦们通过为期两周的夏令营提⾼中英⽂阅读与写作能⼒，培养孩⼦的独⽴ 
性，提升孩⼦的时间管理能⼒。孩⼦们可以在这⾥结识到来⾃相同⽂化背景 
的新朋友，⼀起留下难忘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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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顿2022夏令营，将全程配备⾼素质的“学⻓管家”服务，为学⽣和家⻓ 

提供最及时最贴⼼的帮助。

Albert Gao和Kenneth Zou 于2018年就读于⽶德尔顿学院A LEVEL 课程。

2020年Albert 以A*A*A⼊读了King’s College London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 

Kenneth则以A*A B的成绩进⼊萨⾥⼤学的营养学专业。两⼈在⽶德尔顿学 

校念书期间就是⼀对好搭档，两⼈不仅⼀起在学海中奋战，更是搭档筹办了 

多场校级活动。 2022年的夏令营，两⼈接受学校的邀请成为这次夏令营 

的”学⻓管家”， 作为家⻓的联络专员并提供双语服务。

除此之外，学校还配备了24⼩时在线的护⼠，为孩⼦们提供及时的医护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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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由拉夫堡⼤学与莱斯特⼤学语⾔中⼼的资深中⽂教师专为以中⽂作 
为继承语的华裔双语孩⼦们⽽设计，以学习中⽂语⾔与中华⽂化为基础培 
养建⽴孩⼦们的中⽂思维能⼒，提⾼孩⼦对中⽂语⾔的学习兴趣。课程以 
⼝语化讲述成语故事并结合⻆⾊扮演的⽅式，从课程中提取常⽤词汇来提 
⾼阅读与写作。通过两周20⼩时的密集学习为孩⼦们提⾼500-700的中⽂ 
词汇量。

课程⽰例—盲⼈摸象
在课堂上⽼师会准备相应的教具，请学⽣们蒙上眼睛来告诉⼤家每个同学 
摸到了什么，每个同学的答案可能是摸到的物体的其中⼀部分，由此引出 
盲⼈摸象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使学⽣明⽩认识事物要从多个⻆度，只有 
对事物全⾯的了解，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根据故事提炼常 
⽤中⽂词汇，侧重于读写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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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课程-英⽂阅读课特⾊课程-英⽂阅读课
我们都知道，热爱阅读对孩⼦的发展和未来的⽣活成功⾄关重要。英国国 
家⽂学基⾦会研究表明热爱阅读的孩⼦的阅读量超过其同龄孩⼦的阅读量 
的三倍。除此之外，阅读⼴泛的孩⼦其⼼理健康⽔平⾼于阅读能⼒处于国 
家平均⽔平的同龄⼈三倍。

该课程由⽶德尔顿学院⼩学部与英国知名⼩学、⽂法中学的优秀教师联合 
执教。学⽣在⼊营时参加阅读测试，⽼师根据每个学⽣的阅读能⼒来推荐 
相应的阅读书⽬与章节。在营地起间，孩⼦们既可以接触到莎⼠⽐亚⽂ 
学，也可以领略哈利波特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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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顿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打造了享誉欧洲的⼾外课程，并被英国 
私⽴学校委员会（ISA）提名为英国卓越⼾外课程教育（Excellent 
Outdoor Adventure Education）。

孩⼦们会在⽼师的带领下探索美丽的雪⼭墩公园，以及北威尔⼠的⼭川、 
湖泊与海洋。通过与⼤⾃然的亲密接触，孩⼦们可以学到⽣活中的实⽤技 
巧，例如⽅向辨识，阅读地图以及野外求⽣等技能。⽼师会带领孩⼦们开 
展野炊、烤棉花糖等备受孩⼦欢迎的活动，在⼾外学习的同时提⾼孩⼦们 
解决问题的能⼒，建⽴健康并充满活⼒的⽣活⽅式，激发孩⼦的独⽴性与 
⾃信⼼，培养孩⼦的团队意识以及与他⼈之间的有效交流技巧。

 camps@myddeltoncoll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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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天，中国作为饮⻝之邦⻓期以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化，以 
其独特的⽂化内涵享誉世界。该课程旨在共寻中华⽂化之根，了解博⼤精 
深的中华传统饮⻝⽂化。孩⼦们将会⼀起学习和⾯粉，包饺⼦，做汤圆， 
的基本技巧。借此了解中国传统节⽇和⺠俗⽂化，体会⾃⼰动⼿丰⾐⾜⻝ 
的乐趣，感受集体协作的美好情谊。



pn

 camps@myddeltoncollege.com

⽶德尔顿学院2021年荣获英国私⽴学校委员会 （ISA）最佳体育学校
（Outstanding Sport) 。校内设有⻢场、室内体育场、⽻⽑球场、⽹球 
场、⾜球场、橄榄球场、壁球场、室内攀岩、健⾝房等体育设施。同时 
还有蹦床，太空球，软式⻜碟，秋千，⼾外攀岩等⼾外娱乐设施。



特⾊课程-游览特⾊课程-游览
Chester Zoo （切斯特动物园）
英国最⼤最热⻔的动物园之⼀，动物园占地110英亩，是超过8000多只， 
400多种动物的美丽家园。

Zipworld 
世界唯⼀的地下岩洞蹦床、弹跳⽹乐园，位于英国威尔⼠Llechwedd天然 
岩洞内,是由⼀系列的蹦床、⾛道和滑梯组合⽽成的地下游乐场。孩⼦们有 
机会在⼀个古⽼的地下岩洞中体会弹跳和滑翔的乐趣。三个巨⼤的蹦床悬 
浮在地下的洞⽳之中，连接着盘旋的楼梯和⼀个60英尺⻓的滑梯。蹦床由 
⼀系列的⽹编织⽽成，⾥⾯还有炫⽬的彩⾊灯光，将整个空间变得千变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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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课程-游览特⾊课程-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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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andudno 兰迪德诺
兰迪德诺是威尔⼠⼀个海滨⼩镇，⻛景优美，早在维多利亚中期就被打造 
成著名的度假胜地，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真实主⼈公⼀家常来度假的地 
⽅。孩⼦们可以在阳光灿烂的沙滩上参与沙滩排球，沙地滑梯以及堆沙堡 
等丰富多彩的沙滩活动。享受阳光、沙滩和海浪所带来的愉悦，让孩⼦们 
充分的释放天性的同时也不忘来⼀个当地农场的⾃制冰淇淋。

colwyn bay 科尔温海湾
科尔⽂海湾地处是地处北威尔⼠的美丽海湾，是英国著名的旅游度假胜 
地，俯瞰爱尔兰海域。



 周⽇ 周⼀ 周⼆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900 - 1230 抵达/离开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休息

1230 - 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 - 1730 破冰游戏

Snowdonia
National Park
雪⼭墩公园

中华传统美⻝

制作-⽔饺
 

校内体育与⼾

外娱乐

国际视野课程-
- 全球变暖

Colwyn Bay 科尔
温海湾

Chester Zoo切斯
特动物园

1730 - 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 2100 ⼊住宿舍 中国电影之夜 数学辅导 ⼿⼯艺术制作 数学辅导 中国电影之夜 篝⽕派对

 周⽇ 周⼀ 周⼆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900 - 1230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英⽂阅读

中⽂课
休息

1230 - 1400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400 - 1730  
中华传统美⻝

制作-元宵
⼾外探险

Llandudno 兰
迪德诺

海滨

 

国际视野课程—
现代科技

校内体育与⼾外娱

乐
 

1730 - 19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900 - 2100 放松休息 中国电影之夜 数学辅导 寻宝之夜 数学辅导 中国电影之夜 打包/休息

 

课程表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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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周

Zipworld
地下岩洞蹦

床，乘坐蒸汽

⼩⽕⻋到达

Snowdonia 
⼭顶    

闭营典礼与

BBQ 

第⼀周第⼀周



⽇期：

2022年7⽉3⽇—--2022年7⽉10⽇ | 2022年7⽉10⽇—2022年7⽉17⽇

2022年7⽉17⽇—2022年7⽉24⽇ | 2022年7⽉24⽇—2022年7⽉31⽇

2022年7⽉31⽇—2022年8⽉7⽇    | 2022年8⽉7⽇—--2022年8⽉14⽇

2022年8⽉14⽇—2022年8⽉21⽇

费⽤：£1500 每期（两周）£750 每周

预订：⼀周夏令营的预订费为£300, 剩余款项于2022年6⽉1⽇⽀付。
              两周夏令营的预订费为£500, 剩余款项于2022年6⽉1⽇⽀付

⽀付⽅式：Bank Transfer 
Name: Myddelton College 
Bank：Barclays Bank 
Sort Code: 20-07-89
Account Number: 13766608
⽀付时请使⽤学⽣的姓名和⽣⽇作为付款留⾔。 例如：James Zhang 
30/07/15

每期夏令营为两周课程。以上⽇期均可接受单周预定，优先接受 
两周预订。最后⼀期为单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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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年龄与住宿：7-14岁 (宿舍为单⼈间与双⼈间，学校根据学⽣年龄 
分配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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