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坚信，St. Stephen’s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学生需要做到的不仅仅能在当
今充满竞争力的社会上生存，而是能作为团体的领袖人物而存在。让学生能用博学
的知识跟上科技的发展，用科技武装自己。强大生存技能也是学生必备的技能之
一。学生能够认清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以及拥有高尚的品
德，能够自我依赖、自我约束、诚实守信。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同时尊重
每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学生会善于利用批判性思维以及高效率
的交流沟通技巧，帮助他们在将来的社会上立足。

办学理念
Kris Assakul 先生
学校创始人





作为一个顶尖国际的学校，我们完美融合东西方文化，培养世界明天的领导者。

愿景





我们的使命是“在今天创造出明天的领袖”。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为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阶层（2-18岁）的学生提
供从幼稚园到大学预科的全英文授课课程（泰文课和中文课除外）。无论是在学习
还是生活中，我们都鼓励学生尽全力做到最好，同时耐心引导学生，带领学生走向
未来社会领导者的大道。在 St. Stephen’s，我们结合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为学生
提供一个不同一般的教育环境。

我们的使命





来自校长John Rolfe先生的致辞

St. Stephen’s International School考艾校区是一所提供国际教育，坐落在有着
田园诗般的自然环境中的一所学校，靠近考艾国家公园。St. Stephen’s 的学术期
望很高，学生的目标是获得剑桥国际考试资格的认证。毕业于 St. Stephen’s 的学
生可直接申请海外或泰国国内的大学。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小班授课和因材施教为学
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学习不仅仅限于课堂之内，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
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更加广泛的技能和才能。圣·斯蒂芬强调终
身学习，不断获得新技能，为学生应对未来千变万化的世界做好准备。我们鼓励所
有学生追求卓越的学习生活、个人生活和人际交往能力。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安
全、充满快乐的学校，学生能够在东西文化双方的影响中成长，从而懂得不同文化
之间的价值，尊重不同的文化。

学校的参观者都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这里是一个友好，能让人感受到如家庭般温暖的
地方。我们真挚地欢迎你们前来学校参观体验，亲自感受这份温暖。





学校两个校区的教职工与学生会都会有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职工在
定期的培训中互相分享彼此的经验、互相学习。两个校区的学生也会在有机会的时
候一起学习交流，去到彼此校区一起完成某项任务。学校同时也会同时派出来自两
个校区的学生去参加校外的体育竞技活动、比赛，让两个校区有才能的学生得到同
样的机会。

一个学校，两个校区





集中式的英文强化班设置，能够帮助英文基础差的学生提高自身的英文能力，从而
跟上学校的相关课程。所有科目的老师在设计课堂内容的同时都会考虑这样设计是
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从而进行有利的调整。

泰语与泰国文化是学校最重要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结合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双方的教学理念，贯穿全校。泰语课程提供最核心最系统化的教学，确保以泰语为
第一语言的学生有能力成功进入到泰国当地的大学。同时学校泰语课也会教授学生
东西方文化意识、文化礼仪等传统。

中文课在学校作为十年级以下（幼稚园到九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学生升到十年级
之后中文会作为选修课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中文课会为中文母语与非母语的
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支持，让两者都能接收到良好的中文教育。

语言





学校致力于将东西方教育文化中的方法与价值统一，提供系统化的模式，鼓励学生
进行探究式的学习。在发展传播西方传统文化，帮助学生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让
学生也尊重与重视泰国与东方文化的文化价值。

东西方文化的相遇





学校在坚定地使用优质西方国际教育的同时保留泰国文化当中的民族特色，传播泰
国与亚洲社会文化中的价值重要性。

我们的国际化包括对国际多元社会的包容与认识，能够理解作为全球公民所拥有的
权利与责任、拥有善待他人的态度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能在当今交往密切的全球社
会中稳定发展。

St. Stephen’s 的国际化





在 St. Stephen's，我们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孩子们在此期间建立起学习的意
识、尊重他人的观念以及作为领导者的气魄。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快乐安全的室
内教育环境，同时学生也能享受到贴近自然的健康室外教育环境。我们拥有如家庭
般温暖的团队，为2到5岁的学生未来的学习旅程提供一个意义非凡的开始。我们的
学前教育部门拥有专业的老师和助教，利用英国学前教育的课程作为导向，同时根
据国际学生的情况做出相应调整，为学校学生提供一个更适合的他们的课程。我们
坚信，在学生开启他们的学习生涯时，打好基础，同时学会尊重自己与他人是非常
重要的。

我们通过玩耍、实践与学习，积极地为每一个拥有不同需求、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
提供一个高标准的学习环境。孩子们独立自信地完成他们需要在学前阶段的任务，
达到相应的目标。

请记住一点，孩子们当下的行为，是在为他们的未来进行彩排。

学前教育阶段（2岁左右-5岁左右）





在 St. Stephen’s International School，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学习为最终目的。
国际小学课程（IPC）从实现学校的愿景出发，为学生提供一个深受欢迎，各科之
间相辅相成的，拥有国际思维的课程。

国际小学课程被分为三个里程阶段：
一年级和二年级——里程阶段一
三年级和四年级——里程阶段二
五年级和六年级——里程阶段三

在每个阶段中，我们利用与全球范围相关的，有趣的主题单元，让学生学会用不同
的观点去学习到新的知识。我们从独立完整的学科中开发出涵盖所有主学科的不同
主题，包括艺术、计算机、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设计工艺、地理、历史和科学。

国际小学课程作为以教授学习技巧为主的课程，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学校生活中，
学习的过程才是我们最为重视的部分。

我们以提高学习技能为学科学习的目标，从而帮助学生将自己的学习经验向实践转化。

每一个课程单元都有其独特的学习步骤，从而帮助学生能够理解、巩固知识，提
出相关问题，以及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每一个单元开始都会有一个启动式来吸引
学生参与到本单元的学习，接下来的知识收割阶段用于证明自己已掌握本单元的知
识，最后会有学生自己的调研、活动记录和闭幕式来呈现本单元的学习成果。

个人目标与国际标准目标也是该课程的一部分。我们教育、鼓励学校的学生做好学
校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我们坚信这样的部署能够帮助我们的学生在将来成为成功的
领导者。

国际小学课程（5岁左右-10岁左右）





年龄十一岁及以上的学生从小学毕业进入到中学阶段。在中学最开始的三年里，
阶段三的学生遵循英国国民教育课程，跟随专业的老师学习英文、数学、艺术、计
算机、信息与计算机技术、设计工艺、戏剧、地理、历史、中文、音乐、体育和科
学。与此同时学生也会遵循泰国教育局的要求学习泰语与泰文化。

阶段三课程（11岁左右-13岁左右）









IGCSE（剑桥国际中学教育考试证书）是英国国家中学教育的国际版。作为全球运
用最广泛的国际教育证书，我们所有的IGCSE课程都符合剑桥国际教育的评估标准。

我校学生通常学习八门或九门IGCSE的课程，除开必修课外，其余的科目学生可根
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必修科目为英文、数学、泰文。然后学生可从艺术、
生物、商务学习、化学、设计工艺、信息与计算机技术、中文和音乐这几门课里面
选择五门进行学习，其中至少选择一门理科的科目。我们在第二学期期末的时候会
邀请九年级的学生家长来到学校参与关于IGCSE的会议，我们会在会议上向学生与
家长介绍我们的选课系统。详细资料会被制作成一本小手册在会议上分发给家长。

IGCSE的学习时间为两年，由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学生在阶段四的时候进行学习。
一般考试时间为每年五六月份，由十一年级的学生参与。该证书在国际上被各个大
学与公司视为具有含金量的考试证书。

剑桥国际中学教育课程IGCSE（14岁左右-16岁左右）





我校为十二年级和十三年级的学生提供剑桥国际考试中的高级水平考试课程。该课
程会在IGCSE（剑桥国际中学教育考试）课程结束后开始。 A-Level会在两年间把
课程分成两部分。AS Level（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考试会在十二年级的最
后进行，考试合格获得证书。该证书代表着学生已经完成一半A-Level的课程，同
时该证书也可以作为一个学业证书而单独存在。最后在学习完十三年级的课程后，
在期末进行考试，考试合格即可获得剑桥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课程的证书。

好的A-Level考试成绩能够帮助学生申请到世界各地顶尖的大学。

剑桥中学高级水平考试课程A-Level（16岁左右）





学校中学六年级的向导由班主任担任。教授中学六年级的导师会同时拥有十二年级
和十三年级的学生，组成自己的学习小组，以便于导师为自己组内的学生做出学习
上与生活上的专业指导。

学生不仅仅有机会得到校内人员对于大学与事业的规划指导建议，同时学校也会邀
请校外的专家为本校学生做出专业指导。本校重视学生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不管是
今后的大学深造，还是毕业后的事业规划，又或者将来的学科选择，我们都会为学
生做出正确的指导。学校同时也会帮助学生处理偶尔可能出现的个人问题，帮助学
生舒缓压力。

中学六年级的向导支持



Oxford University, UK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University of Bath, UK



St. Stephen’s 考艾校区很荣幸地为毕业班学生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教育。我们期待
今后从我校毕业生能够像往届优秀毕业生一样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名校的录取通知
书。每年从我校毕业的学生们越来越多地接收到了来自世界名校的邀请，如英国罗
素集团（排名全英前25的所有大学）、美国常春藤联校和澳洲八大院校。

（列举的大学名单与曼谷校区相同）

终点站：大学









学校拥有完善的住宿系统，为住校生提供优质的住宿体验，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
力。以及为他人着想的行为习惯。

教职员工与宿舍管理员一起为住校生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支持，为学生提供生活及
学习上的帮助。

我们为学生提供各种校内外的活动，如郊游、运动会，从而提升学生的领导能力。
学生参与的交流活动能让他们学习到如何照顾彼此、互帮互助。生活在此，学生有
机会接触到考艾国家公园里的世界遗产，同时还能造访周边一些著名的景点，从中
学习到知识。

“生活在这里我很快乐。”——来自三年级的Meepooh
“宿舍给了我一个新的大家庭，给了我一群可爱的好朋友。——来自八年级的
 Pinky
“其实让我成长的并不是宿舍这个房间，而是宿舍为我提供的良好环境。”
 ——来自十年级的Mind

学校住宿生活









St. Stephen’s  考艾校区坐落于美丽的乡村，靠近考艾国家公园，让学生和教职工
都可以远离空气污染和城市生活的压力，享受美好的自然生活，为住校生和走读生
都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可靠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寄宿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在宿舍管理
员的管理和监督下，年长的学生帮助并照顾年幼的学生，让学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装有空调的教室
•装有空调的独立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
•三个科学实验室和一个专业的烹饪教室
•交互式电子白板和投影仪
•配有无线网络的计算机教室
•装备齐全的设计与技术工作室
•宽敞明亮、资源丰富的图书馆
•足球场
•设有篮球场、排球场和羽毛球场的体育馆
•三个装有照明设施的网球场
•标准游泳池
•户外教育设施
•幼儿园和阶段一学生游乐区
•9洞高尔夫球场
•多样的音乐教学和练习室
•24小时工作制医务室
•提供泰餐、中餐和西餐的大型餐厅
•提供洗衣服务的校内洗衣房
•24小时安保

校园设施





为了鼓励学生培养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充分发挥我校提供的体育运动的优势，
我们鼓励我校学生在教师的管理和监督下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如从清晨开始的
游泳到贯穿全天的网球或足球运动。

我们丰富多彩的课后活动，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我们为有意向加入体育运动类俱乐部的学生提供有：网球、触式橄榄球、瑜伽、
篮球、游泳、羽毛球和足球等；为有意向加入创意手工类俱乐部的学生提供有：小
型商务俱乐部，艺术设计、模型制作、珠宝设计、机器人设计和小小科学家俱乐部
（拆开玩具、键盘等探索其内部结构）等；为有意向加入学术类俱乐部的学生提供
有：中文辅导、图书馆、科学俱乐部，家庭作业辅导和英文辅导等。此外，我们大
约有二十种不同的乐器可供学生自由选择，为个人或小组学习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音
乐课程。

因为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课后俱乐部可以选择，很少有学生选择放学后直接回家。
社区服务也在学校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为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帮
助那些没有自己那么幸运的孩子，无论是和来自当地公立学校的孩子一起共享校内
基础设施并组织一些活动，还是筹集资金来帮助我校所在府的“泰国儿童之家”的
孩子，亦或是通过其他可行的方式来帮助一些可靠的慈善机构。教育旅行和访问

我们充分利用我校的位置优势和环境优势，组织学生的教育旅行，让学生知道不
仅要学习知识，而且也要学会感激我们所处的优越的自然环境。我校教师为确保学
生可以从每次旅行中受益，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旅行活动：从考艾国家公园之旅，到
参观历史古迹、地理风貌和科学景点，再到参观当地的甘蔗庄园和巨型风力涡轮机等。

课外活动





St. Stephen’s 考艾校区所在地，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可以在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新鲜
的空气下进行户外活动学习的自然场所。同时，我校也为学生提供了很少有学校可
以提供的由专业教师组织的丰富的户外活动，为学生学习当地的小动物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环境。在进行户外学习时，也有机会见到鲜有拜访的野生动物，如犀鸟。我
校毗邻考艾国家公园，学生可以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进行一些有趣的冒险活动，如
玩皮划艇、攀岩和丛林徒步旅行等。最近参加考艾国家公园徒步旅行的学生看到了
野生大象、长臂猿和鳄鱼中最稀有的种类之一的暹罗鳄鱼。

户外教育





我校的教学人员和宿舍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学校从海外招聘过来的以英语为母语的
人，泰语部和中文部的教师分别是以泰语为母语和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我们学校的
大部分教师来自英国，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教师，如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

全校所有教师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有资格在自己的国家任教。小学部的教师
都具有小学任教的资格，即所有教师都有教师资格证或PGCE教育学证书（英国中
小学教师资格证），并有专业的泰语教师、音乐教师、中文教师和体育教师。而
且，小学和幼儿园的每个班级都由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本土老师辅助教学。中学部
的教师也都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师。此外，我们还有专业的以英文为第二
语言的英文教师和助教来辅助学生的英文学习。

学校行政部和后勤部的全体本土职工，为我们的教学团队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和完
善的后勤保障，经验丰富的校医为我们提供了24小时的医疗服务。

全体教职工







St. Stephen’s 位于Vibhavadi Rangsit 路上，三栋紧
密相连的教学楼为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提供了良好的学
习环境。学校基础设施配备齐全：

•科学实验室和计算机教室
•艺术与设计教室
•泰语语言和文化教室
•英文辅导教室
•25米的游泳池
•体育馆和足球场
•提供泰餐和西餐的大型餐厅
•两个资源丰富的图书馆
•两个医务室
•音乐和表演艺术中心

班级规模很小，教师可以与快乐、勤奋、善于接受并热
衷于学习的孩子建立起密切而有益的工作关系。

课程设置

包括泰语和中文在内的所有课程均以英文作为媒介语来
进教学。学生学习广泛的课程IPC（国际小学课程）和
IMYC（国际中学课程）。在小学部和中学部均由专业
的以母语为英文的教师进行教学，英文、数学、泰语、
科学、历史、地理、计算机技术、艺术、音乐和体育是
中小学的主要课程。

泰语语言和文化

泰语语言和文化的学习是我们的核心课程之一。我们的
教 学 理 念 “ 东 方 遇 见 西 方 ” 贯 穿 着 我 校 的 日 常 课 程 设
置。泰语课程的教学，为确保学生可以从泰国本土学校
顺利转入我校或从我校顺利转至泰国本土学校或进入泰
国当地大学奠定了基础。文化和文化意识，礼貌、礼节
和礼仪也是我们学习的重要部分，并与东西方传统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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