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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学生将
拥有怎样的未来，但
我们知道这未来注

定是不平凡的

寄宿公寓手册

欢迎来到
米兰国际学校！         

集团成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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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学习发展，从而支持他们成长为自信、体贴、有责任心的全球公民。

在米兰，当你成为我们的一员时，希望本手册能够帮助你了解我们的学校，并提供给你更多校园生活讯息。

学校秉承尊重、诚实和宽容的原则。既理解努力工作的必要性，也理解放松和娱乐的重要性。我们为成
为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学校而骄傲，同时令我们深感光荣的是，米兰国际学校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学
校，我们更对学校的未来充满期待和自豪，而你无疑将会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无比期待您和您家人的到来，并十分确信您将非常享受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最诚挚的问候! 

斯蒂芬·罗杰斯 
米兰国际学校校长 

Welcome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 Although we are
the longest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School here in Milan, at
our school you will find the most progressive thinking linked to
the strong academic standards that have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Italian communities here in Milan for over 50 years.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ethos, linked to achievement and opportunity
for all, will enable your children to become truly confident and ready
to take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s the young leaders of tomorrow.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 is proud of its position in the city as the premier truly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terms of curriculum and outlook and is renowned for its high 
educational standards and car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are also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over 50 nationalities and a student body 
that is proud to belong to our school community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learning 
they take part in here.

Our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urriculum (which runs throughout all years)
is a truly international one and is a perfect fit to suit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whether 
international or Italian famili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Our PYP, MYP and IB 
Diploma programmes unquestionably thoroughly prepare our students for further study 
all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t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universities.

Our dedicated, international and skilled teaching body ensures that all students achieve 
highly at the school regardless of their ability and this desire to challenge students is 
based upon a belief founded upon a growth mindset, ensuring that the focus is on every 
student achieving beyond what a school might ‘normally expect’. In short, we believe 
your son or daughter can achieve more and be happier with us here at ISM.

We are certain that you will see ISM as a place where learning is celebrated and where 
every one of our students is valued and challenged to succeed.

Please pay us a visi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wonderful school. The staff and I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Stephen Rogers,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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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你已经决定或者正在考虑加入我们米兰国际学校。我们知道，
进入一所新学校开始新的生活很可能会让你感到无所适从，但我们也希望
你知道，学校的全体职员都将一直帮助你更好地在“第二个家”中适应和成
长。

在寄宿学校这一大家庭中，既可以培养你脱离“小家”的能力，也可以
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大家”。

成为一个社区的成员之一意味着要学会尊重和宽容他人，乐在其中，但也
不要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分享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我们积极鼓励寄宿学生以

校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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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一支杰出的教育领导团队和敬业的
员工团队专门协调推进、落实这些核心价值观，从
而将这些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我们的使命宣言中，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有所体验。我们提供关怀备⾄、
有利于自我发现的学习环境使每个学生在学校的
激励下成就自我。 

我们一贯以高标准、严要求来培养我
们的学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价值
观、积极主动意识的公民。

为何选择
米兰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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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国际学校学习，你将获得一种国际化
的学习体验。米兰国际学校塑造学生的世界观，将
我们对全球环境的理解，与学习未来世界所需的技
能和态度相结合，培养青年人成为国家和全球公
民。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国际学校，是因为我们学校
教育的范围延伸到了每一位学生的家长、每一名学
校的教职员工以及遍布意大利甚⾄世界各地的合
作伙伴。我们鼓励学生去切身感受学校的活力，体
会我们不断的发展和文化互动。

1

让你的孩子走向未
来的五个关键因素

国际化的
视野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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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市中心
设施顶级的成功学校

基于学校优越的环境和地理位置，学校的设
计和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学校为每个社区的本地
学生和国际学生都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校园充满魅力，功能齐全，设计符合学生需求，
并配有：
•  图书馆
•  专业科学实验室 
•  创意艺术中心 
•  音乐工作室
•  各种各样的室内外运动设施 

我们不遗余力地整合与利用现代化科技来
实现我们的教育愿景，并鼓励学生有效地利用个
人移动设备来辅助学习。在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强调在传统技能和现代化技能之间取得
平衡的重要性，以确保年轻的学习者完全具备面
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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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足球场

室内体育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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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的礼堂 

室内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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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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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是意大利第一所获得国际学士学位授权的
学校，并提供所有级别的课程：
•  小学课程
•  中学课程
•  文凭课程

学校的课程因其高质量和教育方法的创新而得到
国际认可。学校高度重视研究性学习，并在学习的
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当今学校教育中最具挑战性和
最有价值的体验。 

3 IB课程框架



10

 

自引进国际学士学位以来的30年里，我们的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们所有的毕业生都获得了优秀
的学业成就，并得以进入世界上著名的大学进一步
提升各项学术能力以及进修更多的专业课程。国际
文凭（IB）是为国际交流的学生创建的，它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得到认可，被授予该文凭的学生能够在未

来的学习研究领域拥有令人羡慕的广泛选择，并确
保他们拥有面向全球的就业机会。除了我们的国际
课程之外，意大利本土学生还可以学习母语课程，
为中学课程做好准备，而且我们还将这些课程完全
纳入IB课程中。

4 优异的成绩和
良好的记录 



11

我们追求将教育渗透到每一所学校的方方面
面。学校整合创新性、挑战性并且拥有丰富的学术、
表演艺术和体育项目，我们的学生们毕业时都学有

所成，拥有强烈的求知欲、自信心和坚定的价值体
系，当他们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拥抱生
活的准备，迎接未来生活中的一切挑战。

5

拉丁美洲地区—4所成员学校 非非洲及中东地区—14所成员学校

Inspired 集团下
30多所国际成员学
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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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齐全的科学实验室和信息技术活动实验室 
• 3所图书馆提供40 000册图书 
• 可容纳350人的剧院
• 艺术工作坊 
• 专用音乐室 
• 多功能体育馆 
• 室内游泳池 
• 咖啡吧、厨房(配有驻场厨师)和食堂 
• 有充足的空间和绿地可用于各种活动
• 室外和地下停车场 
• 7×24全天候的现场安全监控

我们的校园是意大利同类学校中规模最大
的，这 里 有 米 兰 国 际 学 校（ I N T E R N AT I O N A L 
SCHOOL OF MILAN）的学前班、小学、中学和高中。
校园的建筑设计体现了多用途、多功能的特点，包
括一个礼堂、一个室内游泳池、一个体育中心、三个
图书馆、咖啡吧、厨房(配有驻场厨师)和食堂、供社
交使用的户外空间和体育设施，以及专为年幼儿童
提供的游戏专用草地。有许多室外公共停车场和一
个宽敞、安全的地下停车场可供使用。

优越的地理位置
米兰大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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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都可以在米兰实现！同时意大利的铁路交通网络
较为发达，所有的主要城市和省会都紧密连接，交
通不但方便迅捷，而且经济实惠。

米兰大教堂

米兰大教堂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它位于米兰
的中心地带，以其哥特式风格展现了独特而壮丽
的景观。这是意大利最大的大教堂，也是米兰大主
教的所在地。 

米兰
米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背景。在

时尚、建筑设计、金融和食品等领域，都走在意大利
的前列。这里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米兰大教堂、斯卡
拉歌剧院、风景迷人的公园和一系列的博物馆和画
廊，你一定会在这里找到让你感觉充实的东西。米
兰经常举办大型活动和节日庆典，其中米兰新国际
展览中心（RHO FIERA）几乎全年都在举办博览会和
各项动。米兰的地理位置优越，城郊边便拥有湖景、
山脉和海岸，可以进行绝佳的短途旅行。无论你喜
欢在海边度过一天，还是周末去山上滑雪，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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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利它
白天和夜晚的生活都非常丰富，不仅是各国游客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也是最吸引年轻人来此游玩的
景点之一。沿着两条运河中的一条来参观游览是最佳选择。

和平门
这是是众所周知的森皮奥公园的入口，与斯福尔扎城堡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展现出无
与伦比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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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寄宿
步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在米兰，我们的寄宿社区会努力为我们的寄
宿生营造一种舒适、有序的环境氛围。我们相信，
这使他们能够在所有——学术、体育和文化领域，
取得最佳成绩。 

通过为学生自制烘焙的点心或者安排特别
的文化晚会等方式，学校试图为学生们创造一种
家的感觉。在类似异国文化节这样的场合下，我们
会准备某个国家的特色菜肴供寄宿生享用。在学
习之余，每周会有一次电影之夜，学生可以放松下
来，休整充电。另外，我们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去电
影院及其他休闲场所。

我们相信，学生们之所以接受寄宿的生活体
验，是因为我们努力创造了一种“第二个家”的氛
围，同时也为孩子们提供了绝佳的学习机会。这些
机会包括：文化、环境、学术、职业导向和技术机
遇.。我们希望寄宿生在米兰国际寄宿学校得到丰
富而多彩的体验。除了国际旅行外（去世界各地），
我们还为学生们安排了许多富有娱乐性和教育性
的旅行和郊游。

我们的教学宗旨是向学生传播有意义的价
值观和鼓励良好的行为。尊重和人文关怀是我们
教学理念的基石。请放心，您的子女不仅会享受
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而且将在这个愉快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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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认识⼀下他们吧！
宿舍管理员

在 我 们 米 兰 国 际 学 校（I N T E R N AT I O N A L 
SCHOOL OF MILAN）整个寄宿期间，你的公寓管理
员将负责你的一切事务，为你服务。他们的职责包
括检查你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了解你是否总体上
有良好的表现和生活是否开心愉快。在学校的寄宿
期间，他们会彻底全面地了解你，如果你遇到麻烦
或困难，他们一定会陪伴在你身边。

寄宿导师 / 助理

我们的导师是和学生一起住在寄宿公寓里
的，他们就在你们的身边生活和工作。另外，其他几
个助理每周一次或两次来公寓拜访，以确保寄宿生
及时地获得学业上的指导。

公寓学生主管

公寓学生主管小组负责13年级的学生，直接

向公寓管理员报告，并协助公寓管理员维持整个日
常住宿体系的顺利运行。如果你有任何有需要的
话，请向这些公寓学生主管求助。有恶劣行为的寄
宿生一旦被公寓学生主管上报，会因为他们所犯的
错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所以请大家严格要求自己，
避免犯错。在寄宿体系中，公寓学生主管是一个非
常具有声望的角色。如果哪位住校生既有责任感又
充满爱心，而且能力得到公寓管理员的认可，那么
他就会成为一名公寓学生主管，以此作为鼓励。 

委员会

我们有多个委员会来商定如何管理公寓的日
常运作。他们将讨论下列问题：公共休息室的使用、
国际学生/周末寄宿生、事业/职业、技术/创意、郊
游。 

当选委员会领导人 

由学生从这些委员会中各自选出一名高年级
学生，以代表学生的利益：6名理事会领导人。由6
名理事会领导人选出两名学生，作为寄宿区在学校
体系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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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07:00    早餐时间
08:00     出发去学校
8:30 - 15:35 上课
16:00    回寄宿公寓
17:00    在监督之下学习
18:00    学术研究——自学
18:45    晚餐时间
20:15 - 21:45  晚间项目
21:45    所有寄宿生在公寓集合并点名 
22:00    10年级寄宿生睡觉时间
22:15    11年级寄宿生睡觉时间
22:30    12年级寄宿生睡觉时间
22:45    13年级寄宿生睡觉时间

08:30 早餐和登记时间 
09:00 - 12:00 活动时间
12:00   午餐时间
13:00 乘坐公共汽车出发，去参加各种旅行 
            和体育活动
18:00 晚餐时间
19:30 娱乐活动(例如室内电影之夜)
22.00 所有的学生回到公寓
22:30 点名时间

公寓日常生活——早晨

所有寄宿生每天都要参加早餐集会。公寓选
出的代表会负责检查所有寄宿成员在就餐时间和
在校园内的穿着是否得体。他们还负责确保学生白
天不上课的时候待在寄宿公寓。 

晚间例行事项——督促学生
按时就寝 

督促学生按时就寝这项事务由公寓学生主管
和当值的公寓工作人员负责 。

晚修之后的任何时间外出，都必须签退

如果你要在晚间学习结束后离开公寓，你必
须在正门的签退单上签字，并明确写下你的去向。
这是火灾或其他紧急情况下的基本法律要求。而且
你还必须在你回到公寓的时候签到。

严格守时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所以大家必须严格
守时。迟到的学生将面临处罚没有例外。 

电视节目

做完功课预习后，你可以在公共休息室看看
电视。如果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共休息室的人，请
确保你在离开时关掉电视。

 
周末的日常生活

周六

周六的时间表安排取决于学校是否举办校际
体育活动、比赛或组织旅行。 

一般来说，在下午外出参加各种活动和郊游
之前，学生会在中午12点⾄下午1点间在学校吃午
饭。请参考下面周六时间安排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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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时间

星期六的就寝时间可能会有所变动，这由公寓管理
员或者由周末值班人员酌情决定。

短途旅行的选项：

•  意大利的湖区
•  意大利的著名旅游城镇，包括：
   贝尔加莫、威尼斯和都灵 
•  米兰新国际展览中心
•  意大利甲级联赛
•  水上世界
•  欣赏油画：《最后的晚餐》
•  那不勒斯皇宫
•  剧院

周日

虽然周日具体的时间安排可能会因活动或旅行计划
有所变动，但我们的活动/郊游是定期安排的，所有寄
宿生无故不得缺席。一般时间安排如下： 

11:30 早午餐以及点名时间
12:00 - 17:00 活动/行程/自由时间 
18:45 晚餐时间
20:00 点名时间

请注意：星期日就寝时间遵循每周惯例。 

周日活动 

定期安排活动/郊游——所有寄宿生均须参加（具
体时间因活动而变化）

12:00 - 17:00 活动/行程/自由时间 
18:45 晚餐时间
20:00 点名时间 

在学期初，你应该在周日晚上17：00到20：30之间
回到公寓。如果你周末外出，一定要通知你的宿
舍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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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大于18平方米
• ·有配套浴室
• ·可无线上网
• ·有现代化家具
• ·明亮、和谐的环境

典型的宿舍安排，通常是两人一间

21

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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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之外

意大利语项目

除了我们学校安排在正常时间的课程外，我
们还提供一系列能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发挥其潜力
的课外项目和课程。我们的课外活动包括意大利语
项目、体育及健康教育、创意和表演艺术以及合作
课程项目。 

我们在这两次州级别的考试中取得的成绩都
是非常出色的，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所提供的IB课
程能使学生为其他教育体系做好准备，这要归功于
它所培养的技能适用范围的广泛性。说到本校成熟
的教育体制，不得不提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我们
的学生不需要参加意大利注册建筑师考试，因为我
们提供的国际文凭与意大利教育部的这一资格完
全等同，获得本校授予的国际文凭的学生能够很容
易地进入意大利任何一所大学。另一方面, 非本土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与我们当地的学生一起
接受意大利语课程, 这常常使得不少非本土学生从
我们这里毕业的时候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
在学习这些意大利语课程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
继续用自己的母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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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教育
 

我们都了解智力、身体和情感健康的重要性。
体育和健康教育是课程的一部分，并与小学项目和
中学项目课程一体化。我们通过体育和健康教育激
发学生内在和外在的动机和热情，帮助他们发掘潜
能。课程设计的目的皆在为学生促进生理、社交和
心理的全面发展。除了PHE（体育、健康及教育）课

程之外，在午餐时间以及放学后，学生会有很多参
加其他体育课程的机会。补充一点，我们有一个完
整的比赛项目日程安排——有时候在放学后，有时
候在周末，这些赛事基本都在我们和友校学校之间
举行。要是其他地方有新的设施建成，这些赛事活
动安排还将扩大到新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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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和
表演艺术

我们通过视觉艺术、戏剧和音乐，将创意和表
演艺术融入到我们的小学项目和中学项目的课程
中，而且我们也为学生提供许多机会，主要是通过
我们的合作课程、参观和实践，让他们积极涉猎课
堂以外的领域。当然，所有这些科目都是由具备教
师资格且经验丰富的教师在带有特别设计、设备齐
全的工作室中教授的。 

我们的许多学生都选择在这些学科继续深
造，这本身就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我们也相信，

这些领域的技能对于培养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帮助
的——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职业，这些都是现代职
场中基本的生存技能。我们相信给学生机会积极投
身到社区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每年都在公
共场合举办学校展览会，让来到展会的每个人都能
见证和欣赏我们学生的优秀作品，同时有机会合作
开展一些社区项目。我们的学校配备了专业的工作
室，学生可以在这里创造性地表达自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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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以一个不分年龄段和学习风格的社区而著
称。为此，我们重视合作课程学习，让学生在课堂之
外寻找开发天赋和提升技能的途径。我们提供一系
列课外活动，包括：

• 戏剧
• 足球
• 英式橄榄球
• 射击
• 密码破译
• 摄影
• 制陶术
• 故事俱乐部
• 写作俱乐部
• 意大利语和普通话俱乐部
• 柔道
• 舞蹈和乐器教学

此外，还有一些活动围绕我们的核心目标开展，
即培养具有自我意识、思维活跃的全球公民，例如模
拟联合国和全球问题网络等活动。合作课程项目的
具体选择取决于学校。所有合作课程的活动都由专
业、经验丰富的教师和教练主持，每周都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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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四年制高中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
段为期两年。

在高中的前两年里，学生们要完成IB中学项目
最后几年的课程，主要的不同在于八个学科组
中的一些分组进行了专业化，这使得两年一次
的课程既是中学项目的最高点，同时也是在为
IB国际文凭课程做准备。 

在高中的后两年里，我们的学校为16-19岁的学
生提供两年文凭课程(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以获得国际学士学位，而这学位被世界领先的
大学广泛认可。自1987年起，我们就开始提供IB
国际文凭课程，我们对学校与国际学士学位组
织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成
绩，感到自豪。过去十多年的考试统计数据，证
明了这点： 

学术方案

高中及IB国际文凭课程  

当人们了解到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
TIONAL SCHOOL OF MILAN）录取学生的方式并
非纯粹基于学生以往的学术成绩时，我们所取得
的成果就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认为应该让尽
可能多的青年人有机会参加到米兰国际学校所
提供的精彩的学习计划中，因此，我们的新生录
取政策是，如果我们认为申请人在校期间能够收
获丰富的体验，并且能通过严格的考验，获得(IB)
国际预科证书文凭，去敲开名校的大门，我们就
会提供一个录取名额。

我们的高质素教师中有很多是国际预科证
书主考人员及培训人员，为学生在各自选定的
学科取得学术成就做好准备的同时，努力确保IB
的基本理念在文凭课程的学习中是学生学到的
最重要的内容。我们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不断
提问，但同时也要富有爱心和同情心。我们非常
重视和鼓励学生培养对跨文化的理解，保持开放
的心态，以及他们面对和评判各种观点的应有态
度。在这方面，IB国际预科证书颁发机构在对我
们进行评估时，给予了无数褒奖。 

平均分数
我们以往的学生平均分为35-36分（全球平均分
为29.8，满分是45分）

及格率
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达到或超过38分 (38分通
常被认为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准)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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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模式
课程被分为六个学术领域，其中包括一个核心领域。
鼓励广泛的学术领域的并行研究。

学生学习：
•  两种现代语言 
•  人文或社会科学学科 
•  实验科学
•  数学
•  创意艺术中的一门艺术，或前述的任一科目

正是这一系列的综合性学科使文凭课程成为一
门必修课程，它旨在为学生进入大学做有效的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协助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取得成功。

在每一个学术领域，学生都有灵活多样的选择，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特别感兴趣，并且希望
在大学继续深造的科目。

学生学习科目的评估分为标准水平和高水平
两个层次，拿到文凭，学生必须有三个科目达到高水
平，其他的科目⾄少要达到标准水平。达到高水平意
味着无论在学习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标准水平
的要求更高。

在高水平（HL）和标准水平（SL）两个层面上，学
生的许多技能被发展起来，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分析能力。在课程结束时，我们将通过外部和国际标
准化评估准则来衡量学生的能力。所有科目都包含任
课老师对学生一些基本课程作业的内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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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领域

所有参加文凭课程的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构
成“六边形”核心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其中一个
重要原则是对这些活动的不断反思，它是文凭
课程背后的思想核心。

知 识 理 论 课 程 鼓 励 学 生 去 思 考 知 识 的 本
质，在学习自己所选修的文凭课程的过程中不
断反思，并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之间建立联系，形
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让学生自己发掘，并选出一
个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主题。还鼓励学生们培养
独立自主研究的技能，这也将是大学学习所必
需的技能。通过让学生参与一系列体验式的学
习，包括艺术、运动比赛、体育锻炼以及服务性
的活动等，我们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活动力、服
务意识。

课程科目 

学校开设多种多样的学习科目，以满足每
个 学 生 的 各 种 需 求，我 们 相 信，将 我 们 学 校 与
您去参观过的任何一所学校相比，参加这些课
程会让您的孩子实现他们未来的人生目标——
接受高等教育，开拓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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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您的子女现在正处于需要旁人给
予大力支持，指引他们做出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
无论你的孩子是想进入大学深造还是进入社会工
作，我们都有丰富的经验来指导这些面临人生重大
抉择的年轻人。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拥有自己的高校团队，可以针
对北美、英国、欧洲大陆和亚洲的大学报考给出详细
的建议和指导。所有学生都会安排一对一的面谈，
也有机会参加一系列的支持活动。例如，米兰国际
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今年将

主办多个大学博览会，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大
陆的大学都会来到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举办自己的独立博览会。这是一
个极好的机会，学生们将获得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此
外，学校工作人员还可以为学生安排个人会议、督导
学生为大学申请做个人陈述和组织模拟面试(包括牛
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举办了由各领域专家开展的讲
座，并聘请了美国专业大学顾问，通过他们的支持，
指导学生通过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预考、学术能力评
估测试和美国其他大学入学招生要求。

本校学生生报考各国大大学分布图

英国
意大大利利
荷兰
⻄西班牙牙
美国
瑞士士
其他

就业和
高等教育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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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
经济学
酒店与体育管理
国际关系学
哲学、政治与经济学
犯罪学、心理学与社会学
法学
人文学科
建筑与土木工程
化学化工
医学、牙科与生物化学
物理与工程
环境科学
计算机科学
新闻
语言与文学
电影
时装与设计
视觉艺术

本校学生报考大学的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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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巴斯大学
伯明翰大学
英国布莱顿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剑桥大学
卡迪夫大学
杜伦大学
爱丁堡东安格利亚大学
埃塞克斯大学
埃克塞特大学
赫尔大学
基尔大学
肯特大学
伦敦金斯顿大学
兰卡斯特大学
莱斯特大学
利物浦大学
曼彻斯特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
诺丁汉大学
牛津大学
普利利茅斯大学
雷丁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
斯特林大学
圣安德鲁斯大学
南安普敦大学
斯凯莱德大学
塞瑞大学
苏塞克斯大学
华威大学和约克大学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分校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伦敦经济学院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皇家霍洛威学院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伦敦大学学院
皇家兽医学院
圣马丁中心艺术学院
伦敦研究所
欧洲商学院

⻄班牙
Esade商学院
IE商学院

荷兰
阿姆斯特丹德尔福特大学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北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埃默里学院
俄亥俄大学
塔夫斯大学
布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与波士顿大学
TVI演员工作室（纽约）

意大利
米兰博科尼大学
米兰国立大学
米兰理工大学
米兰比可卡大学
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
现代语言学院
布雷拉艺术学院
理工大学设计学院
马兰戈尼时装设计学校
广告和通信学院
卡斯特兰察大学
帕多瓦大学
帕维亚大学
罗马第一大学
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
都灵大学
米兰欧洲商学院
米兰和威尼斯音乐学院

其他地方：
巴西（圣保罗）
阿根廷
加拿大
智利
捷克共和国
爱尔兰（三一学院）
以色列
日本
新墨西哥州
慕尼黑
葡萄牙
塞尔维亚
西班牙（萨拉戈萨和瓦伦西亚）
瑞典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我们的学生都去了哪些大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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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
信息和指导

全寄宿制

在米兰国际学校的学期内，我们一周七天都
提供住宿，寄宿生与我们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到整个
学习与生活的计划中来，包括筹划与参与周末活
动。这是针对那些过去生活在国外的学生，或者那
些只是想让他们的孩子完全享受沉浸式寄宿体验
的家庭的。也可以说，全寄宿制是为留学生准备的，
另外，当地还有一些家庭，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离
开家庭这个温室，去深入体验寄宿生活，也会选择
让自己的子女全日制寄宿。学生通常只允许在学校
假期(学期的中段及学期结束) 回家。 

周寄宿制

除了全寄宿制，我们还提供周寄宿制(从周一
⾄周五，4个晚上)这个选项。周寄宿生在周五晚上离

开寄宿公寓，并于周日晚上返回。所有周寄宿生都
可以参加每周为全寄宿生提供的课程。此外，除了
周末，当遇上一天或两天的国家法定假期，周寄宿
生当然也可以回家。我们学校的周寄宿生通常是意
大利伦巴第州当地的居民，受益于当地便利的社会
交通环境，周寄宿生无须经受长途奔波的煎熬，每
天轻轻松松就能往返于家和学校。

新生寄宿生活的第⼀天和流程

新学年伊始，所有寄宿生都会参加由男/女宿
舍监督员举办的关于寄宿生活的特别介绍课程，学
校也会为大家开办专门介绍学业的课程。

寄宿公寓会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开放(通常是在
开学前一天)。公寓开放的暂定日期可在本手册后
面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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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职 工 随 时 都 乐 意 和 家 长 们 见 面，如
果您需要和校方交流的话，可以先找到男/女宿
舍 监 督 员，他 们 通 常 会 是 校 方 的 第 一 联 络 人 。
为 了 让 校 方 和 家 长 双 方 顺 利 会 面，我 们 只 有 一
个 小 小 的 要 求，那 就 是 请 家 长 们 提 前 预 约，这
样我们就能为您安排一个合适的会面时间。

我们知道，孩子在这里有时候会很想家，但家
长们请放心，这是人之常情，相信你们年轻的时候
离开父母的羽翼，肯定也会偶尔想想家的。如果您
觉得自己的孩子太想家、过于依赖父母，不适应这
里的学习与生活，请联系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处理
这件事情上非常有经验，我们全体教职工随时乐意
和您交流。

海外留学生 

请注意，如果你的航班到达意大利较早，你可
以联系你的监护人去接机。他们应该亲自带你来学
校报到(请不要在下午5点之前)，除非你有一个学
校为你指派的向导。

(详情请参阅新生手册)。在报到当天晚上，请

确保所有相关方都知道你的去向。

学术进展

男/女宿舍监督员将会与寄宿生的老师，包括
辅导员、科目老师、导师，经常保持联系，并会在有
需要时密切合作。男/女宿舍监督员将重点关注学
生的学业和生活，并向家长反馈相关信息。

学校报告

寄宿生将在学年末，也就是六月底的时候，收
到三份报告：两份期中报告和一份学年总结报告。

我们全程陪伴监督寄宿生的学习生活，以确
保他们参与到我们的学术学习计划中来。在校期
间，监督人员将会检查学生的学业，并且判断学生
是否需要帮助。所有教职工都知道功课是什么时候
布置下来的，也知道它必须在什么时候完成，因此，
每个学生都被要求接受挑战性的任务（我们也会给
予学生支持），以取得最佳成绩。每次学术学习的最
后一个小时专门用于提升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学



37

校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和自主研究的能力。教务工
作人员、科目教师、体育教练等和寄宿社区工作人
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确保有效的沟通。 

在我们的寄宿公寓，还为每个学生年级和科目提供了：

• 备用课本
• 每个学生完成学业后，还会得到一份需要填写

的调查文件，以确认他们是否需要安排额外的
学习。每半个学期，这份文件就会被整理一次，
并按照主题正确地归档。这使寄宿公寓工作人
员能够准确地知道学生在课程中的进展，以便
学校今后安排个性化的学术学习课程。

家长/学校沟通 

家长若想了解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首先
应该联系寄宿公寓的男/女宿舍监督员。如果家长
想进一步了解子女学业进步情况，那么应该联系导
师以及年级辅导员，他们最清楚学生的学业情况，
应当作为您的第一批联系人（当然，您也应该和男/
女宿舍监督员沟通，他们也是孩子在这里学习和生

活的监督者之一）。男/女宿舍监督员和驻公寓教师
密切合作。教师有时会与家长沟通，中学项目和国
际文凭项目的辅导员也会这样做。我们随时欢迎家
长来校探访子女或找校方了解子女学业、生活情
况，但我们希望您能提前联系您孩子的男/女宿舍
监督员，这样我们就能确保您到访的时候能见到您
的孩子，或者和任何您想见的教职工见上面。

学习/家庭作业/任务

家庭作业由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完成时间根据
具体的分配情况而不同，有些要求一天之内完成，
有些则要求在几周内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有很多
种形式，包括调查研究、论文写作、计算、阅读、讨
论、整理课堂笔记或是订正测试中的错题。IB（国际
文凭）的本质是多元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也
鼓励学生成为多元化发展的国际型人才。

当然，我们安排了固定的学习/家庭作业时间，
但除了固定的安排，在放学后或周末，还有很多让
寄宿生参与学习/做家庭作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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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

大 家 都 知 道，娱 乐 是 一 个 成 功 的 寄 宿 体 验
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米兰国际学校（IN-
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我们努力
开展一系列课外活动，以丰富您的孩子在寄宿学
校的生活体验。在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
AL SCHOOL OF MILAN）有一系列设施可供我们
的寄宿学生在晚上以及周末全天使用。 

有些活动可能需要家长的批准，如果有任何
额外开销，我们也会通知您。在一些旅行中，学生
可以选择带一些零花钱。所有活动均已经过风险评
估，并制定标准作业程序，以保护所有参与活动学
生的健康和安全。 

体育、音乐和戏剧······ 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还为孩子在周末参与各种体育和文化活动留
出足够的时间，他们绝对会乐在其中、玩得尽兴。经
过与体育部主任协商后，体育馆会在周末的固定时
间开放，热爱运动的孩子这下不用担心没有训练的
场地了。

游泳池：寄宿生可在平日和周末的规定时间
使用。体育馆和游泳池的开放时间详细信息张贴在
每间公寓和体育部的告示板上。学生要使用体育场
地和游泳池，必须得到男/女宿舍监督员的批准，并
接受我们的职员监督。而且这些场地必须有具备资
格的工作人员值班（值班人员在大多数工作日晚上
8：30之前都在）。

体育馆：在体育部和安全部共同的安排下，体
育场地可供大家放心地使用，场馆内有以下项目：
篮球、羽毛球、五人制足球，屋顶露台还可以打乒乓
球。所有项目，我们都会对参与的学生进行必要的
监控，以确保安全。

在米兰：我们安排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
参观博物馆、电影院观影、进城就餐、野餐，每个学
期我们都会听取学生对他们希望参观的地点/参与
的活动的看法。

学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在平日内开放⾄下
午四点。如有必要，有时可以推迟几个小时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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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幸福
建议，支持和咨询

如果你在到达前或在米兰国际学校（INTER-
NATIONAL SCHOOL OF MILAN）就学期间有任何
担忧或顾虑，请告知我们。有时候，找个人倾诉一番
就可以解决你的忧虑或烦恼，也许和你谈心的人就
能帮到你，即便帮不上忙，⾄少也能给你一些安慰！
请记住，对于我们的许多学生来说，这也是他们第
一次上寄宿学校，因此许多人可能和你有同样的感
受或是苦恼。

你可以和许多人交流沟通：朋友、同龄人、公
寓主任，你的导师，你的宿舍管理员，或任何你喜爱
和信任的教职工。我们建议你与公寓管理员或导师
交谈，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很快就能解决你的
问题。此外，我们也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咨询师，每周
她都会在学校待几天，为需要咨询的学生提供帮助
和支持，你可以去找她，虽然你要找人倾诉，第一个
想到的人可能不是她。

洗衣房

学校提供很棒的衣物清洗服务，每天收集衣
物并在48小时内清洗、甩干、熨烫和送回。

医疗

白天，在我们公寓会有一名训练有素的驻场
护士，而且所有寄宿公寓的职工都接受过急救训
练。此外，我们与附近的医生直接联通，校外有一
家现代化、设备完善的医院，距离学校只有5分钟
的路程。 

主要寄宿准则

我们希望所有的寄宿生认识到，自己的寄宿
体验是否圆满，不仅取决于其他人，更取决于他们
自己。他们必须理解学校和寄宿公寓的规则和期
望，并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守。恶劣不当的行为是任
何一所好的寄宿学校所不能容忍的，学生必须要记
住，一旦出现这些行为，就会受到处理和惩罚。 

寄宿公寓的大部分规则都清晰明了，当然，在
学生加入我们之前，我们将细心地介绍这些规则，
确保大家充分了解它们。

零用钱

我们对12级和13级学生的酌情处理权：宿舍
管理员将把你带来的现金和贵重物品存放在“宿舍
银行”以确保安全。请注意：我们不建议你将银行卡
带到学校来。

公寓基金

对于每位寄宿生，每个学期都要缴纳25欧元，
这笔钱是用来支付社交活动基金的。这包括公寓组
织的旅行、聚会和款待。

学校财产

任何破损/损害学校财产的行为必须向工作人
员报告。如果你损坏学校财产，你将必须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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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其他学生 

我们要求你尊重和关心其他学生。有霸凌和
骚扰他人行为的学生会被逐出寄宿公寓。 

着装标准

上体育课时，学生必须穿体育套装 。除此之
外，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着装规定。

禁止携带物品

我们不允许口香糖、气溶胶、任何可被视为武
器的物品、烟火、蜡烛、臭气弹或任何可能造成犯罪
的物品(例如成人电影)等进入校园。此外，出于安
全考虑，我们不允许你在房间内使用诸如水壶、烤
面包机、冰箱(以及任何其他加热或烹饪设备)之类
的设备。 

财产安全 

如果学生携带了贵重物品，如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或大量现金进入公寓，他们将要对自己这
些物品的安全负责。 

我们建议你带一个可上锁的小盒子和一个单
独的小挂锁（为了锁你的学习桌上的柜子）到寄宿
公寓。我们建议使用你带锁的盒子来储存化妆品、
小吃等物品。 

吸烟/酗酒/吸毒 

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ILAN）对非法药物和酒精实行零容忍政策。凡藏
有、消费或供应烟草、烟草制品、酒精或非法药物的
学生，均会根据学校的行为政策处理，在每个学年
开始时所有家长都会收到该学校行为守则政策。

检查

如果学校认为学生的健康和安全存在风险或
学生违反了学校纪律，我们保留搜查寄宿公寓内卧
室或任何其他物品的权利。再次强调，我们会谨慎
以待，通常会安排两名合适的员工来检查。

寄宿公寓处理行为问题须知 

寄宿公寓遵循米兰国际学校（INTERNATION-
AL SCHOOL OF MILAN）行为守则，这些行为守则
都记载在每学年初发放给所有寄宿生父母的手册
中。对于有行为问题的学生，我们会努力和他一起
找出解决的办法。但我们保留处罚触犯寄宿公寓行
为规范的学生的权利，本着小惩大诫的原则，对于
轻微的违规行为我们给予适当的轻罚，而严重违规
者将会被逐出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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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我们的
学生相信他们会成
为最想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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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1° Maggio, 20 - 20021 Baranzate (MI)
电话：: +39 02 872581
www.internationalschoolsgroup.it/milan

激 发 孩 子 非 凡 潜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