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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将艺术置于教育
中⼼的⾼等学府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是⼀所集⾼中、⼤学和研究⽣教育于⼀体的顶尖表演艺术学校。它提供艺术专业的⾼中
教程，同时也提供⾳乐戏剧专业和电影电视表演专业的⾼等教育教程。除此之外，该校还有表演艺术类型
的周末课程和假期课程。该校⾪属于英国戏剧机构Drama UK，并能提供权威的学位学历证书。 

作为英国顶级的表演艺术教育机构，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更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才培养基地。每年的毕
业⽣都会进⼊到伦敦西区各⼤剧院、英国国家剧院、电视台（例如BBC、 ITV、第四频道等）和世界各⼤
知名电影公司。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于2007年加⼊艺术教育学院，注资数百万英镑，为学校修建了具有⼀流配备的 
Andrew Lloyd Webber Foundation 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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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艺术教育学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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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校长：安德鲁·劳埃德·韦伯 

⾳乐巨匠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于2007年加⼊伦敦艺术
教育学院。截⽌2013年，他⼀共创作了13部⾳乐剧、⼀
部声乐套曲、⼀组变奏曲、两部电影配乐和⼀⾸安魂曲，
获得7次托尼奖、7次奥利弗奖、3次格莱美奖，并凭借
《艾薇塔》中的歌曲You must Love Me将奥斯卡和⾦球
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收⼊囊中。 

校长：简·哈⾥森 

简·哈⾥森于2009年以来担任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校长。
在这之前，她是伦敦艺术教育学院表演学院的院长并且
开创了电影和电视系，将其打造成了伦敦艺术教育学院
的明星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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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艺术教育学院知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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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库珀 Adam Cooper 

英国著名舞蹈演员。早年求学于伦敦艺术教育学院学
习古典芭蕾舞、现代舞、踢踏舞、爵⼠舞当代舞蹈、
歌唱、表演和舞台⽃⾓舞。加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后，1991年晋升独舞演员，1994年晋升为⾸席男演员，
1997年离开英皇成为⾃由艺术家。 

莎拉·布莱曼 Sarah Brightman 

古典跨界⾳乐⼥⾼⾳歌唱家。早年求学于伦敦艺术教
育学院。1985年出演与多明⼽合作的《安魂曲》获格莱
美最佳古典新艺⼈奖提名，1986年出演⾳乐剧《歌剧魅
影》⼥主⾓。2008年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与刘欢吟唱《我
和你》。201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组织和平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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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标 ：抱负 尊重 天赋 成功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是所有热爱艺术、向往艺术的学
⼦们⾸选的学习殿堂。它在教育和培训艺术⼈才⽅
⾯，有着超过九⼗多年的经验。 

教学环境优雅，主课⼤楼宽敞明亮，给学⽣们⼀个
舒适的学习环境。同时，学校临近地铁站，交通便
利，能轻松到达伦敦西区中⼼。 

校内拥有⼀流的教学设备，其中包括两个专业配备
的剧院以及分别为舞蹈、戏剧、⾳乐、美术、摄影
和媒体教学设⽴的专门场所。我们的学⽣在专业又
乐于奉献的⽼师的带领下，在不同的艺术领域⾥⾯
都着有很好的成长及发展。 

抱负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是帮助你踏⼊表
演艺术职业⽣涯的最佳选择。”  学
⽣ 8年级 

“学⽣们的个⼈发展都极为出⾊。” 
英国私⽴学校评估监督机构
（Independent Schools Inspect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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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以建⽴引导式关系作为教育特⾊。
学校主要开展⼩班教育，让学⽣们在良好的互动环
境中受到更多的启发。同时，⼩班教育的形式也让
⽼师能认识和照顾到每⼀位学⽣，观察到每个学⽣
的学习进步，关注学⽣的个⼈成长发展。 

拥有专业表演和艺术背景的⼀线师资，加上⼀流的
设备，伦敦艺术教育学院为学⽣提供⼀个活跃的课
堂和创造⼀个启发创意的空间，让他们能⽆忧⽆虑
的激发出个⼈潜能。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的学⽣们⼀贯地能在学习过程中
展现⽆⽐的包容⼒、礼貌和对表演的热情，转换成
对他们的⽼师，同学们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在很多课堂上都可以观察到，⽼师
和学⽣间，学⽣和学⽣间的关系⾮
常亲密，可以感受到他们⾮常信任
对⽅。学⽣很有⾃我意识的同时也
对他们的⽼师们充满着感激之情，
反过来，⽼师也对学⽣的教育有强
烈的责任感。” 英国私⽴学校评估监
督机构 2011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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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对学⽣进⾏因材施教，在这⾥，
每个班级不会超过16⼈，⽼师和学⽣的⽐例是1：8。
这意味着每个学⽣都会被视作⼀个独特的个体，根
据他们不同的性格、天赋和理想，去认识、培养并
激发。 

⽽汇报演出将在整个学年持续进⾏， 通过与资深⽼
师的紧密合作，学⽣们会完成⾼⽔准的戏剧和展览。
学⽣们的这些成就会让他们建⽴起⾃信⼼，变得沉
着，获得全⾯的发展。 

“这个国家戏剧⽂化的传统及未来需
要依赖优秀的培训中⼼，就像伦敦
艺术教育学院，培养和启发了许许
多多的年轻表演艺术家。跟年轻的
表演艺术家们⼀起⼯作可以说是我
的热情所在，我⾮常荣幸能够成为
他们的校长。”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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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致⼒于提供卓越的学术教育，让
学⽣在普通中等教育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学校提
供丰富全⾯的教育课程，在这些课程当中，学⽣可
以尽情施展⾃⼰的才能，让不管是演员、舞蹈家、
画家的他们，都能获得⼤众的认可。在这⾥，学⽣
们是被⽀持、⿎励，以及他们的价值是被承认的。 

“教育是⼀流的。这个学校提供了⾼
质量的专业学术教育。教育⽔平是
学⽣获得⾼成就的⼀个重要因素。” 
英国私⽴学校评估监督机构，2011
报告 

“这是⼀所让我们能团结合作的学校，
它不仅让每⼀出戏剧都变得成功，
还让每⼀天都变得多姿多彩。” 学⽣ 
8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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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培训课程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提供专门给⼉童的涵盖舞蹈、戏剧和⾳乐等领域的⾼质量培训课程，

⿎励学⽣从参与互动和团队合作中培养艺术兴趣和专业素养，并增强⼉童⾃信⼼。



舞蹈课程的核⼼内容是古典芭蕾，除此之外，
学⽣也可以⾃由选择现代舞、踢踏舞、当代
舞蹈或编舞等内容。学⽣接受皇家舞蹈学院
（RAD）和皇家舞蹈教师协会（ISTD）的
考核同时，也有机会参与不同规模的演出和
参观剧场，增加对专业舞蹈领域的了解。 
除了常规的课堂教学，艺术教育学院还成⽴
了艺术教育学院少年舞蹈公司（ArtsEd 
Youth Dance Company），让舞蹈学⽣体验
如何与舞团公司进⾏合作。学⽣需经过海选
选拔进⼊舞团，每周两次合训。他们将会学
习编舞、实践舞蹈剧⽬以及与客座编舞⽼师
合作。 

⼉童培训-舞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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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教育学院提供⾼⽔平的专业戏剧训
练，培养学⽣戏剧素养的同时，提⾼他们的
⾃信⼼、⾃主能⼒和沟通能⼒，并以戏剧作
为渠道让学⽣了解社情。其中包括肢体和表
现主义戏剧、风格化和抽象作品、⾃然主义
戏剧、喜剧、⾳乐剧场等类别，学习台本演
出和即兴演出。课程的设置兼顾理论知识和
表演实践。学⽣也会获得许多演出机会，例
如ISA戏剧节的演出。

⼉童培训-戏剧课程

邮箱：info@wecultureconnect.com   
电话：+44 20 7484 5568 
⼿机：+86 18701635650 

 QQ:     3020831875

mailto:info@wecultureconnect.com
mailto:info@wecultureconnect.com


戏剧艺术教育学院提供⾼⽔平的专业戏剧训
练，培养学⽣戏剧素养的同时，提⾼他们的
⾃信⼼、⾃主能⼒和沟通能⼒，并以戏剧作
为渠道让学⽣了解社情。其中包括肢体和表
现主义戏剧、风格化和抽象作品、⾃然主义
戏剧、喜剧、⾳乐剧场等类别，学习台本演
出和即兴演出。课程的设置兼顾理论知识和
表演实践。学⽣也会获得许多演出机会，例
如ISA戏剧节的演出。

⼉童培训-戏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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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课程以表演实践为主，理论知识为辅。
艺术教育学院致⼒于运⽤各种媒介激发学⽣
的表演潜⼒，并提供⾳乐理论教育加深学⽣
对⾳乐的了解，让学⽣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上
创造出⾃⼰的作品。 

⾳乐课程专注于学⽣对声乐和器乐技巧的掌
握，同时学⽣会接受键盘乐器演奏和合唱培
训。经验丰富的学院教师团队会针对希望掌
握某⼀特定乐器的学⽣进⾏培训。学⽣也有
机会参与在安德鲁·劳埃尔·韦伯基⾦会剧
院举⾏的年度⾳乐会的合唱演出。

⼉童培训-⾳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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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成年⼈培训课程
伦敦艺术教育学院提供专为青少年和成年⼈设置的精英培训课程，深⼊研读为数不多的

专门科⽬，为的就是能够重点式培养学⽣们的才华及热情所在。



选择表演科⽬的学⽣会参与到团练式的课程，
这个课程能让学⽣获得全⽅位掌控表演的能
⼒。在每周课堂中，学⽣将会接触到声⾳、
演技、肢体技巧、即兴创作还有⽂本制作等
训练。这些技巧会⽤于⼩型剧团演出还有表
演主题的项⽬，⽽后被⽤于当作评分的基准。

青少年/成年⼈培训-表演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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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艺术教育学院以训练出全英国最优良
的⾳乐剧演员闻名，⽽⾳乐剧课程的设计
就是为了持续培育出这样的⼈才。学习这
门科⽬的学⽣会接触到固定的⼏项课程，
⽽这些课程为的就是能发展出适⽤于⾳乐
剧不同层⾯的表演技巧，使得每位学⽣能
获得最全⾯的⾳乐剧表演技巧。

青少年/成年⼈培训-⾳乐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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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课程是相当具有挑战性⽽又令⼈兴奋
的。课程除了培养舞蹈技巧之外也⿎励艺
术性的创作、讨论以及探索学⽣所选择的
舞蹈种类。选择这个⽅向的学⽣会参与到
⼀线师资授课的各种舞蹈课程。

青少年/成年⼈培训-舞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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