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托格罗王宫寄宿制高级文理中学

的 30 个理由



三代以来，我们 Lehmann 家族通过海德堡附近的普法尔茨国际中学 

(Kurpfalz Internat)，1994 年后再加上托格罗王宫寄宿制高级文理中学 

(Internatsgymnasium Schloss Torgelow)，培养了大量学子，让他们

顺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经验证明，除了知识和教育之外，纪律、宽容和

自信的举止同样能打开成功的大门。

高质量要求的私立寄宿制高级文理中学

请致电 +49 3991/1319679 预约个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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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需要价值观和方向指导
价值观的转变，以及理想的缺失，影响了我们这个时
代。在托格罗王宫，我们一复一日地投入工作，致力于
应对这一趋势：工作投入、博爱、宽容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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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班不超过 12 名学生
每个班最多接收 12 名学生。在课堂上为每位学生留下更
多的时间。在这里，不仅对每个个体提出要求，更给予
了个性化的支持。从而成功启发学生，向他们传输应当
掌握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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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的中学毕业考试经验
1994 年以来，我们托格罗王宫积累了 12 年的中学毕业
考试经验。我们的学子以优异的成绩成功通过考试，所
依靠的是合适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投入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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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单纯的中学毕业考试
我们为每位学生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投入，早在
学校期间便向他们展示取得未来成功的途径。如果对“
学校”抱有更多期待，在我们这里，您将迎接自己渴求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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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课程，以及智能交互式电子
白板
黑板几乎已经从我们的教室消失，现在配备创新的智能
交互式电子白板、数据投影机和计算机技术。先进的展
示技术、交互式合作以及安全地操作现代媒体，对于我
们的学生而言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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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大的集体中生活
在托格罗王宫，无论长幼、男同学或女同学，都拥有独
立的居住区：生活区 (Mentorat)。高年级的学生居住在
经过翻新的王宫，以及 Gelbes Haus（意为：黄色大
楼）中的桁架式房屋内，现代化寄宿大楼为中年级的学
生提供敞亮的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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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年龄最小的学生提供独立的宿舍楼
Haus der Zukunft（意为：未来之家）为 5 至 7 年级的
学生准备。在这里，他们拥有一个特殊且符合该年龄段
的居住区，充满童趣，可以尽情游戏。配备一个三层的
滑梯、游戏区以及电影院，另外还有一个尽职尽责的指
导老师团队，让托格罗王宫成为了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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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才视作机遇
有天分的学生在托格罗王宫的集体中拥有自己的地位。
我们为其提出挑战，促进他们成才，并珍视他们的特
点。在托格罗王宫，天赋异禀的学生将拥有自己的地
位，并得到应有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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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熟练地运用外语
托格罗王宫开设六门外语课程：英语、法语、拉丁语、
西班牙语，根据要求开设俄语和中文课程。在这里，学
生们不仅学习语言，更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理解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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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课堂中学习
在 9 年级，所有托格罗王宫的学生都将在英国寄宿制学
校金汉姆希尔中学 (Kingham Hill School) 度过三分之
一学年。在英式的学校氛围中，他们积累实用的语言知
识，结交国际友谊，并学习英国文化。



11 | 30

剑桥大学 ESOL 证书成为进入国外
大学的门票
我们是全德国唯一一所剑桥大学设立“内部测试中心”的
高级文理中学。获取国际承认的 FCE、CAE 和 CPE 等
级 ESOL 语言证书，成为了进入国外大学学习的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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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课堂中学习
儿童和青少年在托格罗王宫的工作环境中感到幸福。每
一天，学生们都能感觉到大人们是以怎样的热爱投入工
作和生活，并乐于与他们相处，无论是老师、指导老师
或培训讲师、工作室管理员、公寓管理员或厨师，都在
享受工作的乐趣。这一基调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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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格罗王宫的老师不仅在从事一项职
业，更是在追求一项事业
一个特别的学校需要一群特别的老师：尽职尽责、积极主
动，且将工作视为事业。作为本地区的一所研修学校，我
们自己培训老师，从而在未来强化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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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格罗王宫，允许学生们为自己的
成绩而自豪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为自己的成绩而自豪。积极的反馈也
因此非常重要，从而激励学生们做到最好的自己。他们应
当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并为未来设定目标。



托格罗王宫——
拥有无限前途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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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格罗王宫的老师不仅在从事一项职
业，更是在追求一项事业
一个特别的学校需要一群特别的老师：尽职尽责、积极主
动，且将工作视为事业。作为本地区的一所研修学校，我
们自己培训老师，从而在未来强化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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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格罗王宫，允许学生们为自己的
成绩而自豪
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为自己的成绩而自豪。积极的反馈也
因此非常重要，从而激励学生们做到最好的自己。他们应
当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并为未来设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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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动平衡脑力工作
铺设人造草皮和跑道的体育场、小型运动场、网球场和大
型体育馆、健身房、配备镜面墙壁的舞蹈室，提供积极活
动、释放能量的多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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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演奏乐器
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在学习一门乐器。他们在学校乐
队、乐器团队中演奏，或加入王宫合唱团歌唱。多位器乐
和声乐老师提供高水准的音乐私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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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优势
我们特别关注职业前景的发展。实习、职业咨询和定期讲
座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研讨会或每周举行的高中毕业考
试项目提供工商管理、法律、记忆技巧、生物或修辞学领
域的额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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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事业
在“职业介绍日”，我们邀请著名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前来
和学生们展开交流。我们借此为他们提供方向指导，并针
对大学的择校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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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训练的成功
在记忆训练方面，托格罗王宫所取得的成功在全球首屈一
指。我们的学生在大量竞赛和电视节目中证明了自己的能
力。我们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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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大集体所带来的安全感
除了老师之外，接受过教育学培训的指导老师全天 24 小
时守护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不分昼夜，在学生们
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维持环境的整洁有序，并提供关
怀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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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人负责
高年级学生担负起低年级学生监管人的责任，或提供考试
辅导。在学校议会中、实施公益性质的楼层任务期间，或
作为 Haus der Zukunft 中的学生助理，我们的学生同样
承担起在学校和寄宿学校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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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促进青年企业家的发展
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在经济方面参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 
business@school 竞赛。期间他们学习经济思维，开发
自己的商业创意，直到上市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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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的朋友
儿童和青少年们在托格罗王宫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在中学
毕业考试之后，校友们同样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定期聚会
增强了团队意识，并构建了未来的强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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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生态的自然中生活
远离大城市的喧嚣纷杂，托格罗王宫位于 Torgelower 
See 湖畔，是全德国最美轮美奂的景色之一。对于托格
罗王宫的学生们而言，游泳杨帆、潜水钓鱼、划桨赛舟都
是可以轻松享受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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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德国的学校 
托格罗王宫是一所面向德国的学校。搭乘王宫巴士可以轻
松抵达柏林和汉堡，前往全德国所有大城市的交通极为便
利。学校目前的学生来自于 15 个联邦州以及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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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或学校度过周末
如果愿意，学生可以回家与家人共度周末。如果更愿意待
在学校，我们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周末活动。每年有六个
周末，所有学生都将留在学校。将举办文化活动、体育比
赛和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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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格罗王宫增强沟通能力
在一个强大的集体中，我们的学生将很好地掌握沟通能
力。他们学着在集体中表达自己的主张，承担社会责任，
并在团队中合作。

30 | 30

一所家族经营的寄宿制学校
Kirsten 和 Mario Lehmann 管理私立托格罗王宫寄宿制
高级文理中学 (Internatsgymnasium Schloss Tor-
gelow) 以及早在 1961 年在海德堡附近创办的巴门塔尔
普法尔茨国际中学，如今已经传承到第三代，并带有浓烈
的个人色彩。他们非常乐意与您亲自结识。



WWW.SCHLOSSTORGELOW.DE

Schloss 1 · 17192 Torgelow am See (bei Waren an der Müritz)
国家承认的高级文理中学

电话 +49 3991 1319679 · 传真 +49 3991 624211 · sekretariat@schlosstorgelow.de

请致电 +49 3991/1319679 预约个人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