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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届 / 级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99%     大学录取率

8  荣誉课程 12 AP 课程

  76% 通过率

（生物、微积分 BC、物理 C     通过率：100%）

田径

SAT 成绩（2013 届 / 级学生）

 1683
   平均分 

AP 数学和科学课程

生物 微积分 AB

微积分 BC 化学

电脑科学 物理 C：机械学、电学和磁学

统计学

AP 人文课程

英语语言 法语

美国政府 美国历史

世界史

12  项体育活动（参与率 80%）

31  项学校俱乐部和社团

Archbishop Murphy High School

现代化教学设施          

1999 年初，学校迁至近 22 英亩的校园，其中一座两层

的建筑设有体育馆、行政办公室、图书馆、教室和计算

机实验室。2003 年学校增建了 Grace Hall、配有露天

看台和记者席的橄榄球 / 足球场和 2 万平方多米的综合

体育馆。2007 年 9 月，第三座主建筑 Heath Hall 正式

投入使用。这座近 4 千平方米的建筑设有办公室、教室、

先进的科学实验室、学生生活咨询服务中心和艺术表演

场地。

教师档案          

• 在来到本校之前，Gail Wellenstein 在加利福尼亚州

新墨西哥与华盛顿州任儿科医师共 15 年。随后 3 年中，

她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和研究公共健康。自 2012 年起，

她在本校担任科学教师。在 2013 年夏季，她成为本地

区为数不多的人选，在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与其

他科学家一同进行科学研究。Gail 在 2013 年秋季返回

学校，并通过她的专业经验重新安排了她的科学课程。

• Kathy Alkire 在 1996 年起便在本校执教，担当数学

教师。她在俄勒冈州立大学获得本科与硕士学位，并获

得华盛顿大学工程专业硕士学位。Kathy 帮助学校数学

小组获得多项州内奖项。

• Jonathan Glass 在 2006 年加入本校，并任职科学教

师。他在西雅图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与教师艺术硕士学

位。除了科学课以外，Jonathan 经常参与学校的机器

人小组与极限飞盘俱乐部。

机器人小组          
 

学校的机器人小组“4681：墨菲定律”参加 FIRST 机

器人大赛。小组由波音公司赞助，波音公司是一家跨国

公司，它是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组成部分。公司的主要工

作是设计、制造并销售飞行器、火箭与卫星。学校机器

人小组获得 2013 年 FIRST 西雅图地区竞赛第 9 名。

小组网站：http://www.am-hs.org/page.cfm?p=703 

特色俱乐部：Hi-Q          

Hi-Q 是一项高中学术竞赛。学校小组需要回答来自 13

种不同分类的问题，并与其他学校竞赛队伍进行竞争。

一个季度内，学生不断比赛，累积成绩后得出最终排名，

确定进入季后赛的名额。“野猫”小队在获得一届亚军

后连续获得 2 届冠军。学生通过学习各个科目，准备竞

赛。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短篇故事、世界与美国历史、

艺术史。科学方面包括：化学、生物和物理。除了微积

分外，其他数学类问题都是会被考到的。竞赛在每年一

月份开始，季后赛将在三月与四月进行。

特色选修课程：
•  艺术（毕业要求学习至少一门课程）：陶瓷（入
门、中等、高级），绘画与油画（入门、中等、高
级），平面艺术（入门、中等、高级），在线平面
艺术，摄影，戏剧，舞台技术，在线美术史，管弦
乐队，吉他，室内合唱团和音乐会合唱。
•  数学和科学：多元微积分，气候与气候变化和解
剖生理学。
•  商业与技术：营销管理学，编程入门，年鉴和领
导力应用。
双学分课程：学校与多所大学合作，为学生提供多
门可以转化为大学学分的课程。 
•  Matteo Ricci 项目：学校为完成荣誉英语 12
与荣誉社会科学 12 两门课程的 12 年级学生提供
该项目。若学生同时完成两门科目并获得 B 以上
的成绩，便可获得玛丽窦学院和西雅图大学的 10
分大学学分。
•  世界语言：完成西班牙语或法语课程并获得 B
以上成绩的学生可以获得华盛顿大学的大学学分。
•  科学：完成解剖生理学并获得 C 以上成绩的学
生可以获得埃弗雷特社区大学的大学学分。完成气
候与气候变化课程并获得 B 以上成绩的学生可以
获得华盛顿大学的 5 分大学学分。
•  艺术：完成陶瓷或高级陶瓷并获得 C 以上成绩
的学生可以获得埃弗雷特社区大学的大学学分。完
成摄影课程的学生也有机会可以获得东华盛顿大学
的大学学分。
宗教课程：每学年入学时需要上一门宗教课。
国际学生指导：学校和美国剑桥国际教育合作，提
供一种学术项目，满足中间水平国际生的需求帮助
他们提高英语和学业表现，提高他们申请顶尖大学
院校的几率。

俱乐部

艺术俱乐部 数学小组

国际象棋部 模拟法庭

秋季演出（戏剧） 机器人部 *

吉他俱乐部 年鉴

领导人俱乐部 回收俱乐部

LINK（学生指导项目） 学生会

体育

越野（男 / 女） 摔跤（男）

橄榄球（男） 田径（男 / 女）

足球（男 / 女） 棒球（男）

排球（女） 垒球（女）

游泳（男 / 女） 高尔夫（男 / 女）

篮球（男 / 女） 网球（男 / 女）

体育资格：国际学生在达到转学生标准后可以参与

体育活动。国际学生第一年只能参加学校副队，在

第二年后便可参与校队。

排名 * 大学名称

2 哈佛大学

4 哥伦比亚大学

5 斯坦福大学

7 宾夕法尼亚大学

14 布朗大学

16 康奈尔大学

18 诺特丹大学

23 卡耐基梅隆大学

23 南加州大学

23 维吉尼亚大学

23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8 密歇根大学

37 凯斯西储大学

39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52 华盛顿大学

52 乔治华盛顿大学

52 俄亥俄州立大学

52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68 普渡大学

69 德州农工大学

69 明尼苏达双城大学

69 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75 美利坚大学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2014 届 / 级国际学生录取大学：

•  杰克逊维尔大学

•  芝加哥艺术学院

•  密歇根州立大学

•  堪萨斯州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