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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4-2015）：$35,225。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新生指

导费 $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活动费用和

保险费。

* 国际新生指导费包括 2 个部分，一个是在中国举

行的为期 2 天的行前指导，另一个是抵达美国以后

在美国学校举行的新生指导。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班尼迪克女校
Benedictine Academy

www.benedictineacad.org

班尼迪克女校由伊丽莎白本笃姐妹会创建于 1915 年，是一所致力于年轻女性教育的天主教中学。在本笃姐妹会持续不断的支持贡献和众多校友及

整个社区成员的忠诚奉献下，学校做好了在 21 世纪延续其使命的准备。

与音乐学院合作

大学考试辅导

1:1 戴尔笔记本配置

青年科学成就俱乐部

近 100 年建校历史

直飞纽瓦克国际机场

靠近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

11 门 AP 课程

乐器表演

学校类型：女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本笃会）

建校时间：1915

年级：9-12

学生人数：182

班级平均人数：15

高级教师比例：70%

师生比例：1:15

国际学生人数：1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校 址：840 North Broad Street, Elizabeth, NJ        

07208

所在州：新泽西州

附近大城市：纽约市（乘火车 35 分钟可从学校抵

达曼哈顿）

附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4）

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湿润，冬季会下雪。

附近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EWR）

partner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俱乐部AP 课程 2011-2013 年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00%     学校录取率

14 荣誉课程

11  AP 课程 

3.0 AP 平均分

63% AP 通过率

2013 级 SAT 成绩（94% 学生参加考试）

1595  1693
前 30%                前 10%

体育活动

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

生物 环境科学

化学 微积分 AB*

Benedictine Academy

现代化设施          

学校占地 1.5 英亩，坐落在新泽西伊丽莎白市区。

学校最近翻新了互动科学实验室，学生可进行生物、

化学、物理实验。老师们将 Vernier 科学软件引入

教学中，让学生们在实验过程中可以一边做实验，

一边进行批判性思考。其他校园特色包括建筑还有

表演艺术中心和艺术教室，学生可以借助艺术教室

内的各种设备来学习油画、素描及摄影。

荣誉奖项          

学 校 荣 获 2011 年“Best New Jefferson Awards 

Students in Action High School in the Nation 

”，2012 年“Students in Action High School 

in the Nation”，2013 年“Jefferson Awards 

Ambassador High School in the Nation”，

2014 年 公 共 服 务 领 导“Ambassador Gold 

Medal”。1972 年，杰奎琳肯尼迪，美国参议员罗

伯特塔夫托和山姆彼尔德共同创建了杰佛逊公共服

务奖，是美国的公共社区服务诺贝尔奖。

青年科学成就俱乐部          

该俱乐部是专门为希望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上追求自己事业的学生而设立。在学年期间，学生

与学校老师一起设计 STEM 研究项目。获胜的项目

会有现金奖励，而且每个项目都有$500的材料预算。

现代化运动场

室内体育馆

学生在进行排球练习 学生参观美国最高法院

6  体育活动

18  学校俱乐部和活动

99.5%  学生参与率

* 微积分 AB 将会在 2014-2015 学年开设。根据

学生的兴趣，学校每年会开设不同的 AP 课程。

AP 人文课程

英语语言和写作 美国历史

英语文学和写作 法语

心理学 美国政府和政治

西班牙语

宗教课程：学生每年入学时需要上一门宗教课。 

音乐学院合作：学校与附近的儿童音乐学院合作，

为学生提供艺术课程。每学期会开出 2 门选修课。

第一学期学生可以选择舞蹈或者合唱课程。第二学

期则开设表演和绘画课程。部分选修课学校需要将

学生送到不足一英里外的音乐学院学习。

PSAT/SAT 备考课程：学校提供 PSAT 和 SAT 考

试辅导，帮助学生更好地通过这些标准化考试。辅

导课程从 10 年级开始，而 PSAT 考试在 10 月进行。

11 年级的学生有机会再考一次 PSAT，如果合格，

他们将有机会参加国家学者奖学金资格考试。每个

学生 12 年级时可以参加 SAT 高级练习，为秋季的

SAT 考试做准备。 

科技：学校于 2009 至 2011 年进行长达三年的科

技复兴项目，为每个教室安装了 LCD 投影仪和智

能板。最近，为了促进学生与老师、家长之间的

互动，学校购买了 BackBaud 网络课堂系统。学

生在入学的第一年就会拿到学校免费发放的戴尔

Lantitude 笔记本电脑。此外还有 25 台 ipad，使

得老师可以灵活地将软件产品整合到课堂教学中。

国际学生支持 : 学校和美国剑桥国际教育机构合作

为有需求的中学国际学生提供学业支持项目，帮助

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和学业成绩，提高他们成功申请

美国顶尖大学的概率。

俱乐部

校园内阁 葡萄牙语俱乐部

福音伙伴 西班牙语俱乐部

国家荣誉社团 艺术俱乐部

舞蹈俱乐部 生态俱乐部

学生会 文学艺术俱乐部

大使俱乐部 数学联盟

亚洲文化俱乐部 模拟联合国

法语俱乐部 科学俱乐部

园艺俱乐部 青年科学成就俱乐部

* 所有学生必须参加至少一项课外活动。

体育活动

排球 篮球

足球 垒球

田径

 

参加体育活动资格：已满 19 岁的国际学生可以参

加大学代表队运动。

排名 * 大学名称 

1 普林斯顿大学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2 西北大学

18 圣母大学

28 塔夫茨大学

31 波士顿学院

32 纽约大学

36 佐治亚理工学院

37 凯斯西储大学

37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41 波士顿大学

41 伦斯勒理工学院

62 马里兰大学

69 罗格斯大学

69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69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97 德雷塞尔大学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综合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