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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829 年

校园面积: 40 英亩

开设年级: 9--12 年级

寄宿年级：9--12 年级

学生数量: #680 人

寄宿学生比例：10%
国际学生比例: 10%（来自 13 个不同的国家）

中国学生比例: 5% （We have 32 students from China. ）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4
师生比例: 1:10
AP 课程数量: 17 门

高级教师比例: 60%
SAT均分: 1945 分（前 30%）
ESL: 提供 ESL

学校亮点：

【大学升学】100%四年制大学升学率，提供一对一大学升学辅导项目，从 9 年级开始。

【考试成绩】SAT均分 1945 分（前 30%）
【学术课程】学术课程丰富，覆盖面非常广，开设多门 AP、荣誉和大学双学分课程，包括了英语、外语、

社会学、科学、计算机、艺术、实用技术、以及校外职业实习项目等等，非常有助于学生全方面的学习和

发展

【传媒艺术】传媒艺术课程卓越，学校与美国知名的媒体 CNN 合作，负责支持学生的 MEDIA 课程。

【舞蹈项目】舞蹈项目突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舞蹈，包括芭蕾，爵士，现代舞等等，学生参加各种演出。

【体育项目】体育项目突出，多个项目获得州冠军，包括英式足球、曲棍球、棒球、橄榄球、冰球、滑雪；

本校超过 85%的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实习项目】提供校外实习项目，学生可以通过校外实习获得职业知识，并为以后申请大学丰富自己的背

景和经历

校园环境（靠近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

博安博顿学院位于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区中心佛蒙特州的 Manchester,当地人口 4000 人，白人比例高达 93%，
南邻马萨诸塞州，西连纽约州，北与加拿大魁北克省接壤，东与新罕布什尔州以康涅狄格河为界。距离纽

约 Albany 国际机场开车约 1 个小时左右，距麻省也仅需 1 小时左右车程，至波士顿约 4 小时。曼彻斯特周

边可以进行许多许多户外活动，美丽的山景与高山滑雪地点只有 10 到 15 英里远，繁忙的小镇有许多品牌

的店铺，还有很多文化景点，比如佛蒙特艺术中心，曼切斯特音乐节，戏剧节，温斯顿剧院。这里非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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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舒适，人们友好热情，欢迎多元文化的融入，喜爱户外各种活动。

校园环境具有新英格兰独特风格的美景，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绿树环绕，蓝天白云，全校都是无烟

区，每年秋天红叶遍山，美不胜收！

临近机场（ALB 纽约阿尔巴尼国际机场）

距离学校最近的机场是：（纽约）阿尔巴尼国际机场（ALB）大约 1 小时车程，波士顿罗根机场（BOS）大约

3 小时车程， 纽约肯尼迪（JFK）机场或者纽瓦克机场大约 3 小时车程。

周边的大学（1 小时车程以内）

佛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
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美国文理学院排名前 3
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顶尖文理学院

纽约州立大学 SUNY Empire State College
卡尔思顿学院 Castleton State College
伦斯勒理工学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学校设施（图书馆，艺术中心，剧院，体育中心，运动场）

博安博顿学院在过去 10 年里兴建了多座新的建筑，并对就得建筑进行了装修。有学院大楼、史密斯科学和

传播中心、图书馆、罗兰中心、艺术部门、咖啡馆、莱利艺术中心、剧院和亨利体育中心（包括健身房和

体育课课室），3 个运动场，可进行足球、橄榄球、陆上曲棍球和长曲棍球运动。体育馆内有篮球场和健身

房。

教育理念

博安博顿学院，是美国佛蒙特州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也是美国最早的传统的男女合校的寄宿制中学之一，

同时也是是一所传统的大学预备中学。本校 680 名学生，主要来自曼切斯特和周边 12 个社区的家庭，也有

10%的学生来自世界上 13 个不同的国家。本校致力于维持高水平的学术质量，也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包括

体育素质，运动比赛，身体健康，艺术鉴赏等等方面。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在智力和道德上培养学生成为一

个有责任心，正直正义，有服务意识的人。提供众多机会帮助学生发展领导力、智力、社交能力、艺术能

力和运动能力。学院提供具有高竞争力的学术课程，并通过个性化的关注帮助学生获得学术、个性发展和

社交各方面的成功。



欢迎国际学生：目前拥有来自日本、芬兰、韩国、中国、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玻

利维亚、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国际生，占全校人数 10%左右。学校鼓励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相融，鼓

励国际学生到美国家庭做客，当地人都非常热情欢迎国际学生的到来！为国际学生提供非常舒适的居住和

生活环境，并提供 ESL 课程辅导，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文能力，还提供托福和 SAT预备课程，帮助国际学生

考取理想的大学。为了照顾国际学生的饮食，学校还特意准备了符合国际学生口味的食物，包括中餐。

学校认证和会员：佛蒙特州教育局、新英格学校协会、北新英格兰独立学校协会、佛蒙特州独立学校协会、

大学升学辅导计划

学校提供独特的教学计划包含了一对一的大学入学辅导，这个辅导过程从九年级开始，这个教学计划同时

还有一整年的 SAT和托福考试的准备课程。

课程设置

【英语】英语语言 1~4、英语文学、创意写作、辩论、演讲、新闻学、讲诉故事、空间和时间、莎士比亚文

学、图书馆学

【数学】代数 1~2、综合数学、几何、三角函数、微积分预科、微积分、统计学、市场学、个人理财、商业

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社会学】世界历史、美国历史、欧洲历史、美国政府、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亚洲研究、军事历史

【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健康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环境科学、森林学、生态学、农场、地球科学、

生物进化、法医学、工程学（建筑、计算机、机器人）、科学实验、计算机模型、食品科学

【外语】西班牙语 1~6、法语 1~6、德语 1~6
【体育】健身、运动、举重训练、运动员训练、户外探险、

【其他】驾驶、SAT 预备、独立学习、校外学习、职业实习、会计和金融、自动化科技、商业管理、市场学、

传播学、计算机网络、化妆、服装设计、工程设计、法律预科、医学、农学、3D 计算机辅助设计、法医调

查、影视制作、校刊杂志

艺术课程和活动

【创意艺术】影视摄影、剧本创作、高级影视摄影、影视视频制作、高级数码摄影、计算机科学、数字媒

体、数码摄影、

【媒体设计】建筑设计、舞台设计、数字动画、平面设计、机器人学、电子游戏设计



【音乐艺术】音频制作、电子混音和组成、电子音乐、电子音乐 DJ、影视音乐创作、音乐历史、音乐理论、

音乐家、音乐理论、音乐创作、合唱团、声乐

【表演艺术】乐器演奏、乐团表演、交响乐演奏、舞蹈表演（初级到高级）、戏剧表演（初级到高级）、戏

剧技术

【视觉艺术】艺术史、美术、设计、艺术鉴赏、室内艺术、高等室内艺术、高等艺术作品、陶艺和雕塑、

高级陶艺和雕塑

【实用艺术】烹饪艺术、木工艺术、高等木工艺术设计

特色项目

AP 课程 17 门：英语语言与写作、英语文学与写作、微积分 AB 、微积分 BC 、统计学 、生物、化学 、

物理 C、心理学 、美国政府与政治 、微观经济学、美国历史、工作室艺术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传媒课程优越： 博安博顿学院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与美国知名的媒体 CNN 合作，负责支持学生

的 MEDIA 课程。

大学双学分项目：学生在本校可以选择 5 门大学双学分课程，最多可以获得 15 个大学学分。与本校合作的

大学包括，佛蒙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ermont、本宁顿学院 Bennington College、卡斯尔顿学院 Castleton College、
新英格兰烹饪学院 New England Culinary Institute (NECI) 、格林山学院 Green Mountain College。

职业领域学习（校外实习）：本校为学生提供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Filed study 项目，旨在帮助学生认识各种各

样的职业，让学生学校到课堂以外的实用知识。学生通过校外的实习项目，学习到职业本领，通过培训必

要的职业技巧，了解自己适应什么样的职业，学习如何与同事和上级相处，培养社区和团队协作意识，理

解如何得到一份工作，学习如何制作简历，学习面试技能。学校与当地不同的企业合作，为学生安置这样

的工作机会，帮助学生增强综合技能。职业经历在未来申请大学的时候，能给学生的简历增加很大亮点。

体育活动

篮球 basketball、棒球 baseball、垒球 softball、高尔夫球 golf、舞蹈 dance 、橄榄球 football、
英式足球 soccer、网球 Tennis、田径 track and field、摔跤 wrestling、越野 cross country、拉拉队 cheerleading、
滑板滑雪 snowboarding、高山滑雪 alpine skiing、 北欧滑雪 Nordic Skiing、陆上曲棍球 field hockey、长曲棍

球 lacrosse、冰上曲棍球 Ice Hockey



其他活动：22个俱乐部

艺术俱乐部、天文学 、国际象棋 、舞蹈 、戏剧 、环境俱乐部 、骑术 、高中校园剧 、

高中生服务俱乐部、数学小组 、模拟联合国 、音乐 、诗歌 、学生会 、学生政府、园艺、

志愿者、攀岩、登山、校刊杂志

过去五年的毕业生走向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

大学、杜克大学、伦斯勒理工学院、罗德岛设计学院、密歇根大学、南加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卫斯理

学院、威廉姆斯学院

校内宿舍：

宿舍设置在校园内 5栋独立式住宅内，2栋宿舍住女生，3栋宿舍住男生，教员和其家属也居住在内。分为

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宿舍内有无线网络、电视和电话设施。宿舍内有一些单间，但大多数学生都住双人

间。宿舍内还有电脑室/工作区、客厅、饭厅和厨房。学生在吃饭时间和宿舍家长一起用餐。

Homestay 寄宿家庭项目：

学生也可以选择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他们都是经过博安博顿中学官员精心挑选的，现在有 32个本地家庭

参加接待国际学生。学生住在宿舍或者当地的美国家庭，所交给学校的费用是一样的。

假期安排：

圣诞节期间，宿舍关闭，学校会安排旅游，今年国际学生有 20个参加旅行，去了温暖的佛罗里达，参加旅

行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大概是 2000美金。学生也可以选择回国，也有一些学生被邀请到当地的寄宿家庭。

国际学生学费和寄宿费用：$45,500（2017~2018）

费用包括：学费，住宿，三餐，学术旅行（去华盛顿特区，纽约市），周末活动

费用不包括:ESL (5000美金)，医疗保险（1500美金）

录取要求：

需要托福成绩，接受 Itep，小托福；接受 9-12 年级申请者，但是如果学生只读 12 年级不颁发学位证书。

招生官寄语：

我校的大学预备项目非常优秀，学生都能为大学做好准备，我们寻找有意愿在美国读书并融入学校和当地

文化。我们最成功的学生是那些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体育运动，艺术，表演，舞蹈，戏剧等等活动的学生。

点评：（来自网络）

学校坐落在 Mt. Equinox Mountain 山脚下，俯瞰整个 Manchester 镇，学校的传统寄宿制教育，和多元化的

氛围，温馨热情的人文关怀，优秀的学术成绩和体育艺术表现，在当地颇有名气。国际学生备受照顾，中

国春节时候有丰盛的中国菜，特解馋。

博安博顿中学校风良好，教学质量高，校长、老师、家长、同学都非常温暖亲切。提供良好、安全、舒适

的学习环境。学生还可以选择寄宿于当地的美国家庭中，家庭成员一般都来自于本校职工或社区家长，非

常亲切，可以帮助国际生学习英语并且融入美国文化。该校的数学和英语课程都很有特点，同时丰富的课

外活动也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