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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West Broadway St, Winona, MN 55987

Let them respect the truth!  www.cotterschools.org 



Boardingschoolreview 排名TOP 43

“最有价值”的学校

每名毕业生都获得延续四年的大学奖学金，平均每人每年1500美金

托福考点

安全宜居的大学城环境氛围，当地坐落了3所大学

音乐、舞蹈、计算机、编程、网页设计、动画设计、天文学、电子和机器人

宿舍环境超好，装有空调，高年级可以住单人间，无额外收费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11年

校园面积: 45英亩

招生年级: 7-12,PG

寄宿年级：8-12.PG

认证:  AdvancEd

学生数量: 342人

国际学生比例: 20% 

中国学生比例:10%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5      

师生比例: 1:10

AP课程数量: 15 AP

高级教师比例: 75%

SAT均分:  1874  

ESL: 提供

夏校: 提供



大学升学：100%录取大学

• 大学升学率本州排名在前1%

• SAT和ACT考试成绩全国排名前25%

• 毕业生去往世界著名的大学,比如牛津大学, 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 每个毕业生都获得连续四年大学奖学金！

• 大学招生官定期到访本校招生

• 学术课程丰富，高达课程多达23门；AP考试通过率高达82%；还与大学合作开

设大学学分课程，成绩优秀的学生有机会提前修大学学分，为以后读大学节约时间

和费用。





本校亮点：
• “最有价值”的学校超高性价比, 明智的选择!

• 小班授课，亲密社区关系，师生之间关系融洽，每个学生都得到重视，每个人的
才华都被鼓励和支持。

• 传统寄宿制学校，百年历史传承，宿舍环境很好，有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确保
学生的安全和生活便利，学生也可以在当地选择几个寄宿家庭，周末或者度假时
候去玩，当地很欢迎国际学生，非常友善。

• 课外活动丰富,22个运动队和各种俱乐部。

• 学校拥有良好的音乐课程，舞蹈课程，还有自己的剧院，乐队、合唱团、音乐乐
团,荣誉乐队经获得 “Best in Class“荣誉

• 特殊项目:计算机、编程、网页设计、动画设计、天文学、电子和机器人

• 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让学校的国际化氛围浓厚，学校有不同国家的文化交
流活动，非常有趣

• 帮助国际学生准备托福考试,本校就是托福考点

• 学校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平时的测试报告和学生在校的行为表现，几乎每周都
会汇报给家长，确保学校和家庭教育保持同步。



校园环境：
学校坐落在密西西比河明尼苏达州东南

部海岸，风景优美的薇诺娜市,当地人口

约3万，白人比例93%，是一个安静安全

的宜居城市。

薇诺娜是当地有名的好学区，这里坐落

了3所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

Saint Mary's Universityof Minnesota、

Minnesota State College-Southeast

Technical；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

学习和生活氛围都非常好。

最近的机场是：

LSE (Lacrosse) and RST (Rodchester)机场。

威诺娜Winona距离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

明尼阿波利斯大概1小时车程。明尼阿波

利斯是一个吸引人和有趣的度假地。



艺术天堂
艺术爱好者在明尼阿波利斯艺术

学院，沃克艺术中心和弗雷德里

克河魏斯曼艺术博物馆可以看到

许多东西，这里有世界上知名的

收藏品，剧场舞台也有许多活动。

这里有30多个电影院，明尼阿波

利斯人均座位比除了纽约之外的

任何美国城市都多。观看百老汇

表演，在神话般的餐馆享受晚餐

和现场爵士乐。

在明尼苏达州科学馆，可以自己制
作视频，或在水下探险水族馆和鲨
鱼面对面。在夏天，“湖泊之城”明
尼阿波利斯在城市中就有22个湖泊，
周边地区还有更多。

在镇上，大批当地居民和游客一起
滑冰或漫步在卡尔霍恩湖上。州立
公园提供户外娱乐活动，骑自行车，
徒步，高尔夫，划船。无论您什么
时候去，明尼阿波利斯都充满惊喜！
曲径环湖，绿树成荫，花草繁茂，
水天相映，湖泊周围的花园洋房，
环境优雅宁静，是理想的居住区。



气候环境：

薇诺娜市与中国北京气候相似，冬季室外有积雪，夏季比较炎热。

冬天时候，学校要求学生避免室外活动，室内暖气充足，教学楼与教学楼之间已

经架了天桥，足不出户就能在各个教学楼之间穿梭。

当然，积雪也是学生们的乐趣，很多学生喜欢用积雪创造艺术品，冬天看到校园内的

雪人，雪球，雪雕塑，都非常有趣！



校园设施：
学校校园非常美丽，绿树成阴，空气清鲜，
林阴小道上总会看到学生们或是手捧书本，
或是席地而坐开心的畅谈。学校的体育设
施也很齐全，学习之余加强体育锻炼也是
学校着重提倡的。

主要设施包括：
教学楼/教堂

公园/宿舍楼/餐厅

体育中心/健身房

室外网球场/室内网球场/棒球场2个

足球场/篮球场/垒球场/游泳池

艺术中心/剧院/音乐教室

学习中心/图书馆/计算机室

科学实验室





教育理念：
• 科特学校是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社区，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个性成长，学术成就。
国际项目是科特中学的特色，每年的夏季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这个校园，
如学生互惠项目，夏令营等，更体现着学校的多元化，给校园带来新的气息。

• 校对每一位学生都寄予厚望，在充满挑战性的学习环境中，激发学生对未来的憧憬，
老师随时注意学生的进展，提供学习的方法，甚至给予个别需求的协助，使学生能够
实现和达成母目标。学生的平均成绩历年来皆高过全国平均成绩，100%的学生顺利进
入大学继续深造。

• 学校Learning Center提供 Learning Differences的学生个别辅导，对于学习进度快的学生
也提供Honor及 AP课程。每年州际与地区性数学竞赛表现优异。因属于天主教，每年
都由学生自发性发起慈善捐助，学生也借此学习博爱的精神。

• Cotter是一个家庭，这里有我们的精神，领导和服务，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
相支持。我们的每个成员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得到重视，团队协作和关爱他人
是我们重要的理念，我们鼓励和倾听，理解和分享，这是Cotter一直坚持的。



独特的福利：
每名毕业生都获得延续四年的大学奖学金

我校的毕业生有非常独特的福利，科特学校的国际化氛围为学生提供一
个独特的教育环境，我们的学生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除此之外，
每一个就读美国大学的学生都能获得延续四年的HEF Scholarship奖学金，
奖学金由海华沙教育基金会The Hiawatha Education Foundation 提供，颁
发给我校每一位递交申请的毕业生，并延续四年。HEF奖学金是基于学
生的SAT/ACT成绩，班级排名，学校活动参与度来颁发，自从1992年开始，
已经有总计将近1000万美金的奖学金颁发给了科特的毕业生，平均每个
学生获得1500美金每年。



学术课程设置:
• 英语：英语语言、英语文学、英语写作、传媒和出版学、传播学、ESL初级到高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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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学：世界地理、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美国政府与政治、经济学、世界文明、社会学、
心理学

• 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健康学、地质学、天文学、人类生物学、生理学

• 宗教：圣经、神学、社区服务、宗教、谁是耶稣、耶稣使命、世界宗教、基督使命

• 外语：西班牙语、德语

• 视觉艺术：素描、油画、版画、陶艺、计算机设计、2D/3D设计、电影和视频、摄影

• 表演艺术：乐队、爵士、声乐、合唱、音乐剧

• 体育：健身、运动

• 科技：计算机科学、电子与机器人学、Java编程、编程C++、网页设计、动画设计

• 其他：沟通与交流



15 AP课程:
微积分AB, 微积分BC, 统计学, 化学, 物理, 英
语语言和写作, 英语文学和写作, 环境科学, 
微观经济学,   美国历史, 心理学, 艺术

8 荣誉课程：
离散数学、线性代数、向量和多变量微积
分、几何学、高级微积分、人类生物学、
Java编程、 C++编程、西班牙语、美国政府
与政治、电子学/机器人学、电磁学

大学学分项目：
除了AP课程以外，学校提供
Programs for Advanced College 
Credit (PACC)项目，与明尼苏达
大学圣玛丽分校Saint Mar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和维诺纳
州立大学Winona StateUniversity
合作，在cotter校内开设大学学
分课程。



艺术项目

• 视觉艺术：素描、油画、版画、陶艺、计算机
设计、2D/3D设计、电影和视频、摄影

• 表演艺术：乐队、爵士、声乐、合唱、音乐剧



15 竞技体育Athletics，22支体育运动队：

• 网球Tennis

• 排球Volleyball

• 体操Gymnastics（女）

• 曲棍球Hockey

• 垒球Softball（女）

• 田径Track & Field

• 橄榄球Football（男）

• 摔跤Wrestling（男）

• 高尔夫Golf

• 棒球Baseball（男）

• 篮球Basketball

• 越野Cross Country Running

• 游泳Swimming

• 跳水Diving

• 足球Soccer

• 北欧滑雪比赛Nordic Ski Racing





课外活动和社团: 
• Intramural sports校内运动

• Math Team数学队

• Music Listening音乐

• National Honor Society国家荣誉协会

• Parmies

• Peer Helpers同侪帮手

• Photography Club摄影俱乐部

• Speech Team演讲

• Summer Marching Band行军乐队

• Student Council学生会

• Yearbook 年鉴

• Students Promoting Awareness学生推广意识



• Canoe & Kayak Club独木舟和皮划艇俱乐部

• Chess Club国际象棋俱乐部

• Cotter Residence Council住宿生委员会

• Cross Cultural Ministry Program跨文化部门计划

• Drama/Musical Productions戏剧/音乐作品

• Marching Band/Pep Band乐队



过去五年毕业生走向：
• 哈佛大学

• 普林斯顿大学

• 西北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加州大学伯克利

• 加州大学洛杉矶

• 斯坦福大学

• 卡内基梅隆大学

• 康奈尔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密西根大学

• 诺特丹大学

• 南加大

• 弗吉尼亚大学

• 华盛顿大学

• 威斯康星大学

• 普度大学

• 宾州州立大学

• 埃默里大学

• 乔治城大学



住宿安排：
8-12年级学生:校内宿舍，8-10年级学生住双人间，11-12年级
学生住单人间。

寄宿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和丰富的学习社区, 学生来自世界各
地, 如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摩尔多瓦、和墨西哥交流各
国文化。周末学校还会组织学生骑单车出游，参观周边著名景
点，享受游玩乐趣的同时，建立友谊相互了解。

学校的寄宿中心在Loretto Hall，距离学校的主教学楼大概走
路1分钟，寄宿中心有8个教职工分布住在每个楼层，确保学生
的的居住环境安全有序，居住中心的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公共的
休息大厅和厨房，还有专门的学习区域，音乐练习室，游戏房，
确保学生有一个良好的，舒适的寄宿生活。



所有新生都是2人间, 室友来自不同国家, 高
年级的学生可以选择单人间，方便学习，单
人间无需额外付费。宿舍楼里面有休息室，
洗衣房，无线网，房间内有单独的洗手间，
书桌，衣柜，还配有空调，非常的舒适。

宿舍规则：必须在晚上10：30之前回到宿舍，
每天晚上都有工作人员查寝，确保学生安全
到寝室；男生禁止进入女生的宿舍区域，女
生禁止进入男生的宿舍区域；允许寄宿学生
邀请访客，但是必须做好登记；尊重同学和
老师；严禁吸烟喝酒。

假期安排：
仅在圣诞节关闭宿舍，宿舍关闭期间如
果国际学生不想回国，宿舍家长会为学
生寻找当地的接待家庭。



国际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43,500 （2018~2019）
费用包含：学费，住宿，三餐，ESL, 医疗保险,
国际学生费、活动费、感恩节，圣诞节，春
假的安排，大学升学辅导

录取要求:
根据申请的年级不同，提供任何一门语言考试
TOEFL, SSAT, IELTS, ITEP）

扫描二维码 查看学校视频
中国学生分享在读经历



学校的课程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老师给我们很多支持！我感觉在Cotter更加自信，

我相信到了大学的时间时候，我一定已经准备好了。

Cotter是一所非常棒的学校，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有很多互动机会，比如国际学生

到美国家庭做客，一起庆祝重大节日，一起参加课外活动，大部分毕业生都能获得

奖学金，为以后的大学节约了不少费用，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匹配大学的录取要求为

目的，让学生充分做好申请大学的准备。

美国学生很高兴和国际学生交朋友，宿舍很多活动。学校所在的镇环境很好，安全

漂亮，舒适，周末可以到明尼安纳波利斯玩。学校课外活动很多，建议最好有乐器

特长，或其他各种特长，在学校会有很多机会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