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Dunn School邓恩中学
南加州传统寄宿制学校

合校，寄宿&走读，大学预备，无宗教

2555 West Highway 154, Los Olivos, CA 93441
www.dunnschool.org



学校亮点

• 【地理位置】南加州，独立寄宿学校，靠近圣巴巴拉和洛杉矶

• 【大学升学】100%录取四年制大学

• 【艺术项目】音乐music, 美术art, 舞蹈dance、戏剧 drama
• 【体育项目】特色体育项目有：游泳、冲浪、击剑

• 【特色项目】领导力、企业家计划、户外教育、STEM
• 【学术支持】提供1对1个性化学业辅导项目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57年
校园面积: 55英亩
开设年级: 6—12年级
寄宿年级：8—12年级
学生数量: 240
寄宿比例：66%
国际学生比例: 25%（来自16个国家）
中国学生比例: 9% （2017年8月份数据）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0
师生比例: 1:5
AP课程数量:14门
高级教师比例:  65%
新SAT均分:  1400（TOP50%）
ACT均分：25-29
ESL: 提供
夏校：提供



校园环境：

位于加州的罗斯奥利佛斯，靠
近圣巴巴拉28英里（30分钟车
程）和洛杉矶（2小时车程）
Santa Barbara是加州南部迷人
的海滨城市，气候宜人，四季
分明。Santa Ynez Valley是加州
著名的葡萄酒乡，是一个充满
传统西部牛仔的城镇，到处可
看到19世纪的古老建筑物，包
括圣塔伊尼兹历史博物馆和周
围著名的酿酒厂。

临近机场：
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圣巴巴拉机场（SBA）



学校设施：

现代化的校园，有教学楼，
multimedia classroom 多媒体教室，
Sinclaire Art Center艺术中心，图书
馆，计算机实验室，科学中心，学
习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宿舍楼、
餐厅，校内商店等等设施。

体育设施包括：6个网球场，4个运
动场（足球场，曲棍球场，棒球
场），户外篮球场，游泳池，体育
馆，排球场，篮球场，跑道，山地
自行车道，攀岩墙等。



课程设置
• 社会学：世界文学、世界历史、美国
历史、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

• 英语：英语、英语文学、英语语言、
写作、高级写作

• 数学：综合数学、微积分、统计学

• 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环境科
学、生理学和解剖学、工程设计

• 外语：西班牙语、法语 (online)、中文 
(online)、德语 (online)、拉丁语 (online)

• 视觉艺术：工作室艺术、陶艺、摄影、
影视制作

• 表演艺术：表演、音乐基础、音乐表
演、合奏、合唱



AP课程（14门）

• AP World History 世界历史

• AP U.S. History美国历史

• AP English Language英语语言

• AP English Literature英语文学

• AP Calculus AB 微积分AB
• AP Calculus BC微积分BC
• AP Statistics统计学

• AP Chemistry化学

• AP Biology生活

• AP Physics物理

• AP Spanish Language西班牙语

• AP Chinese (online)中文

• AP Art艺术



特色项目：
• 户外教育项目：利用加州
的原野和沿海地区优势进
行户外教学

• 领导力项目：每个学生配
备一位辅导教师领导力发
展课程

• 企业家计划：学生自主经
营校园咖啡厅Earwig Café，
并进行利润管理与投资组
合。

• ESL课程: 中级-高
 Dunn的企业家项目非常成功，学生自主经营
的 Earwig Café咖啡厅每年的利润超过$10,000
美金，学生因此获得圣巴巴拉风险投资创业
比赛冠军，学生通过这个项目收获非常大的
成就感，因为对成为未来企业家也充满热情。



艺术项目 视觉艺术：
绘画工作室drawing/painting studio
陶艺工作室ceramic studio 
雕塑sculpture yard
绘画和水彩sketching/watercolor
版画printmaking
3D设计3D arts
珠宝设计jewelry making 
数码摄影digital photography 
影视制作filmmaking

音乐： 
钢琴pianos
吉他guitars
鼓 drums
其他乐器other instruments, 
录音设备digital recording facility
音乐表演 musical performances 



竞技体育
秋季:
棒球（男生）

越野

瑜伽

舞蹈

马术

足球

排球（女生）

冬季：

篮球

瑜伽

舞蹈

攀岩

山地自行车

足球

冲浪

春季:
棒球（男生）

舞蹈

长曲棍球

垒球（女生）

游泳（女生）

网球

排球（男生）



体育运动：
越野Cross Country
击剑Fencing
高尔夫球Golf
长曲棍球Lancrosse

Dunn的击剑队已经
连续两年获得
Central Coast High 
School Fencing 
Championships击剑
比赛冠军，队长
Theo Brown获得最
高荣誉个人奖。

本校学生Abu Danladi 
获得2013-2014年国家
足球运动员奖National 
Soccer Player of the Year



课外活动

年鉴Yearbook
交互俱乐部Interact Club
乒乓球俱乐部Table Tennis Club
投资俱乐部Investment Club
地球俱乐部1 Earth Club
网球俱乐部Tennis Club
烹饪俱乐部Cooking Club
提高俱乐部Improv Club
性别保护联盟Gay Straight Alliance
多文化俱乐部Multi-Cultural Club
电影鉴赏俱乐部Film Appreciation Club
青年俱乐部Young Life Club
科技俱乐部Tech Club
象棋俱乐部Chess Club

读书俱乐部Book Club
青少年阅读俱乐部Teen Book Club
编织俱乐部Knitting Club
辩论俱乐部Debate Club



过去五年毕业生走向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 埃默里大学

• 康奈尔大学

• 布朗大学

• 华盛顿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波士顿大学

• 纽约大学



住宿安排：
校内宿舍提供现代化的食
宿管理，宿舍有单人间和
双人间，双人间的学生必
须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
每栋宿舍均有一间带全套
烹饪设备的厨房，休闲沙
发区和洗衣设备



申请要求（参考学校官网）：

申请9年级：托福90+，SSAT2000+，中国学生必须参加Vericant维立克面试 
申请8年级：接受托福Junior，建议800分以上

注意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学校只招8-9年级，不招10-12年级

 SSAT (Dunn School code: 2914)
 ISEE (Dunn School code: 051863)
 TOEFL (Dunn School code:8147)

招生官寄语：

我们希望招收到的学生是领导者leaders，能为社区community做贡献，以
及有自己追求和热情passion的人。



国际学生费用：$58,000 （2017~2018）
数据参考学校官网

• 费用包括：学费、住宿、三餐

• 费用不包括：国际学生费$2,500（内含保险费）、夏校ESL费用
$6800



Dunn School夏校项目：

强烈建议学生提前一年参加本校的夏校项
目，提高第二年入学录取成功率

• 2017年夏校：July 15-August 11, 2017
• 开放夏校的年级：8-10年级

• 2017夏校项目内容：

• 英语课程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 
track, 

• 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 
• 水上活动 Aquatics Program 
• 棒球项目 Baseball Developmental Camp
• 野外急救培训 Wilderness First Aid Training



点评：
• 学校一直非常控制中国学生比例，保持比例在

9%~10%，中国学生数量控制得比较好，语言
环境很不错。

• 在DUNN,毫无疑问,从吃完早饭后开始,就会开始
你一天忙碌的学习生活,在体育训练中,结束一天
的学习生活。除了平时的学习生活，周末也会有
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老师和学生相同的兴趣爱
好，使DUNN变成一个丰富多彩的校园。其中
包括学校的社团活动，舞会，经常举行的各类活
动。

• 学校的课从早上8：15开始到下午3：20。晚上
学生需要参加2到3小时的晚自习。学校每周的
一，三，四，五的午饭前，会有老师和学会的一
个集会，大家可以交流想法，和时事新闻。学习
结束之后，所有的学生都要参加非竞技类的体育
活动，学校之间的活动，以及文艺活动。学校十
分注重创造一个融洽的家庭式的环境，所以鼓励
学生参与到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社区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