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兰德河男校
Grand River Academy

www.grandriver.org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类型：男校

宗教背景：无

建校时间：1831

年级：9-12（提供一年毕业后学习）

学生人数：92（高中部 89 人）

班级平均人数：7

高级教师：50%

师生比例：1:4

国际学生人数：34（14 人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校内宿舍

地址：3042 College Street, Austinburg, OH 44010-9745

所在州：俄亥俄州

附近主要城镇：克利夫兰（50 分钟车程）

附近大学：凯斯西储大学（美国大学排名 #37）

气候：四季分明

最终目的地机场：克利夫兰霍普金斯国际机场（CLE）

学校特色          

国际学生费用          

学习费用 （2014-2015）：$45,700 包括学费、食

宿费、语言辅导课程。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新生入

学指导 -$2000*；学生个人账户（包括保险）-$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选修费、健

康保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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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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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于俄亥俄州奥斯汀堡市，这里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环境安全而和谐。120 人的小规模办学模式使得学生个人无论课内外

都可以受到更多的关注，最终为所有学生提供找到自我定位的机会。

超过 180 年悠久建校历史

与大学合作双学分课程

影视制作课程

完善的 ESL 辅导

全校平均分 1750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优秀成员

国际毕业生被排名前 50 大学录取

学校建筑

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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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课程介绍 俱乐部

体育运动

2010-2014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0 项体育运动（参与率：80%）

15+俱乐部和活动（参与率：100%）

SAT 成绩（2013 届 ）

             1750         
                             平均分         

100%    大学录取率

90%     AP 通过率

4.0       AP 平均分

虽然学校不提供正式的 AP 课程，所有学习微积
分的学生都被要求参加 AP 考试。室内艺术和美
国历史课程也可以选择参加 AP 考试。

国际学生指导：个性化、优秀的英语课程象征着学

校对每个学生发展的重视。该课程使得没有大学预

备语言基础的学生渐渐融入到英语环境之中，并学

会为大学申请制作简历：

• 等级：

• I– 学生参加 4 门 ESL 课程以及 2 门其他科

目课程

• II– 学生参加 2 门 ESL 课程以及 4 门其他科

目课程

• 学生人数：每门课有 5 到 7 人参加。

• 英语口语伙伴计划（ESP）：每个国际生都将

搭配一个英语搭档，有经验的学生会充当良师

益友的角色回答问题，给出建议，帮忙解决问题。

其他课程：

• 英语和美国文化课程：对英语以及美国的介绍。

课程目标是帮助每个学生顺利而又成功地融入

整个学校社区。在适应期，每个学生会有一个

说英语的搭档来充当他们的良师益友。

• 托福备考课程：这是针对那些计划参加新托福

考试的学生的一门完整的备考课程。

•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物理学和美国历史两门课

程的科目复习 ESL 课程。

机器人课程

学校机器人课程给予学生手工制作机器人并进行

测试的经验。除此之外，参与这门课程的学生有

机会与当地或州内其他学校的学生一同参加机器

人竞赛。

俱乐部

再生资源俱乐部 树木识别俱乐部

机器人技术俱乐部 学生会

植物俱乐部 宿管会

学科碗俱乐部 社区服务俱乐部

学术挑战 音乐俱乐部

体育运动

足球 室内足球

越野 保龄球

高尔夫 网球

篮球 棒球

摔跤 长曲棍球

现代化设施          

学校位于俄亥俄州西储地区北部，校园占地 200 英

亩，建有 5 栋无线网覆盖的教学楼和 5 栋宿舍楼，

另有 10 个教职工公寓位于校园对面。学生住在北楼

和西楼，每栋宿舍楼有 24 名学生，宿舍为双人间，

学生宿舍建于 1969 年，2002 年翻新。校园的正中

坐落着学校体育馆，一楼是占地 650.3 平方米的体

育中心和衣帽间，楼上是摔跤中心和保健中心。教

职工住宅区就在校园外不远处，学生们在晚上或周

末都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老师交谈。此外，学校还有

一个多功能运动场，四周有 15.24 米的松树带环绕

林立。除此之外，BFSC 学生中心内有乒乓球台、台

球桌、街机游戏和校园零食店。

教师档案          

Angela Thomas，受到所有学生的喜爱，被称作“国

际学生的妈妈”。她获有 ESL 任教资格，在学校负

责国际生项目管理工作，并教授英语和美国文化，

同时，她还经常为国际学生进行辅导。无论是在学

术上，还是情感上，她都要确保“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Angela 老师已成为学校的特别资源，国际学生们都

期待着成为她的学生。

荣誉奖项          

4 名学生将参加 2013-2014 学年当地举办的“青年

领袖阿什塔比拉”杰出领导人项目。

知名校友          

• Clarence E. Allen：美国犹他州政府议员；

• Julius C Burrows：美国国会众议员、密歇根州

参议员；

• Theodore Elijah Burton：美国国会众议员参议

员；

• John Philo Hoyt：美国政治家、法学家；

• Alfred Cowles：经济学家、Cowles 委员会创

始人；

• Benjamin Goodrich：BF Goodrich（轮胎）公

司创始人。

剑桥学生 2014 成功故事          

2014 届国际学生被多所大学录取，其中有佛罗里达

南方学院、西维吉尼亚大学、凯斯西储大学、纽约

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亚利桑那大学、穆伦堡学院和

华盛顿州立大学。

特色数学与科学课程

荣誉预备微积分 荣誉微积分

荣誉高级微积分 有限数学

地球与物理科学 有机化学

生态学 地理学

法医学 机器人

特色人文课程

米奇艾尔帮作品分析 体育历史

库尔特冯内古
特作品分析

近代世界史

政府原则 经济学

世界地理 非洲美洲史

美国总统 时事

图像设计 摄影

网页设计 录像学

排名 * 学校和大学的名称 录取学生

37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9

52 俄亥俄州立大学 12

37 凯斯西储大学 7

7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 6

75 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州） 4

73 密歇根州立大学 9

68 普渡大学 4

119 亚利桑那大学 2

*20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美大学

排名 ** 学校和大学的名称 录取学生

4 中西部地区 泽维尔大学 4

1 北部地区 维拉诺瓦大学 3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美国地区大学

俱乐部活动

艺术教室

实验室

Grand River 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