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P
A

国际生费用          

学习费用（2014-2015）：$49,990 包括学费、食

宿费、语言辅导课程。

额外一次性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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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选修费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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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特色          
兰卡斯特学校
Lancaster Country Day School
www.lancastercountryday.org

学校坐落在美丽的费城之郊——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市，靠近东海岸许多美国主要城市，这里有很多文化中心和美丽的居民建筑。兰卡斯特

历史丰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期 1777 年 9 月 21 日这天成为 1 日美国首都，这里也是第十五任美国总统 James Buchanan 的家乡。这里交通便捷，

搭乘火车 1 小时可到达费城市中心，2.5 小时到达纽约市，驾车 80 分钟到达费城，75 分钟到达巴尔的摩，2.5 小时到达华盛顿特区。

类型：男女合校

宗教背景：无

建校时间：1908

年级：PreK-12

学生人数：615（高中部 224）

班级平均人数：12（高中部）

高级教师：90%（高中部）

师生比例：1:8

国际生人数：13（10 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地址：725 Hamilton Rd, Lancaster, PA 17603

所在州：宾夕法尼亚州

附近主要城镇：费城（搭乘火车 1 小时）

最终目的地机场：哈里斯堡国际机场（Harrisburg International Airport-MDT）

超过 100 年悠久建校历史

13 门 AP 课程，通过率 83%

全校平均分 1823

毕业生被常青藤名校录取

国际生被排名前 50 大学录取

模拟联合国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优秀成员

计算机教室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IB 课程 俱乐部

体育活动

2009-2014 届 / 级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00%     大学录取率

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

微积分 AB 微积分 BC

统计学 计算机科学

生物 化学

物理 B

23  项体育活动（参与率 80%）

20  项学校俱乐部和社团（参与率 96%）

35+  高级课程

13  AP 课程

83%  AP 通过率

SAT 成绩（2013 届）

1823    2059    2186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Lancaster Country Day School

现代化设施          

学校占地 26 英亩，最近翻新了初中和高中教学设施，

为学生提供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还为高中教师和 9 年

级生提供 iPad，这些都是希望学生能通过运用高科技电

子产品提高学习效率。

教师档案          

化学老师 Ms. Laura Trout 是过程导向探究学习的专家，

过程导向探究学习发展领域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教学方

式，学生通过例证和传统科学研究方式得到自己的结论。

2014 剑桥学生成功故事          

• Ao Zhang 将在秋季要就读萨斯奎汉大学，这是一

所私立文理大学，并学习商务。

• Lanlan Yu 将要在汉密尔顿大学（文理学院排名第

14）学习化学工程。她也同时被匹兹堡大学、罗彻

斯特大学和布林摩尔学院录取。

• Anlan Dong 将要进入纽约大学（全美排名 32 位），

学习物理学。

荣誉奖项          

• 学校自 1980 年就开展模拟联合国活动，2012 年，

兰卡斯特学校是被邀请参加在荷兰海牙举办的国际

模拟联合国的 6 所美国学校之一。此次模联活动有

来自 130 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学生参加。

• 自 2008 年起，28 名学生获国家荣誉协会表彰。本

校平均 12% 的学生获此殊荣，而全美平均只有 1%。

知名校友         

• Barbara Barlow, 56 级，是一位儿科外科手术医生，

是第一位在婴儿医院（现在的 Morgan Stanley 儿

童医院）接受儿童外科培训的女士。她目前拥有哥

伦比亚大学流行病调查的荣誉教授头衔，还是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2011 年基层英雄奖项获得者，因为

她通过研究和努力，教育公众预防事故发生，从而

减少市中心儿童的伤亡。

• Patti Hassler, 73 级，是 60 分钟（一个美国电视新

闻杂志节目）的前执行编辑，现在是一个美国拥护

儿童的研究集团，儿童防御基金通讯和拓展的副主

高级人文课程

英语文学和写作 美国历史

法语 西班牙语

音乐理论 中文

科学：除了 3 门 AP 课程外，学生可参加科学课程
的加倍学习计划，从 9 年级开始，每年学习两门科
学课程。

特色选修课：
• 数学和科学：三角学和函数、概念物理学、环

境科学、法医科学、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高
级地球科学和高级动物学、细胞生物学 / 遗传
学、高级计算机科学、数字电影制作、技术研
讨会、海洋生物学。

• 人文学：垮掉派诗人、当代文学、创意写作、
世界文明 I 和 II、世界历史、技术和社会、模
拟审判、模拟联合国、西班牙文明和文化。

• 艺术：表演、制陶、绘画、摄影、照片处理、
应用剧院、艺术历史、设计、数字图片和设计、
导演实验室、印刷制作、纪录片制作、文学艺
术杂志、音乐论、爵士合唱、新闻和年鉴设计
制作。

国际学生指导：学校与剑桥国际教育集团合作为学
生提供学术辅导项目以满足中学水平国际学生的需
求，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和学术表现，增加国际学生
申请名校的几率。

体育运动

足球（男 / 女） 极限飞盘（混合）

曲棍球（女） 橄榄球（男）

高尔夫（混合） 越野赛

网球（男 / 女） 排球（男 / 女）

篮球（男 / 女） 游泳（男女混合）

壁球（混合） 摔跤（男）

长曲棍球（男 / 女） 田径（混合）

棒球（男） 保龄球（混合）

垒球（女）

俱乐部

化学 即兴表演

国际象棋 视频新闻

中文和文化 乐高积木

社区服务 模拟联合国

纪录片 音乐

仁爱之家 同辈导师

意大利语 科学调研

校报 美食俱乐部

排名 * 学校名称
录取学生

人数

2 哈佛学院 0

3 耶鲁大学 1

4 哥伦比亚大学 2

5 芝加哥大学 1

7 麻省理工学院 0

7 宾夕法尼亚大学 5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

12 西北大学 3

14 布朗大学 1

16 康乃尔大学 7

23 卡耐基梅隆大学 8

32 纽约大学 7

4
( 国家文理学校 *)

明德学院 2

20 
( 国家文理学校 *)

科尔盖特大学 1

*20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足球

女子网球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