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切利中学
Pacelli High School

pacelli.spacs.k12.wi.us

地理位置          

地址： 1301 Maria Drive, Stevens Point, WI  54481

所在州：威斯康星州

附件主要城镇：格林湾 

附近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全美综合排

名第 41 )

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附近机场：威斯康星中央机场（ Central Wisconsin 

Airport –CWA）

国际学生费用          

学费（2014-2015）：$32,000 包括学费、住宿费

和语言辅导课程费用（ESL, TOEFL, SAT 批判性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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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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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斯波恩特市以城市创建人乔治 • 斯蒂文斯命名，他曾在威斯康星河边做过食品百货生意。该市被评为全美前十的宜居城市之一，

在 CNN 发布的美国最适宜退休后居住城市排行榜上排名第十八位，在福布斯最适宜家庭居住排行榜上排名第六位。帕切利高中与

威斯康星大学斯蒂文斯波恩特分校（全美中西部大学排名第 46 位）坐落于同一座城镇，除了增添本社区的成就和魅力以外，也带来

了很多成功的机会。

基本信息

与大学合作双学分课程

学校类型：混校

学校类型：天主教

建校时间： 1955 年

年级：9-12

学生人数：217 人

班级平均人数：15

高级教师：40%

师生比例：1:12

国际学生人数： 5 人（均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校内宿舍及寄宿家庭

学校特色          

运动场

PLTW 工程和生物工程项目

全校平均分 1804

国际学生被排名前 50 大学录取

与威斯康辛大学同处一个地区

1:1 笔记本电脑

partner



现代化设施          

校园占地 9.1 英亩，其中主教学楼占地超过 105000

平方英尺。校园里有一座漂亮的标准大小的礼堂、

专业的体育场、宽敞的健身房，每间教室都配有智

能白板。

学校确保师生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以便他们教育

学习之用。

教师档案          

每 年 都 有 许 多 学 生 回 到 学 校 来 感 谢 英 文 老 师

Gehrman 先生，他管理了校内的保龄球联盟很多年，

是学生最喜欢的课外活动老师之一，也是威斯康星

州最好的英文老师之一。学生们说经常会被大学教

授追问他们是在哪里学习的，为何写作能力如此之

好，大家一致回答这归功于帕切利高中的 Gehrman

老师。

荣誉奖项          

学校本学年上半学期共获得两笔拨款，包括一大笔

科研经费，以及一笔用于音乐项目的经费。

知名校友          

William Bablitch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前审判长，

在最高法院工作了很多年，还被选为帕切利高中最

受人尊敬的校友。Bablitch 法官 1952 年毕业于帕

切利高中，他不论是进行大型演讲还是与学生交流，

都不忘宣传教育和司法程序的重要性。

Tobias Jacoby 毕业于哈佛大学物理学专业。他曾

在帕切利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ACT 考试的数学成

绩非常优异。目前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教师培训工作。

国际生住宿          

学校可以为男生提供两种住宿选择：校外公寓住宿

和寄宿家庭，而女生则安排住在当地寄宿家庭中。

校外公寓可接待 3 名男生，同时有两位住宿管理人

员同住，他们将为国际学生提供交通、饮食和其他

帮助。公寓距离学校不到 1 英里，学生的交通安排

将依据他们的课程及活动需要，确保学生可以参加

课外活动。

Pacelli High School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1项体育运动 *   

12个校俱乐部和活动

SAT

     1804        2090    
             平均分                     前 10%

90%    大学录取率

高级数学与科学

微积分 AB 荣誉化学

荣誉微积分前导 荣誉人类解剖和生理学

AP 人文科学

美国历史 音乐理论

美国政府 英语文学与写作

宏观经济学 荣誉西班牙语 IV

欧洲历史

俱乐部

乐队 服务社

合唱团 世界语言俱乐部

保龄球联盟 数学联盟

定向创意俱乐部 国家荣誉协会

机智问答俱乐部 静修社团

互动俱乐部 学生会

体育运动

橄榄球（男） 田径（男 / 女）

足球（男 / 女） 曲棍球（男 / 女）

排球（女） 摔跤（男）

网球（男 / 女） 棒球（男）

越野（男女混合） 垒球（女）

篮球（男 / 女）

体育运动
双学分课程：4（由帕切利高中与位于拉克罗斯的

维特尔波大学合作开设，课程包括：数学 155、数

学主题研究、法语 101 和法语 102。学费是 50 美

金 / 学分，每门课程为 3 个学分。）

学校开设很多专业课程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包

括商学、计算机教育、家庭与消费教育、美术与表

演艺术、外语和科技教育等。

国际学生支持：学校针对国际学生开设 ESL 课程。

这些课程作为平时英语课的补充课程进行教授，不

另外收费。ESL 课程每周 5 天每天 40 分钟。

Project Lead the Way： 学 校 和 国 家 Project 

Lead the Way（PLTW）合作开设了一系列的学

术和技术课程，允许学生申请所感兴趣领域的学术

和技术技能课程。学生可以在两个学术领域中选择

一个：工程和生物工程。每个学术领域都要求修一

门作为项目补充的选修课程，参加一次实习以及参

与高级顶点项目。在 2013-14 学年，工程学的学

生学习了 3D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并用来设计

科技期刊。学生物工程的学生运用逆向工程技术去

研究疾病的诱因。

* 想要在学校参加体育运动的学生需要填写威斯

康星校际体育协会资格表，学生只有一年参加体

育运动的资格。

排名 * 校名 

2 哈佛大学

16 康奈尔大学

18 圣母大学

2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31 波士顿学院

37 凯斯西储大学

68 普渡大学

*20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排名

超过 90% 的学生毕业后进入四年制大学学习，其

中包括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波士

顿学院、圣母大学、马凯特大学等。

国际学生大学录取情况：三名剑桥国际的中国学

生于 2013 年毕业，并于秋季分别进入费城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深造。

一名国际学生被凯斯西储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UCLA）录取，该学生目前已选择 UCLA 的

经济专业就读。

图书馆

教室一角

田径

篮球

15 高级课程

4 荣誉课程        
7 AP 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