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特色

卡尔弗顿学校
The Calverton School

www.calvertonschool.org

卡尔弗特县是亨廷郡（Huntingtown）的所在地，毗邻切萨皮克湾，其海洋美景尤其知名。卡尔弗顿学校所处位置非常理想。学生在这里既能寻

找到宁静的乡村风光，又能很方便的达到附近主要大城市，如特区等（向北 36 英里即到），这里还有丰富的河流、自然公园和购物中心，卡尔弗

特县是美国最美好的乡村生活典范。

学校特色

基本信息          

学校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无

建校时间：1967

年级：PreK-12

学生人数：355（高中部 150 人）

班级平均人数：14

高级教师比例：59%

师生比例：1:11

国际学生人数：30（27 名来自中国，1 名来自韩国、

1 名来自加拿大，1 名来自孟加拉）

住宿类型：校内宿舍

地理位置          

校 址：300 Calverton School Road,  Huntingtown, 

Maryland 20639

所在州：马里兰州

附近大城市：华盛顿特区（开车 60 分钟）

附近大学：乔治城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20）

附近机场：杜勒斯国际机场（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IAD）

国际生入学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4-2015）：$47,900。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辅导费；

额外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I-20

费：$250；新生指导费 $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校服费，体育选修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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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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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21 门 IB 课程

12 门 AP 课程

与马里兰学院合作

开设双学分

优秀的音乐课程

平面艺术选修课

优秀的戏剧表演

课程

高级实习项目

分级 ESL 辅导

华盛顿特区

从中国直飞华盛顿

特区机场

毕业生被 7 所常青

藤高校录取

近两年国际毕业生

被前 30 大学录取

现代化生态校园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

成员

学生交流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12-2014 年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8项体育运动（参与率：90%） 

10+ 个校俱乐部和活动
                 （参与率：60%）

SAT（2013 届 – 100% 学生参加考试）

1522    1818    1977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12 AP 课程（参与率：80%）              

21 IB 课程（参与率：100%）

数学与科学

物理 化学

微积分

人文学科

英语 心理学

英语文学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和政治 室内艺术

法语 西班牙语

音乐理论

*IB 课程分为标准等级（SL）或高级（HL）。为了获

得 IB 文凭的学生至少有三个科目必须上高级（HL）

课程。

艺术课程： 

• 音乐：学校的音乐设施为学生学习数字合成和演播

室录制。课程涉及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合唱与器

乐课程均有提供。 

• 艺术：包括绘画、油画、摄影、环境艺术和艺术史等。

• 戏剧：高中戏剧每年春季和秋季各演出两个作品，

学校的黑盒剧院为学生提供排练和演出场地，以及

各种戏剧技术，包括舞台布景、灯光、音响和服装。

高级实习项目：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一个含有专业工

作经验的高级实习项目。学生在他们的顾问协调下发

展个人实习项目。

• 2014年春季有三明国际学生在当地一些企业实习，

包括一家咨询公司，一家医疗机构和一个当地餐厅

和餐饮酒店。 

俱乐部

模拟联合国 国家荣誉协会

学生大使 音乐俱乐部

学生会 合唱队

环保俱乐部 年鉴委员会

国际戏剧协会

旅行：国际学生有机会到校外旅行，例如华盛顿特

区、费城、纽约等，学生在约翰肯尼迪中心观看艺

术表演和专业的体育赛事，如 DC 连队、金莺棒球

队、NBA 奇才队等。

体育运动

越野赛（男 / 女） 篮球（男 / 女）

陆上曲棍球（女） 长曲棍球（男 / 女）

高尔夫（混合） 拉拉队（女）

足球（男 / 女） 网球（男 / 女）

排名 * 院校名称
录取

学生

1 普林斯顿大学 1

2 哈佛大学 2

3 耶鲁大学 1

4 哥伦比亚大学 1

5 斯坦福大学 1

7 杜克大学 2

10 达特茅斯大学 1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3

14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1

14 布朗大学 1

16 康奈尔大学 2

20 乔治城大学 1

20 埃默里大学 2

23 佛吉尼亚大学 2

23 维克森林大学 2

23 卡耐基梅隆大学 1

30 北卡大学 4

32 纽约大学 2

37 凯斯西储大学 2

41 波士顿大学 3

41 利哈伊大学 2

52 杜兰大学 2

57 福德汉姆大学 2

62 雪城大学 4

62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7

现代化设施          

学校近 65 万平方米的校园由四个主要建筑物组成：

中高年级教学楼、低年级教学楼、利奇纪念体育馆、

以及鲍文 - 托马斯科学艺术中心。3000 平方米的鲍

文-托马斯科学艺术中心设有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室、

摄影暗房、音乐练习室、窑与陶艺室、温室和剧场。

在校园内有许多计算机实验室和一个视频制作室。

著名的“百英亩森林”（Hundred-Acre Wood）

指的是近 50.6 万平方米的田径场、林地、农田、湿

地和沼泽，他们构成了学校的户外教室。除主校区

外，学校在帕图森特（Patuxent）河上的布鲁姆斯

（Broomes）岛上也开放有土地，学生和专业科学

家在那里进行环境科学研究。

教师档案          

Daniel S. Waldspurger 拥有明德学院的西班牙语

硕士学位，曼斯菲尔德大学的戏剧本科学位以及圣

文森特神学院的神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英语系主

任、国家荣誉协会顾问、管弦乐团成员、专业发展

总监、以及学校行政主编。Waldspurger 先生可教

授英语的 IB、AP 及常规课程。

国际生导师： 

• Robert Metcalf 是其中一位 ESL 老师，拥有明

尼苏达大学的戏剧艺术本科学位和美术硕士学

位。他拥有 27 年教学经验，在本校担任英语和

戏剧老师已经 12 年。

• Lisa Dorsey 是国际生管理导师，拥有 23 年英

语教学经验。她还是学校住宿主管，确保每一位

学生有一个舒适安全的住宿学习环境。

住宿情况          

从 2014-2015 学年开始，学校将在校内修建五座小

型房屋作为校内宿舍使用，这样学生可以充分利用

学校的休闲及学习设施。宿舍共同组成了一个世界

住宿村庄，可以帮助国际学生适应美国文化。每个

宿舍都有住宿家长与学生共住，可以帮助学生的日

常生活。两名学生共享一间宿舍房间。宿舍的便利

设施有： 

• 上网

• 安静的学习环境

• 电话 

• 访问学校的网上研究数据库

• 有线电视 

• 篮球场和网球场

• 公共休息室

• 游泳设施（位于校外）

• 游戏室 

• 厨房和洗衣设备

IB 课程

数学与科学

数学 SL 生物 HL

数学研究 SL（2 年课程） 物理 SL&HL

环境系统 & 社会 SL

人文学科

英语文学 SL&HL
IB 知识理论（IB 必修课

程，无等级）

历史 SL&HL 视觉艺术 SL&HL

法语 SL 音乐 SL&HL

西班牙语 SL&HL 心理学 SL&HL

基础德语 SL

体育运动

粗体代表常青藤院校
国际生毕业去向： 
•2013 届 – 3 名国际学生
录取院校：5 所前 50 大学：波士顿学院、布兰迪
斯大学、凯斯西储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弗吉尼亚
大学 
入读院校：德雷克赛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罗切
斯特大学
•2014 届 – 4 名国际学生
录取院校：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天普大
学、德雷克赛尔大学、雪城大学、迈阿密大学、弗
吉尼亚大学、维拉诺瓦大学、波士顿大学、西弗吉
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入读院校：卡耐基梅隆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布林
莫尔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

男子足球

女子篮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