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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坐落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大城市。图森在美国最大城市排名中排名第 33，人口超过 50 万。图森市约 150 个公

司都参与了光学和光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图森绰号“光谷”，另有进入全球 500 强的公司，诸如 IBM 公司、雷声公司和得克萨斯

仪器公司在该地区都有显著的影响。亚利桑那大学也位于图森，这是一所拥有近 40,000 名学生的公立大学。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学校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无

成立年份： 1980 年

年级：6-12 年级

学生人数：301 人（9-12 年级学生 191 名）

班级平均人数：15 人

高级教师：72%

师生比例：1:9

国际学生：15 人 (13 位中国学生 )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地址：3231 N Craycroft Road, Tucson, AZ 85712

所在州：亚利桑那州

最近的主要城市：图森

最近的大学：亚利桑那大学

气候：四季分明

最终抵达机场：图森国际机场 Tuc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 机场代码 TUS)

学校特色          

国际学生费用          

学习费用（2014-2015）：$34,675 包括学费、课

本费、食宿费和语言辅导课程（ESL，TOEFL， SAT 

批判性阅读）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新生指导费

$2000*；

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校服费、体育选修课程费用及

健康保险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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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门 AP 课程

全校平均分 1831

国际毕业生被常青藤名校录取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优秀成员

国际毕业生被排名前 10 大学录取

完善的大学升学辅导

科学实验室

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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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体育运动

2012-2014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9     项体育运动

10        俱乐部和活动

SAT 成绩

1831    2159     2327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14    高级课程

14    AP 课程

高级数学与科学课程

微积分 AB 化学

微积分 BC 物理 C

生物
* 表示 2012-2013 年不

提供。

2012 届升学班：29 名毕业生中，有 33% 以上的

学生就读于前 50 的大学，包括：布兰迪斯大学、

布朗大学、乔治亚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史密斯学院、斯坦福大学、密歇

根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卫斯理大学。

俱乐部

数学俱乐部 国际俱乐部

法语俱乐部 肯尼亚俱乐部

拉丁语俱乐部 机器人学俱乐部

商业俱乐部 科学奥林匹克

多文化俱乐部 模拟法庭

体育运动

足球（男 / 女） 游泳（男 / 女）

篮球（男 / 女） 棒球（男生）

网球（男 / 女） 垒球（女生）

高尔夫球（男 / 女） 排球（女生）

越野（男 / 女）

排名 * 学校和大学的名称

1 普林斯顿大学

2 哈佛大学

5 斯坦福大学

7 （美国艺术院
校排名）

威尔斯利学院

7 麻省理工大学（MIT）

14 布朗大学

17 （美国艺术
院校排名）

卫斯理大学

20 （美国艺术
院校排名）

史密斯学院

2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28 密歇根大学

32 布兰迪斯大学

36 佐治亚理工学院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

现代化设施          

学校占地 37 英亩，有着特别的校园设施，包括：

• 370 个座位，带最先进印象和灯光设备的剧院；

• 篮球和排球运动馆，可举办运动比赛，带露天看

台和座位、折叠椅和舞台。运动馆可容纳 1000

人同时举办活动；

• 三级分布的音乐室，带先进音响设备，可同时容

纳 50 人；

• 专业会议室，可用于会议讨论或董事开会，可容

纳 30 人；

• 带露天看台的足球、棒球和垒球场；

• 餐厅有先进的厨房设备，室内可容纳 100 人；

• 标准教室、科学实验室、艺术工作室和聚会场地。

国际学生资料         

今年秋季，本校一名学生将参加哈佛大学。在学校

中，她加入了越野队并参加了两门戏剧制作俱乐部，

她同时还是女子篮球队的经理。她还在学校的数学

俱乐部任主席一职，并获得了极有声望的国际性奖

项——Shing-Tung Yau 高中数学奖。除了哈佛以

外，她还同时被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八所

大学录取。

教师简介          

• Steve Natoli – Steve 是著名亚利桑大学的中欧

法学院项目的其中一个成员，他除了在大学授课

之外也在 St. Gregory 任教。他拥有亚利桑大学

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硕士学位。

• Dr. Colleen Kelley – 在 2012 时加入师资队伍，

凯利博士拥有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化学专业学士

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化学专业博士学

位。她曾经工作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马里兰

州贝塞斯达的健康科学大学，而且他还是北亚利

桑那大学的终身教授。

高级人文课程

室内艺术 欧洲史

英国文学 西班牙语

美国历史 西班牙文学

法语 拉丁

美国政府与政治

图书馆

俱乐部活动

女子篮球

师生交流

计算机教学

挑战课程：在强大的学术课程之后，学生可以通过

本校专设的难易程度不一的绳索课程培养领导力和

团队建设的能力。此实践项目可帮助学生挖掘潜力，

提高沟通能力。

大学升学辅导：学校在学生申请大学时提供多种不

同类型的帮助。每年十月份，学生要在本校参加一

年一度的大学招生说明会，可以见到来自一百多个

大学的招生代表。11 年级时，每个学生将与升学

咨询主管会面，讨论他们的大学目标和期望，参与

一些有用的活动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学校。12 年

级的秋季学期开始时，学生将与升学咨询主管以上

课的方式进行一个学期的学习，每周约花 2.5 小时

准备大学申请材料并完善个人作文。

国际学生指导：国际生第一年到校需学习 ELL 课程

积累英语学分。一年之后，学生开始学习常规英语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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