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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4-2015）：$39,990。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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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费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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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高中
Trinity High School

www.thsrocks.us

学校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

建校时间：1963 年

年级：9-12

学生人数：532

班级平均人数：19

高级教师比例：50%

师生比例：1:13

国际学生人数：19（3 人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是否与 GP 合作：否

校址：3601 Simpson Ferry Rd., Camp Hill, PA 17011

所在州：宾夕法尼亚州

附近大城市：距哈里斯堡 10 分钟，距巴尔的摩 1 小时

气候：四季分明

附近机场：哈里斯堡国际机场（MDT）

与大学合作 4 门双学分课程

2 次获得教育部杰出蓝带学校荣誉

近宾州首府哈里斯堡

10 门 AP 课程

多个校体育队获冠军

三一高中于 1963 年由基督兄弟会创建，学校在 2013-14 学年举行了 50 周年校庆。

坎普山是一个位于哈里斯堡西南两英里的自治镇。哈里斯堡是宾州的首府，距离费城及华盛顿特区两小时车程，距离巴尔

的摩一个半小时车程。2010 年，坎普山因当地较低的犯罪率，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在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美最

适合养家的地区”中位居第二。

毕业典礼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俱乐部

AP 课程

2012-2013 年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3 项体育运动 

11 项学校俱乐部

98%    大学升学率

33 高级课程

19  荣誉课程

10*  AP 课程

4  双学分课程 

3.03 AP 通过率

65.4%  AP 平均分

SAT 成绩

1632
平均分

体育活动

Trinity High School

现代化设施          

2013 年 9 月，学校新的健身中心和训练设施对学生

开放，里面有 20 多个体重和健身器材站，1 个新的

处理学生运动伤害的治疗室。其他运动设施包括足

球和跑道运动场、网球场，还有其他练习场地。

荣誉奖项          

体育方面：

    • 男子和女子篮球队获得了多个 PIAA 州立竞赛

冠军，还有几项地区冠军。

    • 男子田径队 2010 和 2011 年连续获得 2 次

PIAA 州立竞赛冠军。

    • 女子足球队获得了 2010 和 2013 年 PIAA 州立

竞标赛亚军。

    • 学校的男子越野队（2010）和女子跳水队（2011）

年获得了 PIAA 州立比赛的金牌。

学校 2 次（1992 和 1999 年）获得了美国教育部颁

发的蓝带学校称号。该奖项是颁给取得很高学术成

就的学校，或者在消除成绩差异方面有明显进步的

学校。

住宿方式                    

学校通过 HFI 大学预备项目机构来为国际学生安排

寄宿家庭。

高级人文课程

英语文学 西班牙语

美国历史 法语

美国政府和政治 世界史

年 AP 学者 AP 荣誉学者 AP 特别学者

2013 15 7 13

2012 22 6 12

2011 18 12 14

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

微积分 AB 化学

微积分 BC

生物

* 基于学生的兴趣开设课程。

双学分课程：学校和 Alvernia University 有合作，

学生可以获得大学学分（可以转到其他学院或者大

学），课程由本校教师授课，授课老师都经过大学

认证，学生不需要离开校园。课程包括：微积分、

高级生物、世界宗教课程。

宗教课程：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每年上一门宗教课

程。

国际学生辅导：学校有一位指导老师对学生进行辅

导，在学生课业上帮助他们提高。

俱乐部

室内合唱团 春季音乐剧

护旗队 游行乐队

音乐会乐队 群众音乐家

合唱团演唱会 打击乐合奏

手铃合唱团 钢鼓

爵士乐队

体育活动

足球（男 / 女） 长曲棍球（男 / 女）

拉拉队（女） 垒球（女）

越野（男 / 女） 田径（男 / 女）

橄榄球（男）

网球（男 / 女）

高尔夫球（男 / 女）

排球（女）

篮球（男 / 女）

游泳和跳水（男 / 女）

摔跤（男）

排名 * 学校名称

7 宾夕法尼亚大学

10 达特茅斯学院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6 康奈尔大学

18 圣母大学

23 加州大学洛杉矶

31 波士顿大学

37 宾州大学帕克学校

39 加州大学戴维斯

41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

*20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2012--2013 届录取大学包括：波士顿学院、康奈

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加州大学 -

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 - 洛杉矶分校、圣母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

篮球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