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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萨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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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六年获得犹他州最佳学校奖
奥运会城市盐湖城

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学习环境
室内恒温赛马场，新建的室内恒温游泳池，校内滑雪场，

高尔夫球场, 科技中心、艺术中心
马术、篮球、飞机驾驶资格证培训
生物、天文学、机器人、计算机

艺术设计、音乐、戏剧、多媒体、演讲和辩论、STEM
夏校和美高短期交流体验项目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875年
校园面积:130英亩  
开设年级: 8-12, PG
寄宿年级: 8-12, PG
认证:  NAIS, TABS, WBSA
学生数量: #347
寄宿学生比例：85%
美国学生比例：60%
国际学生比例: 40%(来自40个不同国家)
中国学生比例: 15%
(大陆和台湾学生大概各占一半)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2
师生比例: 1:10 
AP课程数量: 17 AP
高级教师比例: 60%  
ACT均分：27
ESL： 提供
夏校：提供



学校亮点：
【靠近城市】距离举办过冬奥会的著名城市盐湖城仅1小时车程
【影响力大】犹他州最好的寄宿制学校，美国中部最好的寄宿制学校之一 
【校园优美】瓦萨其学院多年被评为全美最安全、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教学设施】一流的教学设施，包括教学楼，体育设施，全新的艺术大楼

，校内恒温赛马场， 校内滑雪场，2017年秋季即将投入使用的室内恒温游
泳池等等。
【大学升学】毕业生100%录取四年制大学，过去五年有学生录取到普林斯

顿、哈佛、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洛杉矶等等名校
【艺术项目】艺术项目非常丰富，包括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音乐、多媒

体设计等等
【体育项目】非常丰富的体育项目，高中男子篮球全美排名前8，在篮球项

目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
【马术项目】马术项目全美知名，提供犹他州最好的马术设施，参加马术

比赛的学生有奖学金机会。
【特色项目】马术、篮球、生物、天文学、机器人、计算机、数学、艺术

、多媒体、演讲和辩论、STEM
【演讲辩论】2003年在全世界演讲和辩论比赛夺冠，是美国第一所获得该

奖的学校，至今仍然在全美演讲和辩论比赛中处于主导地位



校园环境：
瓦萨琪中学位于美国犹他州的Mount Pleasant芒特普莱森特市，距离省会盐
湖城(2002年冬季奥运会举办城市) 约1小时车程，风景秀丽，气候温暖宜人，
环绕着6个国家公园和世界著名滑雪场。学校周围分布着多家大型商场和超市，
生活便利，非常宜居，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

教学设施：（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学习环境）
• 基础设施：数学和科学楼，人文学科楼，工程，音乐，等等教学楼
• 科技设施：科技发展中心，学习3D动画，视频制作，游戏设计
• 艺术中心：一流的艺术中心配备艺术，音乐教学设备。一个全新的艺术工

作室，供学生学习陶艺、摄影、雕塑、绘画，多媒体艺术等等
• 校园内有滑雪场和室内恒温赛马场，2017年新建的室内恒温游泳池将投入

使用。



犹他州 • 交通便利，美国很多机场可以直飞
盐湖城

• 犹他州以“重视家庭”的观念而在美
国知名

• 犹他州有6个国家级自然公园，以
及最佳的滑雪场地

• 犹他州非常的富裕安全，本州家庭
平均收入水平$62,912，远高于洛
杉矶家庭平均收入水平$52,024. 

气候环境：
犹他州属温带大陆性
气候，和中国南方城
市类似，但没有潮湿
感，犹他州更多的是
阳光和煦、温暖、而
干燥



学校所在城市：
Mount Pleasant
当地人口结构：
白人85.8%
西班牙裔10%
多种族：1.7%
亚裔：1.5%
黑人：0.5%
印第安人：0.1%
夏威夷和其他岛族：0.06%
其他：0.03%

周边的大学：
斯诺学院Snow College 30分钟车程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60分钟车程
犹他谷大学Utah Valley University 60分钟车程
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 60分钟车程
斯蒂芬斯大学Stevens-Henager College  9 0分钟车程
西加文纳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 90分钟车程
盐湖城社区大学Salt Lake Community College 90分钟车程
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 90分钟车程

临近城市：
距离Salt Lake City, UT盐湖城1小时车程,距离
Las Vegas NV 拉斯维加斯约4个小时车程。最
近的机场Salt Lake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安全，宜居，友好



大学预备College Preparation：
学生从9年级开始就已经可以开
始为大学申请做准备，做好高中
的规划，升学顾问会充分了解每
个学生的需求和长处，为他们提
供大学升学方案计划，鼓励学生
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大学深造。每
年我校的毕业生100%进入大学
深造，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升入美
国和全世界知名的大学，包括哈
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
大学，牛津大学，宾大，还有一
些学生就读艺术类学校比如纽约
电影学院，芝加哥艺术学院，加
州艺术学院等等。



100%四年制大学升学率：
•本校毕业生100%入读四年制大学
•本校是SAT和托福考点
•学生在任意年级都可以咨询大学升学顾问，学校要求学生从9年级就开始为
大学做规划
•本校毕业生去往美国和世界顶尖的名校，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
顿大学，芝加哥艺术学院，纽约电影学院等等。



过去五年毕业生走向：
哈佛大学
牛津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加州理工
宾夕法尼亚大学
芝加哥大学
西北大学
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波士顿学院
波士顿大学
布兰迪斯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南加州大学
密西根大学
威廉玛丽学院
爱默里大学
加州艺术学院
芝加哥艺术学院
纽约电影学院
普瑞特艺术学院 

2016年本校国际学生收获：
 录取麻省理工学院1名并获得

全额奖学金；
 录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名；

（美国公立大学排名第一，录
取难度极高的大学）

 录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名；



学校历史：
瓦萨其学院由邓肯麦克米兰博士于1875年创建，他希望学校可以像瓦萨其山脉
一般坚韧并欣欣向荣。这句名言凝成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名称，而是一个拥有
140年优秀传统，为学生发展努力至今的优秀学校。如今的瓦萨其学院已经发
展为美国中部最好的私立寄宿高中之一。

教育理念：
瓦萨其学院为学生提供大学预备项目，致力于培养学生在学术，社交，道德等
方面为未来的大学和社会挑战做好准备。学校注重对学生自律、独立能力的培
养，要求学生理性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并且掌握学习的技巧，只有在修完24门
课程，并且完成社区服务、户外时间、游学项目后，学生才能顺利从该校毕业。



教学特色：
所有的教师都接受过教育哲学与方
式的系统化培训，通过对学生接受
知识方式的仔细观察与了解，调整
自己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激发学生 
最大潜力的目的。在课堂上，采用
丰富多彩的教学技巧，帮助学生发
现自己的特点和适应自己的学习模
式。通过丰富的教学展示和鼓励学
生参与的模式，培养学生的 批判性
思维和观察力。愉快与激励的教育
方式，让学生学习到受用终生的学
习技巧，同时也开发了学生的创造
力。

一对一辅导计划：
学校对于那些学习方面有困难 学生
，将提供一些辅助课程，并且有专
业的老师在晚自习时进行单独的深
入辅导，还会有老师和家长一起来
规划学生的学习计划，克服学生学
习上最大的弱点问题。



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
犹他州的非常独特的地理优势，这
里有闻名世界的滑雪场地，风景如
画的山脉，国家公园等等户外场地
，提供给学生探索和锻炼，够激发
并锻炼学生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
我们的学生经常在周末去滑雪，徒
步旅行，骑自行车，骑马，学生非
常热爱这些户外活动。WA提供一些
户外技能课程，包括攀岩技能，户
外生存，急救，旅行计划，阅读地
图和罗盘，户外仪器维修，等等非
常实用的技能，帮助学生培养安全
意识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建立学生
尝试新鲜事物的热情和信心。在户
外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享受了快乐
，挑战了新鲜事物，并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并收获了对大自然的感悟
。



马术竞技项目Rodeo and 
Equestrian Programs：
瓦萨其的马术项目在全美都非常有
名，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国家级别的
马术训练和指导课程，经过专业的
训练，学生可以参加马术技能比赛
。学校与本市的马术中心合作，用
犹他州最大最完善的马术设施，包
括一个室内的恒温赛马场，户外赛
马场，100英亩的野外草地，这些
设施可以供学校用来举办马术展览
，马术比赛等等活动。2016年，瓦
萨其为8-12年级参加竞技比赛的马
术运动员提供$54,900美金奖学金，
有2个名额，参加马术比赛的学生
要花很多时间辛苦的训练，还需要
同样维持优秀的学习成绩。

学校也为一些初学者提供马术娱乐
项目，学生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骑
马技能，探索山间的美丽风景。



课程设置：
•英语:英语、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数学:代数、代数预科、三角、几何、逻辑、微积分预科、微积分、统计学
、大学数学
•社会学:全球研究、美国历史、政府和政治、心理学
•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生态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化学和摄影、
马术学、天文学
•外国语言: 中文、拉丁语、西班牙语
•艺术: 绘画、艺术作品集、制图、Photoshop、陶瓷
•音乐:音乐作曲、音乐理论、音乐历史、吉他、爵士、合奏、古典乐团、钢
琴、大提琴等各种乐器
•舞蹈:芭蕾舞、爵士、现代舞、嘻哈、瑜伽和普拉提
•剧场:表演和喜剧、戏剧设计、戏剧制作、剧本表演、电影
•技术: 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动画、游戏设计、数字艺术设计
、数字音频
•ESL: 语法、写作、听力和发音、文学、时事、全球研究、托福
•其他: 社区服务、驾驶、马术运动、生态、体育、户外教育、学习技巧

17 AP课程：
英语语言,英语文学,微积分AB,微积分BC,统计,化学,生物,物理 B,物理C,环境
科学,美国历史,美国政府与政治、欧洲历史、心理学、西班牙语、汉语和
中国文化,计算机科学



课题研究Project based learning
教育理念：

•关注教学技能

•为大学做好准备

•团队合作，课外探索

•创新能力培养



科技项目Technology Programs
• 科技发展中心Center for Evolving Technologies (CET)
• 动画设计3-D Animation and Design
• 游戏设计Video Game Design
• 3D打印3-D Printer
• 工程Engineering
• 机器人Robotics
• 电影制作Film Making
• 数字媒体Digital Audio



国际学生：（来自40个不同国家）
我校的学生群体非常多元化，国
际学生来自40个不同国家，包括
巴西，加拿大，中国，捷克，德
国，印度，厄瓜多尔，日本，韩
国，墨西哥，卢旺达，俄国，沙
特，西班牙，泰国，英国，委内
瑞拉等等。

我校的美国学生来自35个不同的
州，90%的学生都是居住在学校
内的宿舍，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
多元化文化特色的社区。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学习环境，
瓦萨其学院将国际生比例严格控
制在40%, 并且单一国籍的国际
学生不会超过15%, 美国本地学
生60%。



Athletics竞技体育
棒球、篮球、排球、足球、网球
、田径、高山滑雪、滑雪、滑雪
板、马术、越野、游泳

体育活动：
武术、露营、啦啦队、高尔夫球
、远足、BMX自由自行车、滑板
、攀岩、瑜伽、舞蹈 瓦萨其学院的男子篮球队是美国顶

尖的篮球队之一，全国仅有的8个被
邀请到纽约参加Dick's Sporting 
Goods National Tournament“迪克
体育全国锦标赛”的篮球队之一。



艺术中心
• 全校的视觉艺术中心

• 表演艺术中心配置黑匣子
剧场black box theater

• 学生经常参加州级和国家
级的比赛

艺术课程：
• 视觉 艺术: 绘画、艺术作品集、制图、Photoshop、

陶瓷、时尚设计
• 多媒体艺术：3D动画设计、游戏设计
• 音乐: 音乐作曲、音乐理论、音乐历史、吉他、爵

士、合奏、古典乐团、钢琴
• 舞蹈:芭蕾舞、爵士、现代舞、嘻哈、瑜伽和普拉提
• 剧场:表演和喜剧、戏剧设计、戏剧制作、剧本表演、

电影制作



美术中心Fine arts
• 素描Drawing
• 油画Painting
• 版画Printmaking
• 数字艺术Digital Art
• 摄影和影视Photography (film & 

digital)
• 陶艺Ceramics
• 雕塑Sculpture



• 戏剧Drama
• Shakespeare
• Comedy
• Script Writing
• Costume Design
• Lighting & Sound Design

• 舞蹈Dance
• Ballet
• Modern
• Jazz
• Hip Hop
• Yoga

• 音乐Music
• Individual lessons
• Groups
• Rock, Jazz, Classical
• Musical Theater
• Choir 
• Songwriting

表演艺术







• 演讲辩论Speech & Debate
• 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
• 数学俱乐部Math Club
• 国际象棋Chess Team
• 乒乓球Table Tennis Team
• 滑板Skateboarding & BMX
• 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
• 视频播客Video Podcast • 国际俱乐部International Club

• 极限飞盘Ultimate Frisbee
• 户外技能Outdoor Skills
• 彩蛋射击Paintball
• 大姐姐项目Big Sister Program
• 机器人Robotics Team
• 柔道Aikido
• 高尔夫Golf

课外活动



寄宿生活：
学校有7栋宿舍，每栋宿舍都有dorm 
parents宿舍家长，所有的卧室都是2
人间，卧室的环境和氛围跟大学很相
似。宿舍内有公用的洗衣房，厨房，
餐厅，休息大厅，电视机，乒乓球桌
等等设施。

寄宿学生在宿舍父母的管理和帮助下
，培养社交能力，独立能力，也有更
多的时间用来学术学习。宿舍父母对
每个孩子都非常熟悉，给与学生很多
帮助和鼓励，在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
提供支持，7天24小时监护学生，宿
舍父母都至少是本科学历以上的全职
员工，他们不仅仅在生活方便给学生
支持，更在学习，课外活动，时间管
理，心理辅导等等方面了解青春期孩
子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学生一个家庭
般的环境。



假期安排：
圣诞节假期比较长，国际学生通
常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与家人团聚
，感恩节等比较短的假期，学校
会帮助安排当地的寄宿家庭，或
者允许学生去美国朋友家，因为
学校的寄宿生有50%都是美国本地
的学生，他们非常乐意邀请国际
学生朋友到自己家度过短暂的假
期。长假期间，学生回到自己家
，个人物品就放置在宿舍的储藏
室，贵重物品都必须携带回家。





国际学生学费和寄宿费用：$59,900 (2017-2018)
费用包括:学费，住宿，三餐，ESL
费用不包括：马术竞赛项目$5000(可选), 额外学术辅导，夏校$4800(可
选)，医疗保险$1488，书本费$500，学校年度基金费$1000;

录取要求：
提供托福，托福Jr, Slate，或者SSAT，没有最低分要求，录取的关键取决
于面试。



招生官寄语：
我们寻找对学习和融入校园文化充满热情的国际学生，瓦
萨其坐落在最美丽的地方，有无数的课外活动，能充分利
用这些机会的国际学生往往能收获成功！由于我们独特的
校园文化，即使一些英语有待提升的学生也同样在学校表
现的非常棒。我们非常欢迎愿意克服挑战，敢于实现个人
潜能的学生。

我校欢迎有篮球特长和马术特长的学生，如果非常优秀可
以颁发奖学金！



“在促人成长的环境中，每一位学生都被鼓励着去挖掘自己

的能力以及表达个人的想法。不管是班上的同学老师，还是

学校里每一位教职员工，都给予每一位学生关心与督促。”

“到了犹他州，相机一定是必备单品，随手一张都是明信片

啊！”

“我在Wasatch Academy 完成Junior 和 Senior 学年的学习，

瓦萨其为我实现顶尖名校的梦想奠定了基础，从瓦萨其毕业

后，我进入了哈佛大学，我在很多方面做好了升入大学的准

备，因为我理解远离家乡的意义，住在学校宿舍帮助我培养

了有效的学习习惯，并结交了像家人一样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