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恩日校
Wayne Country Day School

www.waynecountryday.com

地理位置          

校址：480 Country Day Road, Goldsboro, North 

Carolina 27530

所在州：北卡罗来纳州

附近大城市：达勒姆市

附近大学：杜克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8）

气候：冬季凉爽，夏季炎热湿润。

附近机场：达勒姆国际机场（RDU）

国际学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4-2015）：$42,000。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ESL，TOEFL 托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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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活动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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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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日校成立于 1968 年，是一所独立的全日制混校。提供从学前班到 12 年级的教育。学校把学生分为：小学、初中和高中 3 个部分。

基本信息

靠近知名的杜克大学

学校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无

建校时间：1968

年级：PreK-12 年级

学生人数：265（9-12 年级 105 人）

班级平均人数：12

高级教师比例：55%

教师平均教龄：21

师生比例：1:6

国际学生人数：15 人（14 人来自中国，1 人来自韩国）

住宿类型：校外公寓

学校特色          

图书馆

14 门 AP 课程，通过率 81%

全校平均分 1770

学校靠近空军基地，博物馆

和自然公园



现代化设施          

韦恩日校占地 40 英亩，一栋主教学楼里面共有 20

间教室、1 间艺术教室、2 个科学实验室、1 个多媒

体中心，还有高中部的咨询办公室。其他的建筑包

括一个配备有音响系统的体育馆、一个阁楼餐室、

一间健身房、音乐厅、数学实验室、以及户外艺术

工作室。校园里还有 4 块新建的体育场，以及一个

学生自己管理的花园和户外休息场所。学校建立之

初就存在的建筑已于 2012-13 学年重新翻修。一座

耗资 290 万美元的高中翼楼在 2013-14 学年开放使

用。

教师档案       

Mr. Todd Anderson 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大学期

间主修 4 个专业：西班牙语、俄语、拉美研究、和

东欧研究。获得本科学位以后，他又分别从哈佛大

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准博士学位。

他在韦恩日校长期担任校长一职，同时还教授 AP

西班牙语这门课。

荣誉奖项       

学校在北卡罗莱纳州学术活动委员会的 112 个成员

学校中排名第 7，在北卡罗莱纳州体育协会的 44 所

1A 学校中，韦恩日校排名第 8。

住宿情况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在学校旁边国际学生公寓的住

宿。男生与女生分开住宿，住宿管理员会 24 小时为

学生解决问题。其中一名宿舍管理员在哈佛大学学

习过，他会帮助学生训练英语日常用语，同时给予

大学招生指导。学生将会共享卧室。休息区，厨房

与浴室将 24 小时开放给学生。

Wayne Country Day School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11-2013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9项体育运动（88% 的学生参加）    

15+个校俱乐部和活动（90% 的学生参加）

SAT

1770      1970     2200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20 高级课程                   6 荣誉课程

14 AP 课程         81% AP 通过率 

高级数学与科学

生物 环境科学

化学 物理 C

微积分 AB&BC

高级人文课程

艺术史 西班牙语

英语语言和写作 美国历史

英语文学和写作 世界史

欧洲史 心理学

俱乐部

戏剧俱乐部 年鉴委员会

艺术俱乐部 文学杂志

头脑游戏 历史俱乐部

友好俱乐部 机器人队

青年人生活
文化意识俱乐部（由一
位来自剑桥的国际学生

成立）

体育运动

网球（男 / 女） 田径（混合）

棒球（男） 越野（混合）

篮球（男 / 女） 陆上曲棍球（女）

足球（男 / 女） 排球（女）

游泳（混合）

体育运动

AP 项目：81% 参加 AP 考试的学生得到了 3 分

或以上的成绩，86% 的学生参加了 AP 考试。在

2013 年，学校学生共获得了如下 AP 荣誉：

•11 名 AP 学者

•6 名 AP 荣誉学者

•8 名 AP 杰出学者

•1 名国家 AP 学者

国际学生辅导：韦恩日校为国际学生提供 ESL 课程，

每周 5 次，每次 55 分钟。学校要求国际学生必须

学习 ESL 课程，国际生从第二年开始还需要学习

西班牙语。Eric Snoddy 和 Sarah Perlungher 是

ESL 老师，都拥有硕士学位，教学经验超过 10 年。

学校还要求 11 和 12 年级学生必须要学习 ESL 特

别写作课程。

技术：每间教室都装有独创性的智能板，所有教师

都接受过使用培训，知道如何使用这一科技资源。
学生在做实验

篮球馆

排名 * 大学名称

5 芝加哥大学

7 杜克大学

12 西北大学

20 艾莫利大学

23 维克森林大学

30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

宿舍外景

西门子西屋科技竞赛：韦恩日校学生有机会参加

西门子西屋的数学、科学和技术竞赛。这项年度

竞赛是专门为高中生开设的全美顶级的科技研究

竞赛。通过这项比赛，学生有机会因高中阶段完

成的科学研究项目而获得全国性的认可。

参观大学：学校每三年组织一次大学游览，带领

学生到新英格兰地区、大西洋中部地区和美国南

部地区的大学进行参观游览。学生有机会游览各

种各样的大学，学习美国高等教育。过去的旅行中，

学校带领学生去了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安姆赫

斯特学院、霍利奥克山大学，以及位于加拿大蒙

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

学生宿舍 学生们在课堂上

以下是 2011-2013 学生经常被录取的几所大学：

1.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12 人（全美综合

排名第 30）

2. 北卡州立大学 –10 人

3. 北卡罗莱纳大学威明顿分校 –5 人

其他 2011-2013 录取情况：杜克大学（有一位学

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依隆大学（2 位学生获得

了半奖）、西北大学、埃默里大学、旧金山大学、

芝加哥大学、沃克森林大学（3 人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