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斯特学校
Wooster School

www.woosterschool.org

地理位置          

地址： 91 Miry Brook Road, Danbury, CT  06810

所在州：康涅狄格州

附近主要城镇：纽约（1 小时车程，搭火车 2 个小时） 

附近大学：耶鲁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3）

气候：夏季炎热，冬季寒冷

附近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EWR）

国际学生费用          

学费（当前）：$62,500 包括学费、住宿费及语言

辅导课程费用（ESL, TOEFL, SAT 批判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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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费、体育选修费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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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终 2015-2016 年学费在 2015 年初期公布。

学校位于丹伯里市，是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郡北部的一个城市。费尔菲尔德郡是一个富足的社区，在美国人均收入排名中名列第六。

丹伯里有个绰号叫“帽子城”，因为该城在制帽业方面历史悠久，一度美国近 25％的帽子都是在该地生产的。学校距离纽约市大约 60

英里，可以从纽黑文坐火车到达。纽黑文是耶鲁大学的所在地。

学校特色

学校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主教圣公会

建校时间：1926 年

年级：PreK-12

学生人数：380 人（高中 134 人）

班级平均人数：10 人

高级教师：65% （4 人有博士学位）

师生比例：1:12 

国际学生人数：12 人（均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基本信息          

学校建筑

17 门 AP 课程，通过率 75%

工程及会计特色选修课

专业的音乐课程

12 年级独立研究项目

全校平均分 1843

毕业生被常青藤名校录取

新英格兰学院风格的校园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优秀成员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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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设施          

学校校园坐落在费尔菲尔德郡风景如画的山坡上，

教学楼等建筑具有明显的新英格兰风格。学校占

地 127 英亩，有 15 栋建筑，包括一个黑盒剧场、

4000 平方英尺的图书馆以及学生中心。体育运动

设施包括 3 个篮球场、1 个排球场、6 个网球场和

2006 年完工的体育馆。近期对高中部人文科学大楼

进行了翻新，把教室改造成灵活的学习空间，有可

移动的玻璃墙，以形成适合所教授学科的教室。所

有教室里都安装有智能白板，校园里有 Wifi 覆盖，

鼓励学生随时使用新技术。

教师档案       

学 校 的 老 师 中 有 一 名 柯 林 根 斯 坦 奖 金 获 得 者

（Klingenstein Fellowship： 美 国 最 负 盛 名 的 教

学奖之一，奖励科学的进步）和 2 名富布赖特学者

（Fulbright scholars：竞争激烈的学术资助项目）。

•Elizabeth Higgins 在校教授 AP 英语，她已经在

校教书 15 年。她拥有福特汉姆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及

曼哈顿维尔学院的教育领导力专业博士学位。除了

她的教学工作，Higgins 女士还是学校的教学主任。

在这个职位上，她负责促进所有在校老师的职业发

展。

•Tom Curley 在学校教授历史，而且是极限飞盘后

备队的教练。他拥有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学位，

除了教学工作外，还监督户外教育课程。

知名校友       

Neil Leon Rudenstine 在 1991 至 2001 年担任哈

佛大学校长。他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并

作为罗德学者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和硕

士学位。他致力于教育管理事业，担任过普林斯顿

大学学院的学生主任和院长行政职务。在哈佛，他

因成功主持资金募集而名声鹊起，在他任期内哈佛

大学的获赠捐款持续增长。

Bernard B. Beal 是 M. R. Beal & Company 的首席

执行官，这是一家曼哈顿的投资银行。他获得了卡

尔顿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 1979 年获得斯

坦福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Wooster School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09-2013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1项体育运动      8个校俱乐部和活动

SAT

1843     2039     2174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17 高级课程            17 AP 课程

3.5 AP 平均分     75% AP 通过率

俱乐部

户外教育 领队 

瑜伽 精细艺术

举重 出版物

戏剧 独立活动 **

体育运动

足球（男 / 女） 棒球（男）

越野（男 / 女） 长曲棍球（男 / 女）

排球（女） 网球（男 / 女）

篮球（男 / 女） 高尔夫（男 / 女）

滑雪（男 / 女） 终极飞盘（男 / 女）

体育运动

高级数学与科学
计算机科学 * 生物
微积分 AB 化学 *
微积分 BC 物理 B*

统计学 物理 C*

高级人文科学
艺术史 西班牙语文学

英语文学 法语
英语语言 法语文学
美国历史 室内艺术
西班牙语

宗教课程：学生每周去一次教堂。12 年级的宗教研讨
班通过演讲、研讨会和独立学习等形式让学生为有挑
战性的大学生活做好准备。学习和研究内容包括广泛
而深入地调查社区和宗教的本质，以及二者在我们生
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特有选修课：选修课根据学生的兴趣每年轮换。学校
也鼓励学生与老师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选修课，共
同研究感兴趣的课题。
• 工程学入门：这门课向学生介绍了工程学基础。课
程内容包括：基本绘图与设计、工程伦理学、工程经
济学和问题解决。重点在于团队设计和土建工程。
• 科技部：曾经开设的课程包括：移动设备编程、电
子游戏设计和网页设计。
•科学部：曾经开设的课程包括：可替代能源、气候科学、
地球科学、人文经验、海洋生物学和体育运动学。
应用音乐课程：声乐和器乐课程由学校专业表演老师
教授，大约每周上一次课，一学年共 20 次课。
此外，学校的音乐史有 6 门课程探索以下不同时期的
音乐：巴洛克时期（1600-1750）、古典主义时期
（1750-1820）、浪漫主义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前
叶到 6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80
年代至今。
独立项目： 12 年级的春季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独立完成一项为期 5 周的校外项目。学校鼓励学
生探索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参加社区服务，追求个人
挑战。项目的高潮是学生面向同学、老师和家长进行
正式报告，讲述该项目对于他们个人成长的价值。
国际学生支持：学校与剑桥国际教育合作为学生提供
学术支持项目，满足国际学生的需求，帮助他们提升
英语和学术成绩，增加国际学生申请顶尖大学时的录
取几率。该项目适合所有能力等级的学生，辅导内容
包括高年级学生的大学申请文书写作，托福、SAT 或
ACT考试准备等。无论是一对一的辅导，还是分班教学，
学校经验丰富的辅导老师都会给予学生额外支持和必
要的帮助，帮助学生取得学术成功以及提高大学录取
几率。辅导老师将与学生的任课老师一起不间断地对
学生进行评估与协调沟通，确保及时了解学生的进步。
而为了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老师也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学水平。对于那些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学生，他们可
以额外选择付费的更有针对性的辅导项目。

录取的院校

校名 排名 *

耶鲁大学 1

宾夕法尼亚大学 7

西北大学 12

布朗大学 14

康奈尔大学 16

卡耐基梅隆大学 23

维克森林大学 23

塔夫斯大学 28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 30

威廉姆斯学院 1**

* 学校要求 9 年级和 10 年级学生在 3 个学期里都参
加课后活动，而且每年必须选择至少一项团体体育运
动，一项体育活动和一项其他活动。而 11 和 12 年
级学生需要每年至少参加一项团体体育运动和一项体
育活动。
** 如果学生之前表示过想要参加竞技体育运动，但
被学校拒绝了，他可以申请一项独立活动，满足 1-2
个学期的活动要求。

加粗字体表示为常青藤院校
*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14 全美大学排名
**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14 文理学院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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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

校园环境 课外活动

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