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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米纳德学院预备学校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查米纳德学院预备学校 英文名 Chaminade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 创建时间 1940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800多人 

院校类型 寄宿男子高中 是否有分校 否 

官方网址 http://www.chaminade-stl.org/ 

联系地址 
Chaminade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425 South Lindbergh Boulevard，Saint Louis, 

Missouri 63131-2729 USA 

 

 

 

 

Chaminade是一所天主教男校，成立于 1910年，

坐落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拥有全日制寄宿课程，

由玛利亚修会赞助的天主教男校。全校有从六至十二

年级的八百余名男生。位于市郊 Creve Coeur 的 St. 

Louis镇区，距市中心仅 20分钟路程。作为著名的通

往西部的通道，St. Louis 跨越密西西比河，被绿色

起伏的山丘和农场地所环绕。Creve Coeur 有 17000

居民，72%的面积为居住地。   

Chaminade 是密苏里州第一所综合的无线手提电

脑校园。所有学生和教员都有 IBM 手提电脑用于教学

和个人用途。大学预备课程很具挑战性，包括超过 100

小时的学分大学课程，让学生获得出众的能力。超过 75%的毕业生得到大学奖学金。   

学校寄宿生项目不仅有小学校关怀的氛围，也拥有大学校所有的优势和课程。  

学术及运动设备：   

56 个带空调的教室，7 个科学实验室，电脑化的图书馆/传媒中心，全校手提电脑项目，整个校园都

有无线上网装置，标准舞台表演区，用于音乐会、爵士和交响乐乐队的音乐工作室，用于艺术课的油画、

素描和黏土工作室，橄榄球场，8 条道全天候的跑道，2 个全装备的体育馆，力量训练室和体育设施，摔

跤室，奥林匹克标准的室内游泳池，8个网球场，足球综合场，2个棒球场，多样练习场地。 

宿舍和学校住宿：   

宿舍可供 75 人住宿。两层楼宿舍分单人间和双人间，是有 5-6 个成人住宿的公寓。宿舍由住宿管理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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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管理。所有房间都有无线上网装置。可使用手机，也有投币电话供使用。有 3个带电视和游戏台的娱乐

室。 

课外活动: 

运动: 17 种中学运动， 包括美式橄榄球，足球，越野，篮球，摔跤，游泳和潜水，冰球，田径，网

球，保龄球，壁球，高尔夫，长曲棍球，橄榄球，棒球，水球，排球 

社团和活动： 

超过 25个社团和组织可以参加。包括：艺术社，生物社，校园部门，年刊，校报，电影社，象棋社，

宗教合唱团，数学社，国际荣誉团体，国际青少年荣誉团体，摄影社，火箭模型社，戏剧和学校音乐片。

学校有很优秀的乐器音乐课程。分初学和中等程度，音乐乐队，交响乐队和 3个爵士团体。 

周末活动： 

寄宿学生有周末活动。常规的活动包括看电影，逛购物中心，去餐馆吃饭。特殊的周末活动包括去 Six 

Flags（游乐场）游玩，观看 the Blues(冰球队)和 the Rams(橄榄球队)的比赛 

 

 

 

 

★ 查米纳德学院预备学校 Chaminade College Preratory School是密苏里州第一所综合的无线手提

电脑校园。所有学生和教员都有 IBM手提电脑用于教学和个人用途。大学预备课程很具挑战性，包括超过

100小时的学分大学课程，让学生获得出众的能力。超过 75%的毕业生得到大学奖学金。 

★ 超过 99%的学生毕业后被美国四年制大学录取。查米纳德被美国中部各州私立学校协会（ISACS）

广泛认可，并提供超过 40门大学学分课程。  

★ 毕业生进入的大学或学院：圣路易斯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大学、波士顿大学、威斯敏

斯特大学等。 

★ 学校还通过各种活动及社区服务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价值观。 

★ 学术氛围浓厚。学校注重人才的全面培养。 

★ 学校体育活动（17项目），俱乐部活动，和为住宿生安排的周末活动丰富多彩给学生们创造了最佳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学校提供 28门 AP课程和强大的 ESL课程 

 

 

 

必修课程：   

英语、社会学、数学、体育、自然科学、外语、计算机、

美术  

选修课程：   

英语 新闻创作、电影剧本创作、演讲及辩论、创作、年鉴、

社会学、古代文化、心理学、经济学大学预备课程（AP）、欧

洲历史（AP）、心理学（AP）、政府比较（AP）、哲学、21 世纪

的挑战数学概率及统计学、三角法、数值线性代数、金融及会

计学、概率及统计学（AP），自然科学 生态学、地质学、机器

院校特色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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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技术入门、运动医药及康复、体育教育 健身及娱乐、运动代表队体育教育、棒球、篮球、足球、啦啦

队，计算机 计算机运用、数字媒体、计算机编程入门、计算机大学预备课程（AP），美术 摄影艺术、雕

塑、舞蹈 

 

 

【概况】 

作为著名的通往西部的通道，St. Louis跨越密西西比河，被绿色起伏的山丘和农场地所环绕。Creve 

Coeur有 17000居民，72%的面积为居住地。 

圣路易斯是美国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曾于 1904年举办过第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内人口：

356,837，都会区人口为：2,803,707，为美国第十八大城市区。位于美国最长的密西西比河中游河畔，美

国大陆本土的中央，几乎处于美国的几何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现在，圣路易斯城是美国密苏里州最大的城市，也是密西西比河畔重要的工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

市区被密西西比河分成两半，河东叫东圣路易斯，历史发展较早；河西叫圣路易斯，历史发展虽然较迟，

却是市区的主要部分，面积约 159平方公里. 

【气候】 

圣路易斯市坐落在河岸阶地上，地势向西升高，平均海拔 138米。湿润的大陆性气候，冬寒夏热，四

季分明。1月平均气温 0℃左右，7 月 26．6℃，年平均温度为 14度左右，年降水量 980毫米。 

【交通】 

距市中心仅 20分钟路程，距离 St. Louis Lambert圣路易斯兰伯特国际机场仅 15分钟。 

圣路易斯是全国最大的内河航运中心，也是全国第二大铁路运输的终点站，第五大航空交通枢纽和第

六大卡车运输中心。 

 

 

 

SLEP 50，GPA 2.75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院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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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