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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史蒂文斯学院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乔治史蒂文斯学院 英文名 George Stevens Academy 

所在城市 美国缅因州 蓝山 创建时间 1803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300多人 

院校类型 寄宿男女合校中学 是否有分校 否 

官方网址 http://www.georgestevensacademy.org/ 

联系地址 George Stevens Academy，23 Union Street，Blue Hill, Maine 04614 USA 

 

 

 

 

乔治史蒂文斯学院成立于 1803年，是一所拥有 200

多年历史的学校。美丽的校园位于缅因州的海岸线，是

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提供挑战性又广泛的课程,激发学

生创造力、鼓励发挥最大的潜能。老师能完全了解学生

的能力和需求。学生也能彼此认识而互相关怀和鼓励。

学生在这温暖而且幽雅的环境中成长，培养出善良的人

格。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独立自主的

能力。每年招生 300名，15个外国名额；50多名教职工。 

该校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提供挑战性又广泛的

课程，激发学生创造力，鼓励发挥最大的潜能。学校的

师生比例是 1：10，小班授课，平均班级规模 15人，老

师可以完全了解学生的能力和需求，学生也能彼此认识而互相关怀和鼓励。学生在这温暖而且幽雅的环境

中成长，培养出善良的人格。乔治史蒂文斯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独立自主的能力。学校为

不同英文水平的国际学生提供入门、中级与高级 ESL 课程和 AP 课程。除了学术课程的教授，也透过艺术

展览、独立研究或实习计划等探究，发掘学生的兴趣。表演艺术是本校的优良传统，每年举行假日音乐会

和春天音乐会。表演艺术课程包括戏剧、舞蹈、戏剧音乐、音乐理论、爵士乐团等。17年来，优秀的音乐

教育已建立了极高的盛誉，爵士乐团从 1989年来赢得 10次州冠军。学校也会对学生成绩不理想的科目进

行课后辅导，包括主题研究写作或家庭作业等。当学生在特别的主题研究中需要额外的帮忙时，也会有老

师在午餐后有 25分钟的辅导。因此学生成绩都十分优秀，大部分学生都能进入美国的一流大学。 

学校设施 

教学设施：有 4 幢主要建筑楼(共有 27 间教室并配有网络)，超过 8000 种不同的研究资料及休闲阅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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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系列的图书馆(内有 7 台可上网的电脑)，有 30 台笔记本电脑的电脑中心;同时学生可使用 Blue Hill 的

图书馆(馆内藏书 39000 本)以及 MERI Center 查询海洋研究资料。 

学校活动：   

每年举办一次艺术节，持续时间为一周；    

艺术节：每年春季举办，学生把它视为一次给父母和朋友展示的好机会。鼓励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

学生的个人才华。    

为所有初、高中生提供两周的独立学习和实习的机会。    

每年组织学生去 Haystack Mountain School of Crafts 做为期 3 天的学习，内容为：锻造，金属冶

炼，纺棉，制陶，做板画和木雕。都是由当地最棒的手工业者来教授。    

独立学习和实习计划: 每年春季，成绩好的同学可能申请在校外独立学习两周，有指导教师做指导，

可以做学术研究、实习等。    

全国音乐节：每年乔治史蒂文斯学院的学生都会参加爵士古典音乐节，汇集了全国最好的有音乐才华

的高中生。    

社团及活动：活动较多，有学术方面的；交流方面的；社区活动方面；才艺展示方面等等    

课外活动： 图书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数学俱乐部、国家荣誉团体、表演艺术等；体育项目：

越野赛、高尔夫、足球。 

 

 

 

该校是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提供挑战性又广泛的课程，激发

学生创造力，鼓励发挥最大的潜能。学校的师生比例是１：9，小

班授课，平均班级规模 15人，老师可以完全了解学生的能力和需

求，学生也能彼此认识而互相关怀和鼓励。学生在这温暖而且幽

雅的环境中成长，培养出善良的人格。学校会对学生成绩不理想

的科目进行课后辅导，包括主题研究写作或家庭作业等。当学生

在特别的主题研究中需要额外的帮忙时，也会有老师在午餐后有

２５分钟的辅导。因此学生成绩都十分优秀，大部分学生都能进

入美国的一流大学。 

 

毕业生去向: 

康乃尔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詹姆士迈迪逊大学,宾州州立大学,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

天普大学,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美国海军学院,美国空军学院,安德森学院。 

 

 

 

课程介绍： 

乔治史蒂文斯学院提供挑战性又广泛的课程,激发学生创造力、鼓励发挥最大的潜能。 

所有课程被美国新英格兰学会和缅因州教育文化服务部所认可 

学校提供 ESL（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 

学校开设 7门 AP 课程：英语、微积分、统计学、环境科学、绘画、美国历史、人类地理学 

英语：文学概论，文学概论(Honors)，基础英语，英国文学(Honors)，美国文学，英语辅导，AP 英语

文学，世界文学，世界文学(Honors)，新闻，电视与电影稿写作，ESL I，ESL II，ESL III 

数学：商业数学，代数基础，代数 I，代数 II，几何，实验室几何，高级数学，AP 统计学，AP 微积

分 AB，AP 微积分 BC 

院校特色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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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地球，探索地球(Honors)，生物基础，生物，生物(Honors)，物理，物理模型，物理模型(Honors)，

海洋学 I，海洋学 II，环境科学(Honors) 

社会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概论(Honors)，世界历史，西方文明(Honors)，美国历史，AP 美国历史，

当代人权问题，现代历史，AP 人文地理，大屠杀，美国选举 

语言学：法语 I，法语 II，法语 II(Honors)，法语 III(Honors)，法语 IV(Honors)，德语 I，德语 II，西班

牙语 I，西班牙语 II，西班牙语 II(Honors)，西班牙语 III，西班牙语 III(Honors)，西班牙语 IV，西班牙语

IV(Honors) 

艺术：AP美术，摄影 I，艺术 I，美术 A，美术 B，艺术 I(Honors)，艺术 II(Honors)，乐队，摄影 II，

音乐理论，爵士乐(Honors)，表演 I，舞蹈，木工 I，木工 II 

计算机：计算机应用，网页设计，管理软件 

体育：舞蹈，体育，健康学，户外体验 

 

 

【概况】 

缅因州 (Maine -- ME)美国东北部新

英格兰地区一州。西北和东北边境分别毗邻

加拿大，南临大西洋 ，西接新罕布什尔州 。

面积 8.6 万平方千米，人口 123.3 万

(1990)。首府奥古斯塔 。缅因州以其拥有

巨大的森林资源而著称，林地面积达 1760

万公顷，林地面积占该州总面积的 89%，森

林覆盖率为全美之首。缅因州因此而成为避

暑胜地。该州的水产资源也很丰富，缅因州

龙虾名闻遐迩。  

本州特征有三:第一,它是美国大陆最

孤立、最偏僻的一州。它位于美国的东北角,

只有西南方与新罕布什尔州为邻。它的轮廓

好像一块大木楔,向北方深深地塞进加拿大魁北克与新伯伦瑞克两省之间。因此,缅因州的港口,可作为加

拿大东部地区的通过港。第二,它是新英格兰六州之中最大的一州。面积 86，524 平方公里,在五十州内,

列第三十九位。第三,物产方面,它是美国主要产龙虾之州,产量约占美国总产量四分之三。马铃薯,产量约

占美国总产量八分之一,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爱达荷州。林区约占本州总面积十分之八,主要木材为白松

whitepine。 

【气候】 

由于受高纬度的影响，以及大西洋寒、暖洋流的影响，该州有 3个界限分明的气候区：南部内陆区、

沿海区和北方区。年均气温北部为 3～4℃；南部内陆和沿海地区为 6～7℃。夏季凉爽，冬季长而多雪。

夏季平均气温为 17℃；冬季－7℃。一年中晴天占 60%。平均年降水量 1000～1170毫米。北部和山区平均

降雪量多达 2500毫米。 

【交通】 

位于缅因州 Blue Hill镇中心，市内交通方便； 

附近机场: 波特兰国际机场;Maine Bangor国际机场。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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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P 55，GPA 2.5 

 

 

 

 

        

 

院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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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