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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林登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林登中学 英文名 Lyndon Institute 

所在城市 美国佛蒙特州 林登中心 创建时间 1867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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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doninstitute.org/ 

联系地址 Lyndon Institute，168 Institute Circle, P.O. Box 127 Lyndon Center, VT 05850 USA 

 

 

 

 

Lyndon Institute 位于美国新英格兰

区佛蒙特州的东北方，成立于 1867 年，是

一所历史悠久，高品质的私立寄宿高中，男

女合校。校地面积约为 135 英亩，共有 29

栋教学大楼，包括计算机教师、科学实验室、

图书馆和多媒体教师，可容纳 650人的大礼

堂和 250人的饭厅以及一系列的运动设施。 

学校在通识教育、艺术、科技、及体育

方面 鼓励同学健全发展。并提供国际学生

180 科包括大学预科、商业、专业技术及艺

术等课程。计算机课程如网站设计、程序设

计、网络及计算机维修等专业课程，对毕业

生申请资讯工程科系甚有帮助。 

学校注重音乐及艺术教育，除了本校及社区性的活动之外，还常邀请知名音乐家表演，同学有许多观

摩及磨练的机会。Lyndon Institute学校的设备包括了二层楼的图书馆及多媒体中心，超过 100部的计算

机设备、四个信息中心、7个科学实验室、音乐教室、650人座的演讲 厅、2个体育馆、健身中心、及多

功能运动场。教室内有网络设备，随时可以上网。学校里每一位学生都有辅导老师，同学可以常跟辅导老

师互动，获得学术上以及课业上的各项有用信息。每一科的老师也在下课后安排了时间，让对各科需要更

进一步了解的同学来询问。 

学校有多种大学预科课程，如高级生化课程，高级数学荣誉课程和高级写作课程，这些课程都能为学

生们顺利就读顶尖大学提供很好的帮助。另外，学校还有一系列工程课程，为学生在建筑或工程领域取得

学位做准备。国际学生还可学习初高级 ESL课程。师生的比例 1：12，方便师生交流互动。寄宿生住在别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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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式的宿舍中，有众多享受课外活动的机会，包括 14种不同运动和超过 20种俱乐部活动如志愿者俱乐部，

公共演讲俱乐部，舞蹈俱乐部。 

课外活动   

学校有多样的课外活动及学生社团，一年四季都安排了各项当季最棒的活动。共分为： 

1．体育类：包含拉拉队、曲棍球、足球、橄榄球、滑雪、篮球、棒球、高尔夫球、垒球、田径等。 

2．艺术类：戏剧、美术、及音乐。 

3．领导人才类：包括「未来美国商业领导人才」、「美国家庭、事业、社区领袖人才」、学生会等培养

学生领导能力的组织。 

4．学术类：法语社、拉丁语社、文学社、科学研究社、西语社、学生期刊社、写作讨论、年鉴编辑

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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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 Mountain 滑雪胜

地距学校 7英里，冬天可以去滑雪，试雪橇、雪鞋，秋季可以徒步旅行和骑山地车。Lyndonville 周围布

满清凉的湖，可以在夏季游泳和划船。 

 

 

 

 

林登中学占地 150 英亩，是一所历史悠久，高品质的私立寄宿高中，男女合校。 

学校提供了相当具有挑战性及完整的教育，并在教育、艺术、科技、及体育方面鼓励学生健全发展。 

学校提供国际学生 115 科包括大学预科、商业、专业技术及艺术等课程。 

除了学校及社区性的活动之外，还经常邀请知名音乐家表演，学生有许多观摩与磨练的机会。 

学校的设备齐全，拥有二层楼的图书馆，多媒体中心，电脑设备，四个咨询中心，七个科学实验室，

音乐教室，演讲厅，2 个体育馆，健身中心，和多功能运动场。 

学校里的每一位学生都有辅导老师，学生可以常跟辅导老师互动，获得学术上以及课业上的各项有用

咨询。 

 

 

林登中学 Lyndon Institute大学录取情况 

波士顿学院 

波士顿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校区 

普渡大学 

密歇根州立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孙分校等。 

 

院校特色 



SLB 美中教育文化交流 - 加州硅谷 Since 2003                                              www.sinolanguage.org 

 

美国全国免费电话:  (866)WITH-SLG (9484-754)    中国免费直播美国: 950-4041-6409    电邮：info@sinolanguage.org     3 / 7 

 

 

 

 

Lyndon Institute 的高中课程修满 21 个学分可以毕业。另外学校

特设 AP 课程，包含英文、美国历史、社会学、文学、写作、化学、

物理、科学、美术、体育、健康教育等。每个学生在每学期需要修 5

门课。修满 4个学分可以升到 10年级，修满 9 个学分可以升上 11年

级，修满 14 个学分可以升上 12年级。学校每年会发六次成绩单以追

踪 学生学习成效。并且在下课后提供各种辅导课程给有需要或是有

兴趣的学生。 

AP 课程：欧洲历史、美国历史、艺术、生物、英语文学、化学 

课程：英文，美国历史，社会学，数学，科学，美术，体育，健康教育。学校还提供技职教育，证书

课程，例如：DataCAD，CADKEY，建筑及 3D 工程设计软件。从而帮助毕业生在大学主修建筑或工程系。 

ESL：学校提供 ESL 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语言课程。 

大学学分课： 

学校和佛蒙特州立学院合作，学生可以到大学里选修课程，帮助学生得到更扎实的知识及专业技术。 

 

 

【概况】 

Lyndon Institute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区

佛蒙特州的东北方。佛蒙特州 (VT) 是美国东

北部新英格地区一州。南邻马萨诸塞州，西连

纽约州，北与加拿大魁北克省接壤，东与新罕

布什尔州以康涅狄格河为界。首府蒙彼利埃 

(Montpelier)。州名来自法语“  Monts 

Verts”，意为“绿色山岭”。佛蒙特州别名“绿

岭之州”“Green Mountain State”。首府蒙彼

利埃名称也来自法国同名城市。佛蒙特以其美

丽的景色、奶制品、枫糖浆和激进的政治而着

称。 

一年四季全是游乐的季节. 青翠的山景, 

清澈的河流, 可以爬山, 可以滑雪. 州内设立公园区有七十二处。 

全州主要交通动脉是从南到北纵贯康涅狄格河谷和尚普兰湖以南谷地的公路。山区道路狭窄，交通

困难。斯托和麦得河谷的冬季滑雪场吸引许多爱好户外运动的游客前来滑雪。这里每年降雪季节可达 9个

月。州内有 60多个滑雪场。 

【气候】 

佛蒙特州的春季短促多雨，夏季凉爽，秋季多色，冬季非常寒冷。尤其北部异常寒冷，往往比同州南

部地区冷十度。佛蒙特州是美洲东海岸地区的滑雪圣地。 秋季，佛蒙特州的山丘被糖枫树页染成红色、

橙色和金色。这些不同的颜色不是由不同的树种形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土壤和气候导致的。 

 

 

 

SLEP 55，GPA 2.7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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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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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由

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