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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曼学校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纽曼学校 英文名 Newman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 创建时间 1945 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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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boston.org/ 

联系地址 Newman School，247 Marlborough Street • Boston, MA 02116 USA 

 

 

 

 

 

美国纽曼学校是一所私立高中，大

约有学生近 260 人，它位于波士顿的中

心，也就是历史上贝克湾的所在地，这

个地理位置使得它有了独一无二的特

性，因为学生可以把整个城市作为自己

的教师。学生只需要过几个街区就可以

到达波士顿的公立图书馆和美术博物

馆。 

纽曼学校于 1945年落成，是位于美

国波士顿的私立高中，招收男生女生。

学校距市中心之美术科学博物馆、图书

馆等仅需步行。学校为男女合校，住寄

宿家庭，全校学生约 260 人及 27%国际学

生。学校提供学生专业的升学课程，在

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中成长。学生与老师一起在充满家的感觉的后湾市内学习上课，一同创造出亲密的社

区情谊，并在追求心灵与智慧的成长。本校的学生来自波士顿市区和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分别是巴西、中国、

德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罗斯、韩国、西班牙、瑞士、泰国、越南等。学校提供 ESL和过度课程

给一些有需要的国际学生。大部分国际学生都住在学校提供的寄住家庭。 

纽曼学校位于麻州波士顿市区，是一所无宗教学校，共有在校学生 260 人。这里的学生和教师利用学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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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位于巴克湾的地理位置优势，以丰富学生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该校学生参加一些体育及课外

课程以增强他们建立友谊的机会。该校的毕业生非常优秀，因为他们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积极主动的思

想去探索结果并同心协力去工作。 

纽曼中学(The Newman School)注重学生的独立性的培养。学生们会通过同学间和老师多元化的交流，

会成为有教养的成人。有毕业生称，“纽曼中学(The Newman School)不只是一个高中，而是一个小型的大

学”。纽曼中学(The Newman School)会经常组织去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参观。校长认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吸

引着最好的思维，最棒的艺术，和最重要的政要人物。而波士顿正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尽管它位于一个大城市，但是学校自己可以供学生活动的场地是一个小社区。除了必须的基础课程和

不同的选修课之外，学校还经常鼓励学生去参加学校所举办的各种活动。体育课，社团，社区服务，以及

在其它活动中的参与和实践，来使得自己在纽曼学校的经历更加完整。50%的学生都参加过竞技性的运动

项目，包括棒球、足球、篮球、网球和划船。男生和女生的组合团队都担任过查尔斯划船比赛的第一名，

并且曾经使用过位于查尔斯和尚的麻省理工高中的船库。 

教学及运动设施 

纽曼中学鼓励学生多参加社团及球类运动，让纽曼中学的学生中学生涯更为完美，纽曼中学社团包括

社区服务，唱诗社，学生会，新闻期刊社，学报，跆拳道和年报。纽曼中学也提供球类运动，来教导学生

如何面对困境和享受成功，如：网球，棒球，篮球，足球，赛艇，越野赛。 

住宿   

学生与当地寄宿家庭同住。 

运动   

体育运动：棒球，男子足球，女子足球，男子篮球，女子篮球，男子网球，女子网球，女子长曲棍球，

女子垒球和越野。橄榄球会作为兴趣小组招收学生。 

课外活动   

学校提供多样化的课外活动，包括特殊奥林匹克或者新英格兰水族馆的志愿者活动，社区服务，男生

和女生俱乐部的同辈辅导，体育活动，野外徒步，瑜伽，音乐课，槌球和电影俱乐部。 

周末活动：  

学生与寄宿家庭、朋友或同学一起活动。 

 

 

 

纽曼中学是一所传授文科教育的

学校，以坚定强烈的道德价值，严格精

确的智能训练以及信任为基础，纽曼中

学鼓励学生找出个人特质及知识智能

的开发之间的关联性，纽曼中学的教学

及学习中心思想为（让心与心对话）,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纽曼中学的学生可以培养和老师，同学及社区的成熟关系。 

学校注重学生的独立性的培养。学生们会通过同学间和老师多元化的交流，会成为有教养的成人。有

毕业生称，“学校不只是一个高中，而是一个小型的大学”。学校会经常组织去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参观。校

长认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吸引着最好的思维，最棒的艺术，和最重要的政要人物。而波士顿正是这样的一

个城市。 

纽曼中学 The Newman School 大学录取情况 

100%升入大学，包括有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东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普渡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迈阿密大学、匹兹堡大学、罗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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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斯特大学等。 

 

 

 

 

课程设置：代数 1、2，三角法，几何，微积分，生物，物理，化学，拉丁语 1-4，法语 1-3，西班牙语

1-3，英语 1-4，历史，美术，计算机和技术，创作型写作，经典文学，世界文化，西方文明，美国历史，

波士顿历史，摄影艺术 1-3 等 

ESL 课程：学校提供 ESL 语言课程，帮助非英语国家提高英语能力 

AP 课程：英语语言和写作，英语文学和写作，微积分，生物，美国历史，美国政府和政治 

 

 

 

【概况】 

位于波士顿的一个小镇，是美国的一

个“教育之都”，因为这里是哈佛大学，麻

省理工高中和许多其他名校的发源地，学

生们可以步行很近的距离到达波士顿的任

何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街上和咖啡，购

物，也可以到著名的博物馆参观，比如说

JFK 博物馆。无论他们的兴趣如何，各国

的学生都会在那里充分利用自己的每一分

钟。 

波士顿，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

最大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

该市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创建于

1630 年，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波士顿是美国革命期间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曾

经是一个重要的航运港口和制造业中心。现在，该市是高等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中心，它的经济基础是科研、

金融与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或世界性城市。 

【气候】 

冬季的灯塔山波士顿和整个新英格兰地区一样，属于大陆性气候。但是由于濒临大西洋的地理位置，

气候也明显受到海洋的影响。波士顿的气候变化迅速，气温突然连续几天升到 30℃以上并不罕见。夏季炎

热潮湿，而冬季寒冷，多风并且多雪。甚至在 5 月和 10月也降过雪，当然这极为罕见。气候温和湿润，1

月平均气温-1.6℃，7 月 22.9℃，年降水量 1,080 毫米。 

【交通】 

临近机场：Boston Logan Airport 

 

 

 

SLEP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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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