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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桑顿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桑顿中学 英文名 Thornton Academy 

所在城市 美国缅因州 萨科 创建时间 1811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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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tonacademy.org/ 

联系地址 Thornton Academy, 438 Main Street, Saco, Maine 04072, USA 

 

 

 

 

桑顿中学成立于 1811年，是新英

格兰地区最古老，也最受人尊敬的私

立学校。桑顿中学致力为学生打造一

个完整的学习经历，不辱其使命宣言，

即“让学生对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桑顿中学提供 6到 12年级的课程，高

中阶段实行寄宿制。全面的高中课程

提供 140 门课程，包括 7 种外语（德

语，拉丁语，俄语，古希腊语，汉语

普通话，法语，西班牙语），30种艺术

课程（包括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

现代舞）和 40种大学预修课程和荣誉

课程。桑顿中学的毕业生被有竞争力

的美国学院和大学录取，他们被评价

为终生的学习者，富有活力，善思善

辩，通过桑顿中学的多样化的机会发现了自己的爱好。1889年，桑顿中学的一位理事在一个开幕式上，描

述该校是“一盏明亮的灯光，照亮和激励了几代人”，这已得到证实。 

目前桑顿中学有学生 1375 名，该校从 2009 年秋天开始招收寄宿制的国际学生，招收对象为 9 到 12

年级的学生。师生比例大致是 1：20，高年级班级的师生比例会更少。现有国际学生人数在 30人左右，每

年招收中国学生人数大概在 10到 15名之间。 

桑顿中学地理位置优良，距缅因州海岸 3 公里，距离缅因最大的城市波特兰仅 10 分钟，距离马萨诸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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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州的波士顿北部 1.5小时。从学校出发 5分钟便可到火车站，每天都有到波士顿的火车。该校是缅因州

南部最大的寄宿制中学，也是波特兰唯一的寄宿制中学。波特兰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有很多的旅馆

和文化设施。目前该校有学生 1250名，没有寄宿的国际学生。招收 9到 12年级的学生。师生比例大致是

1：22，高年级班级的师生比例会更少。学校会从 2009年秋天开始招收国际学生。学校教学和运动设施齐

全，有图书馆、运动场、计算机实验室、学校剧院、电视视听室、教室、 艺术中心、办公室、体育馆、

学生和教师宿舍。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超过 40个的学生俱乐部。 

校园设施 

有着近 200 年历史的桑顿校园占地 80 英亩，其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环境更像一所小型学院。学校的艺

术之翼建成于 1996 年，拥有各种多媒体工作室，包括视觉艺术、剧院、音乐和电视。桑顿的全日制舞蹈

工作室也是十分闻名。此外，学校配置了最新苹果电脑科技的计算机实验室为技术和商业课程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持。科学系的所有教室都配备了全套的笔记本电脑设备。整个校园拥有超过 1200 多台电脑以及

强大的网络支持。学校的图书馆和其他教学设施也正在更新和改变着自身的面貌，以期成为多学科教学的

资源中心。 

宿舍情况   

校方正在建设一个耗资数百万的国际学生宿舍，可容纳 40 名国际学生。所有学生都必须居住在宿舍

里。假期时所有学生必须都离开学校，如果有学生没有合适的地方居住，学校可以帮助安排爱心家庭。 

教学及运动设施：  

图书馆、运动场、计算机实验室、学校剧院、电视视听室、教室、 艺术中心、办公室、体育馆  

图书馆 

玛丽魏茅斯海德图书馆与桑顿中学的公用图书馆共有藏书一万七千余册，余八千种期刊，电子阅览室

设有 50台计算机，此外学校还订购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库资源。 

课外活动   

学校共有 24个体育项目的 49支校际体育比赛队伍，面向各个年级的学生开放，包括垒球、篮球、拉

拉队、越野赛、曲棍球、足球、高尔夫、冰球、美式足球、游泳、网球、田径、潜水等;超过四十个学生

社团，其中包括艺术俱乐部、辩论队、滑冰社、户外探险社、合唱团、舞蹈队、学生会、国家荣誉社会、

环境社等。 

 

 

 

桑顿中学是缅因州也是新英格兰区最古老，最值得推崇和尊敬

的大学之一。 

学校提供超过 40 个的 AP 课程和 Honors 课程作为大学预科课

程。学校提供丰富的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依于强

大的大学预科项目，通过英语、数学、历史、科学、高雅艺术和健

康等全面的核心产品和一整套先进的就业安排、荣誉证书、外语、

高雅艺术和表演艺术，健康和技术/业务培训班，桑顿的学术方式鼓

励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发现。 

学校的音乐和艺术尤为出名。 

学校和缅因州唯一设有医学院的新英兰大学有很好的联盟关

系。学校最近和缅因州的大学系统达成协议，国际学生毕业后将可

以自动被缅因大学录取，该校的工科相当好。 

学校会给每个学生分发一个笔记本电脑。网络遍及整个校园和

宿舍，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查看个人成绩、作业安排、学校的每日安排等。 

桑顿中学的学术项目充满了活力。教育不因只停留在内容上，也应该包括学习和如何去学上。每天都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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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为学生提供知识，此外还会教会学生如何使用工具并让他们充满信心的去运用所学来获得成功。 

校内图书馆拥有 1万卷藏书，订阅了 80多份期刊。 

毕业生去向   

布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史密斯大学、卫尔斯利女子学院、卫斯廉大

学、伦斯勒理工学院、鲍登学院、美国大学等。 

 

 

 

院校专业   

课程设置 8 个专业 140 门课程。其中在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舞蹈方面提供 28 个课程，学校还提

供 7 到 10 门的 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学校提供所有程度的 esl课程。ap 和 esl课程总计 40多门， 

同时也会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大学预科课程。 

AP 课程   

桑顿中学共设置 40 多门 AP 课程，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业余时间选修，充抵大学学分。 

选修科目： 

英语：诗歌，创造性写作，新闻 

数学：三角法，概率统计，离散数学(网上教学) 

科学：海事科学，解剖和生理学，天文学，环境研究，学生协作研究历史科学：政治，社会和心理学 

人文学科：社会事务和专题研究(网上教学)，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研究，外国语言学：法语，西班牙文，

德文，拉丁文，普通话，俄文以及古希腊文 

舞蹈：高级现代舞，舞台舞蹈设计，剧团演出（需面试试音） 

音乐：爵士乐队，爵士乐研究，音乐会演奏，管弦乐队，管乐合奏，高音和室内合唱（需面试试音），

钢琴，弦乐器 

戏剧：高级表演，电影学研究，服装设计 

视觉艺术：绘图，油画，数字成像，陶瓷，高级摄影艺术 

就业辅导：电视制作，多媒体演示，桌面出版印刷，网页设计，电脑节目编排，商业应用，编辑起草，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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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位置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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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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坐落于缅因州（maine）的海滨小镇萨科（saco），占地 80英亩，距离缅因州的波特兰市 15英里，

距波士顿 90英里。可由州际高速或铁路直达（火车站距离校区不到一英里）。去往三大主要机场十分方便：

90 分钟即可抵达波士顿罗根机场（logan airport）或位于新罕布夏州曼彻斯特（manchester, nh）的曼

彻斯特-波士顿地区机场（manchester-boston regional airport）；15分钟即可到达波特兰国际喷射机机

场（international jetport）。 

 

 

 

SLEP 52，GP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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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