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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华盛顿中学 英文名 Washington Academy 

所在城市 美国缅因州 马奇阿斯 创建时间 1792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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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academy.org/ 

联系地址 Washington Academy，P.O. Box 190 East Machias, Maine, USA 04630 

 

 

 

 

华盛顿中学（Washington Academy）坐落于缅因州，成立

于 1792年。学院占地 65英亩，是美国最古老的寄宿制高中之

一。    

学术方面：学校一直保持着高升学率。除了 AP课程之外，

学有余力的学生还可通过参加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 

at Machias）的大一部分核心课程来获得大学学分。    

同时，华盛顿中学（Washington Academy）与缅因大学

UMM也有协议，该校的住宿学生如果入读缅因大学的话，学费

可按照美国本地学生费率收取。    

除此之外，华盛顿中学（Washington Academy）独有的海

岸生态学课程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并加以实

践。同时，学校还开设了职业规划系列课程。船舶制造是其特

色课程，该课程可以说在美国高中阶段非常少见。通过专业老

师指导，学生可以自己设计和建造属于自己的小船。其他课程

还包括护士认证课程、烹饪课程、职业计算机课程、汽车修理

等。这些课程能激发学生的职业规划并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 

华盛顿中学学校占地 65 英亩位于缅因州，是美国最古老的寄宿制高中之一。学校有全职 ESL 英语语

言导师，并开设 TOFEL测试，赞助国际学生协会，并为学生们安排周末活动，利用学校假期带领学生们旅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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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光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首府。拥有完善学习及住宿设施的寄宿学校，电脑设施完备，宿舍有上网线

供学生使用与许多大学有紧密联系，学生有机会到缅因大学上课，所有住宿学生免费使用缅因大学的实验

中心、图书馆及一些娱乐设施，华盛顿中学和缅因大学之间有穿梭巴士。国际生会在学习英语和社会学习

的同时，和美国当地学生一起学习数学、科学和艺术课。 

学校占地 45英亩，现有学生 340名，其中国际学生 40名，分别来自德国、俄罗斯、利智、英国百慕

达、韩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中超过半数拥有硕士学位，工作认

真投入，知识渊博，教学方式灵活，关爱学生，深受学生及学生家长好评。由于学校与许多大学有紧密联

系，学生有机会到缅因大学上课，所有住宿学生免费使用缅因大学的实验中心，图书馆及一些娱乐设施，

华盛顿中学和缅因大学之间有穿梭巴士。 

学校教学核心思想 

学校将提供全面的学术，体育和艺术课程。学校为学生的将来发展，充分创造各种条件，注重社会实

践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来充实学生，使之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教育及生活设施： 

拥有完善学习及住宿设施的寄宿学校, 电脑设施完备，宿舍有上网线供学生使用；水上兴趣活动：独

木州、划小艇、木筏、钓鱼、观赏鲸鱼、游泳；陆上兴趣活动：篮球、排球、足球、越野、垒球、棒球、

网球、墙球、瑜珈、空手道、音乐乐队、爵士乐队、合唱团。 

课外活动 

独木州、划艇、木筏、钓鱼、鱼类观赏、游泳、篮球、排球、足球、越野、垒球、棒球、网球、墙球、

瑜珈、高尔夫、空手道、音乐乐队、爵士乐队、合唱团等。 

 

 

 

华盛顿中学独有的海岸生态学课

程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如何保护生

态环境并加以实践。 

学院占地 65 英亩，是美国最

古老的寄宿制高中之一。 

除了 AP 课程之外，学有余力

的学生还可通过参加缅因大学

（ University of Maine at 

Machias）的大一部分核心课程来

获得大学学分，华盛顿中学与缅因大学 UMM有协议，该校的住宿学生如果入读缅因大学的话，学费可按照

美国本地学生费率收取。 

学校还开设了职业规划系列课程。船舶制造是其特色课程，该课程可以说在美国高中阶段非常少见。

通过专业老师指导，学生可以自己设计和建造属于自己的小船。其他课程还包括护士认证课程、烹饪课程、

职业计算机课程、汽车修理等。 

华盛顿中学(Washington Academy)提供超过 100门课程以及国际学生 ESL课程，学费和寄宿费 32650

美元，属于性价比特别高的古老著名寄宿制中学。 

毕业生录取学校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 Yale University（耶鲁大学）, Boston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exas A&M 

University(德州农工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缅因州大学），

St. Joseph’s College（圣约瑟夫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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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学校提供超过 100 门课程，包括数学、科学、艺术、托福、预备课程、大学入学考试课程、

表演艺术、环境科学、计算机应用、造船课程等。 

ELS课程：提供 ESL（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 

AP 课程：学校开设 23门 AP 课程：英语语言与写作、英语文学与写作、微积分 AB、微积分 BC、统

计学、美国历史、美国政府与政治、欧洲历史、世界历史、生物、化学、物理、室内艺术、艺术史、乐理、

西班牙语、法语 

 

 

【概况】 

华盛顿中学（Washington Academy）

是位于美国最东部缅因州(美国东北角的州)

东马奇阿斯市,这个城市拥有人口 1500 人.

是新英格兰许多富有家庭的避暑胜地,一年

到头气候温和宜人。该市距加拿大边界只有

不到半小时的路程，到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大

约 1个半小时，离缅因州的班戈市只有 2小

时的路程。在 2英里的海岸线里，学院占地

面积共 65 英亩，拥有 9 座主要建筑物，是

美国最古老的寄宿制高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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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P 55，GP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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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