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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汉拉莫森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韦伯汉拉莫森中学 英文名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 

所在城市 美国麻州 威尔布拉汉 创建时间 1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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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academy.org/ 

联系地址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423 Main Street, Wilbraham, MA 01095 USA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是一

所位于美国麻省 Wilbraham 的学校，创

建于 1804年。它是北美东海岸最古老的

15所学校之一。提供四年制寄宿高中教

育和 6-12 年级的走读教育。学校位于

Wilbraham 镇中心，距离康州首府

Hartford半个小时，麻省首府波士顿一

个半小时，纽约市三个小时。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以其小班制而出名，

提供 18门 AP课程和初中高三级 ESL课

程。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是由

两所创建于 19世纪早期的学校，Monson 

Academy 和 Wesleyan (Wilbraham) 

Academy于 1971年间合并而成，组成学

校之一的 Wesleyan (Wilbraham) 。Academy是于 1825年迁到了目前学校所在的 Massachusetts州西南部

的小镇 Wilbraham。现在学校是一所独立的、初高中男女合校的、兼有走读和寄宿的综合性大学预科学校。

来自美国及全世界的学生在互相关爱和支持中共同学习、生活，共同接收着学校两百多年文化积淀的洗礼。

学校面向 6 年级－PG 年级的学生招生，主要针对的是 9－12 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中）。学校获美国 New 

England学校联合会认证，同时也是 Massachusetts州独立学校联合会成员。学校中，每个班级的平均人

数是 12－15位学生。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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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之所以比较有名气，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名字是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容闳（1828年至 1912年），字纯甫，生于香山县南屏镇（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容闳

家境贫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澳门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

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一所洋学堂，容闳在学堂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一些西方

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赛缪尔.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1847年，布朗离职返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

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起来提出申请，他的同学黄胜、黄宽也站了起来。于是，好心的布朗夫妇就带

著他们到美国深造。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入了 Monson Academy。容闳在 1850年考进耶鲁大学，成

为中国第一个美国留学生。他在学校品学兼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

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四年学业。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并于 1872

年奉命率领首批 30 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的时代。容闳在 Monson Academy

就读的这段历史，以及该校是第一所接收中国学生的美国中学这一史实，使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

引以骄傲。 

目前韦伯拉汉·莫森中学有来自中国，中国台湾，日本，俄罗斯，韩国，泰国，中国香港，英国，加

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国际学生。国际学生比例近 30%。该校 2007-08 学年在校生有 359 人，其中

男生 204人，女生 155人。每班学生约 12-15人，师生比例 1：7。全校 52名教学人员中的 60%拥有硕士

以上学位。 

校园生活：学生分布在 3幢寄宿楼中，有单人间和双人间。附属食堂、小卖部，健康服务中心等，有

3名专业护士。 

学校设施：5幢主要的教学楼，科学中心，图书馆(20万册藏书), 计算机中心，美术中心。 

体育活动：学校鼓励并要求学生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也开设了丰富多彩的运动项目，如高尔夫，

游泳，网球，曲棍球，篮球，足球，排球，摔跤等。另外，学校还拥有健身中心。 

休闲娱乐活动：周末，学校会安排远足、露营、展览等活动。 

社团和组织：学校拥有 14个不同的社团。 

 

 

 

企业和全球研究中心：这个项目的设置在

全球公民、企业、经济这几个方面给了学生一

个综合性的介绍。教师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包括实例研究和圆桌讨论。来自于商界人士经

常性的来校演讲也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氛围。 

来自全美和全世界的师生在这个关爱和支

持的环境里生活和学习，并接受其 200年文化

教育遗产的滋养。 

学校注重智力发展、身体健康、个人责任、

相互尊重和服务承诺，以帮助学生迎接更高标

准教育的挑战和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发展全球

领导力。 

学校鼓励学生利用学校提供的游学机会开阔视野，尤其是前往亚洲。 

部分入读大学: 

波士顿大学、布朗大学、加州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西储大学、克莱姆森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

哥艺术学院、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德保罗大学、巴布森学院、波士顿学院、迪金森学院、德雷赛尔

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里海大学、麦吉尔大学、迈阿密大学、东北大学、帕森设计学院、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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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州州立大学、佩珀代因大学、普渡大学、伦斯勒理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弗

吉尼亚理工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伍斯特理工大学 

 

 

学校注重学生在智力发展、身体健康、互相尊重、奉献服务等方面的发展。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学校提

供的去亚洲、中美洲及欧洲等的游历和学习的机会。这些机会都是由学校的企业管理和世界学习中心提供

的，是学校所独有的项目。 

学期设置：被分为 3个学期，每学期大约 11周的教学周期。 

基础课程：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网页设计&数码成像、Flash在网页设计中的运用，计算机原理

概论、多媒体介绍、演说艺术、人文学科、音乐、体育、欧洲历史、美国历史、世界史、现代中国概论、

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全球贫穷研究、英语写作、亚洲文学、代数、几何、微积分、统计学、生物、化学、

环境科学、物理等。 

AP 课程：文学和写作、语言和写作、微积分 AB 和 BC、统计学、美国史、欧洲史、宏观经济学、微

观经济学、生物学、化学、物理、环境科学、法语、西班牙语、拉丁文学、艺术。  

艺术：工作室艺术、绘画、插画、摄影、大学作品集、戏剧、爵士乐合奏、荣誉合唱团、学院歌手、

键盘和音乐理论入门、室内合奏、歌曲创作、世界音乐欣赏、舞蹈 

ESL：有 

其他：企业和全球研究中心 

 

 

 

【概况】 

Wilbraham & Monson Academy毗邻城市斯布林

菲尔德（Springfield），是一座安静舒适的小城镇，

环境优美，适宜居住。马萨诸塞州位于美国东北，

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分。在中文中，通常简称“麻

州”或“麻省”。马萨诸塞州北邻新罕布什尔州和佛

蒙特州，西接纽约州，南靠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

东边则是面临大西洋。东南边的海岸之外有玛沙的

葡萄园岛和南塔克岛。波士顿是最大的都市，然而

大部分的大波士顿地区的人口（约 400 万）并不住

在波士顿市里头。 

马萨诸塞州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2.5%，但是

该州的四年制大学学院数目却占了全国总数目的

4.5%。八个波士顿地区的学术机构（威廉姆斯学院、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布兰戴斯大学、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东北大学、塔芙茨大学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是常春藤

联盟的一员，排名全美第一，并且有三所大学是属于七姊妹学园：曼荷莲女子学院、史密斯学院和韦尔斯

利学院。 

马萨诸塞州不仅有着众多的高等学府，其出色的初高中教育资源也在各州中首屈一指。私立中学一

般具有小班教学的优势，学生的水平比较平均，课程难度普遍较高，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上大学的辅导准备

工作。马萨诸塞州共有 30多所私立高中，其中最闻名的当属安多佛菲利普斯学校，还有迪尔菲尔德学院，

格罗顿学校，达娜豪尔女子高中，威斯顿剑桥中学和米尔顿高中。 

【气候】 

地理位置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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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萨州的天气规律就是这裡的天气永远在变。这裡寒冷多雪的冬天（12月至 2 月）经常会使学

生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这对於那些从温暖气候地区来的学生，但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在春天，既会

有温暖的阳光，又会有雨水，这些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色彩繽纷的花园，更让人们对夏季的户外活动充满了

期待。到了夏末秋初时节，这裡阳光明媚，树木枝叶茂盛，这时的温度是再舒服不过的了。大体而言，马

萨诸塞州的气候十分分明，冬冷夏暖，位于该州东岸的波士顿，其一月的平均温度在-1.7°C 左右，七月

的均温则是 22°C。位于西部柏克夏郡的匹兹菲尔德，其一月的均温是-6°C左右，七月的均温则是 20°C。 

【交通】 

最近的国际和当地机场 

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DL)，波士顿洛根将军国际机场（BOS） 

 

 

 

 

SLEP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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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