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克天主学校系统
Elk County Catholic School System

www.eccss.org

地理位置          

地址：600 Maurus Street, St. Mary's, PA 15857

所在州：宾夕法尼亚州

附近主要城镇：匹兹堡（80 分钟车程）

附近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全美排名第 48 名）

气候：四季分明

最终目的地机场：杜布瓦机场（DuBois Regional 

Airport, DUJ）

国际学生费用          

学习费用（2015-2016）：$26,900，包括学费、

住宿费、英语语言辅导课程；

额外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160；I-20

费，$250；新生指导费，$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选修费和健

康保险费。

* 国际新生指导费包括 2 个部分，一个是在中国举

行的为期 2 天的行前指导，另一个是抵达美国以后

在美国学校举行的新生指导。

学校建于 1962 年，为了满足宾夕法尼亚州圣玛丽地区天主教育的需求。2010 年，附近的圣玛丽天主小学和圣玛丽中学与艾克

天主高中合并，形成了现在的艾克天主学校系统。

基本信息

类型：混校

宗教背景：罗马天主教

建校时间：1962

年级：K-12

学 生 人 数： 564 （9-12 年 级

233 人）

班级平均人数：17

高级教师：50%

师生比例：1:10

国际生人数：0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学生在课堂上

学校特色          

1:1iPad 项目

8 门双学分课程

宁静的学习环境

丰富的艺术课程

自然风光秀丽



地理位置     
学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艾克县的圣玛丽市。艾克县
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而闻名，并为居民提供了在
附近风景如画的阿勒格尼国家森林公园徒步旅行、
钓鱼和观光的机会。该地区犯罪率低，靠近州高
速公路，可方便到达匹兹堡和费城。匹兹堡和费
城人口稠密的城市是宾州主要的经济中心，也是
Google、Intel 和 IBM、迪斯尼研究所和苹果分公
司的所在地。大匹兹堡区以美国最聪明的地区之一
而著称，这里有 68 所学院和大学。

现代化设施      
学校拥有 1:1iPad 项目、2 个计算机实验室、苹果
电视、智能板和电话会议设备。
近期技术更新：
计算机 / 笔记本 /iPads/ 软件——$222,000
照明升级——$88,000
新音响系统——$55,000
额外科技更新——$23,100
体育馆升级（2005-2014）
重量室升级——$200,000
主体育馆——$50,000
训练室和团队室——2014 年，耗资 $5,000 重新
建设
男生更衣室——$40,000
跑道升级：$133,000
跑道和足球场升级：$30,000

荣誉奖项      
科学和数学奖：
2011-2013 年 , 3 名学生获得美国化学社团宾州约
克分部杰出高中奖
2010-2014 年，学生连续获得环境竞赛一等或二
等奖
2009 年克莱尔大学数学竞赛第一名
学校的军乐队在同其他 5 个州的乐队比赛中，名列
5 强

知名校友     
Joanna Shields ‘80，是一名英美主管、企业家
和投资人。她是英国首相的数字顾问、英国城市
科技主席、伦敦证券交易所的非执行主管。她还
在 2014 年九月份在上议院被任命为终身贵族，并
在 2014 年 10 月份任职。在过去 27 年中，她已
经建立数个世界知名的公司，包括谷歌、AOL 和
Facebook。应首相戴维卡梅隆的要求接受现在的
职位之前，她是 Facebook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
副总裁和常务董事。来 Facebook 工作之前，曾
任 AOL 人民网总裁。在 AOL 之前，Shields 曾任
Bebo 的 CEO，引领公司成长为拥有 5000 万用户，
最终购买价值为 8 亿 5 千万美元的公司。在此之
前，曾任谷歌欧洲、俄国、中东和非洲常务董事。
2013 年 7 月，电脑周刊将 Shields 命名为英国 IT
界最具影响力的女士。2013 年 7 月，她获得了英
国交互媒体协会终身成就奖。

Elk County Catholic School System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10-2014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2项体育运动（参与率 75%）   

16个校俱乐部和活动（参与率 60%）

SAT

 1508    1735    1864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88%    大学录取率

15 荣誉课程            8 AP 课程         

69% AP 通过率

8 双学分课程（学生可以通过附近的阿罗伊修

斯学院学习大学水平课程，每学分 $50，注册费

$20）

俱乐部

滑雪板俱乐部 学术比赛

校园部 象棋俱乐部

通信俱乐部 戏剧俱乐部

美国未来商务领袖 户外俱乐部

乒乓俱乐部 回收俱乐部

回力球俱乐部 国家荣誉协会

年鉴工作部 学生会

环境俱乐部 拼字（游戏）

体育运动

篮球（男 / 女） 排球（女）

足球（男 / 女） 橄榄球（男）

越野（男 / 女） 高尔夫（混合）

棒球（男） 垒球（女）

田径（混合） 拉拉队（女）

摔跤（男） 体操（男 / 女）

体育运动

排名 * 学院和大学名称 

16 圣母大学

19 史密斯学院

21 乔治城大学

25 卡耐基梅隆大学

33 罗彻斯特大学

42 伦斯勒理工学院

4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62 马里兰大学

95 德雷塞尔大学

*2014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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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课程：计算机应用 I 和 II、实用软件应用、
会计 I、绘图入门、绘图 I,II,III、个人理财、独立计
算机。
高年级课程：学校根据学生兴趣和能力为学生提供
三类课程（大学预备课程、高级大学预备课程、技
术类课程）。
商业和教育合作：学校与当地企业合作，帮助学生
了解职业和教育发展。
上阿勒格尼教育联盟：学校是联盟的一部分，学生
有机会在附近学区参加高级课程。目前，该联盟有
26 个学区。
大学咨询：除了大学咨询，学生有机会参加 SAT
准备课程，12 年级学生可以参加模拟面试。
音乐项目：音乐会乐队和合唱、室内护卫队和鼓乐
队、爵士乐团、礼拜仪式唱诗班、军乐队和护旗队、
Pep 乐队、班级独立音乐、器乐、合唱团。
国际学生辅导：国际学生协调员与学生保持联系，
持续关注学生的进步、发展，关注学生学术、活动
和事件的参与。她还为国际学生招募合适的寄宿家
庭，并与其持续跟进沟通。
学校的英语辅导项目将为学生提供家庭作业辅导帮
助。课程时间每天 41 分钟。每个班级只有 12 名
学生，因此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个人关注。ESL 课
程是学生正常英语课程的补充。

篮球场

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

AP 微积分 BC AP 生物

AP 化学 AP 环境科学

高级人文课程

AP 英语文学 AP 英语语言

排名 * 学院和大学名称 

地区大学，
北部第 24

名
圣文德大学 5

48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68

地区大学，
北部第 60

名
甘农大学 17

62 匹兹堡大学 38

*2014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2010-2014 届费城学校录取情况

学生们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