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mbridge Network  |  Expanding Human Perspectives And World Harmony Through Education

St. John Paul II High School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
www.sjp2hs.org

基本信息
学校类型 : 私立，混校
宗教背景 : 天主教
建校时间 : 2007
年级 : 9-12
学生人数 : 275 
班级平均人数 : 15
高级教师 : 75%
师生比例 : 12:1
国际学生 : 15
住宿类型 : 寄宿家庭
是否与剑桥住宿项目合作 : 是

学校地理位置
地址 : 120 High School Road, Hyannis
所在州 : 马萨诸塞州
附近主要城市 :  波士顿 (60 分钟车程 )
附近大学 : 波士顿大学
气候 : 四季分明
机场 : 洛根国际机场 (BOS)

海恩尼斯被新英格兰人认为是科德角的中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马萨诸
塞州科德角半岛上的典型美国城市。它以海滩闻名，例如宽阔的卡穆斯
海滩公园和位于海恩尼斯港附近的肯尼迪私人庄园。在海恩尼斯及其周
边的中海角地区，你会找到约翰·肯尼迪·海恩尼斯博物馆，美味的鱼屋和
屡获殊荣的餐馆，古雅的家庭旅馆和商务旅行酒店，世界级的海滩，海
岛渡轮，无数的户外活动和科德角最独特的购物。

• 学生获奖和荣誉：国家优秀学者 ;SAT
分数高于州和全国平均水平 ; 哈佛大
学，伦斯勒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赞助。

• 资格认证：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由新
英格兰学校和学院协会认证，并且是
新英格兰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天主教
学校辅导员协会、美国外语教学协
会、国家科学教师协会、全国数学教
师协会的会员。

• 马萨诸塞州 42 所最佳天主教高中排
名第 18。

Nich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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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高级课程 :  35    # 荣誉课程 : 25    # AP 课程 : 10

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

AP 生物 AP 化学 AP 物理 荣誉微积分

AP 微积分 AB AP 统计学 荣誉生物 荣誉几何

荣誉化学 荣誉物理 荣誉解剖生理学

荣誉代数 荣誉代数 II/ 三角学 荣誉微积分预修

高级人文课程

AP 英语语言和写作 AP 英国文学 AP 美国政府 荣誉普通话 III,IV,V

AP 美国历史 AP 研讨会 荣誉世界历史 荣誉英语 9,10,11,12

荣誉美国历史 荣誉法语 III,IV,V 荣誉西班牙语 III,IV,V

指导项目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指导部通过向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全面的学校辅
导支持来支持学校的使命。我们的计划旨在通过与学生、教师、家长和
社区的合作，来促进每个学生的学术、职业、社会和个人能力的发展。

领导学研究和实习
这一创新计划引入了领导力理论，并培养当前和未来社会领导人所必需
的领导技能。该课程主要针对那些寻求发展和提高领导能力的 12 年级学
生。
该课程由领导学研究主任教授，社区领袖也会参与教学，促进课堂授课。

艺术
• 视觉——在所有学科中，以视觉方式诠释世界是一项重要和有用的技
能。我们的   目标是教学生了解他们的世界。有许多视觉艺术课程可供
选择，包括：视觉艺术的基础，绘画和设计 I & II，数字媒体 I & II，3D
设计，高级绘画和开发作品集。
• 表演——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的表演艺术系在戏剧、音乐、音乐剧和
技术剧院等 领域提供最高质量的教学指导。课程包括但不限于：音乐剧
戏剧工作室、技术剧院班、秋季戏剧、冬季戏剧工作室、春季音乐、爵
士乐团、音乐会合唱团、女子室内合唱团、混合室内合唱团、独唱班和
Solot 之夜等。

AP 巅峰课程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是世界上被选为实行 AP 巅峰课程的 1000 所学校之
一——这是一个创新的文凭项目，培养学生大学成功所需的最重要的技
能：研究、合作和交流。
该项目包括两门课程：AP 研讨和 AP 研究。直接回应高等教育学院和大
学招生人员的反馈，AP 巅峰课程对其他高等教育课程和考试的深入的、
专业的研究是一种补充。
在 AP 研讨和 AP 研究评估中获得 3 分或 3 分以上的学生，以及选择 4
个额外 AP 考试的学生，将获得 AP 巅峰课程文凭。这标志着他们在学业
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对大学水平的学术和研究技能的掌握。只在 AP 研
讨和 AP 研究评估中成绩为 3 分或 3 分以上的学生 ( 但没有参加 4 个额
外 AP 考试 ) 将获得 AP 研讨会和研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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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

大学录取率 100%
SAT 平均分 1180

排名 * 学院和大学名称

1 普林斯顿大学

2 哈佛大学

29 塔夫茨大学

32 波士顿学院

32 威廉玛丽学院

37 波士顿大学

40 东北大学

42 伦斯勒理工学院

46 维拉诺瓦大学

56 乔治华盛顿大学

61 伍斯特理工学院

69 美国大学

75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94 圣路易斯大学

*2018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国大学排名

课外活动
# 体育活动 : 20 ，参与率 : 80%    # 学校俱乐部和课外活动 : 25 ，参与率 : 90%

俱乐部
数学团队 年鉴
学生会 国家荣誉协会
象棋 演讲和辩论

机智问答 学生领导力
模拟审判 全球公民

学校电视台 西班牙语俱乐部
法语俱乐部 开放艺术

摄影 爵士乐队
戏剧俱乐部 音乐会合唱团

体育活动
棒球 男子篮球
航海 橄榄球

男子足球 垒球
混合游泳与跳水 排球
女子长曲棍球 女子足球

女子篮球 冰上曲棍球
越野赛跑 男子网球
女子网球 男子曲棍球
高尔夫 体能训练
啦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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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入学费用
学习费用 (2019-2020): $44,415 包括学费，住宿费和语言辅导费
额外一次性费用 ( 仅第一年 ): 申请费 , $160; I-20 操作费 , $250; 新生指导费 , $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健康保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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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生教学服务
学校和剑桥美国高中联盟合作为学生提供大学进阶课程
（CPLC），该学术辅导项目以满足中学水平国际学生
的需求；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和学术表现，增加国际学生
申请名校的几率。任何英语水平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该辅
导项目，包括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大学论文写作指导，
TOEFL，SAT 和 / 或 ACT 考试复习指导。无论是一对一
辅导，还是按班级辅导，经验丰富的老师都将花额外时
间和精力来帮助学生取得学术成功，增加大学录取前景。
CPLC 课程包含在线课程和现场课程，在每个学年之前，
基于国际学生的规模大小，决定授课方式。

现代化设施
高网速教室，物理、化学和生物实验室，自助餐厅，大学咨询办公室，图书馆，健身房，数字艺术媒体室，电视演播室，表演艺
术礼堂的绘画和设计室，足球、长曲棍球、垒球和棒球场。

学校历史
多年以来，许多家庭一直希望在科德角能有高质量的天主教中学教育。2007 年 9 月，由于科德角居民的不懈努力和福尔里弗教区
的支持，这个梦想终于变成现实。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的学生们经历了具有挑战性的课程设置，目的是将他们在大学和其他领域成功的能力最大化。学生们加深了
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在一个相互支持、有爱心的社区里认识了上帝和彼此。因为真正的教育培养的是整个人，学生们经历了各
种各样的课外机会。简而言之，我们要求学生们在所有事情上突出他们的优点。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于 2013 年与邻近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预备学校合并。圣弗朗西斯泽维尔预备学校提供的是五年级到十二
年级的天主教教育。
学校通过具有挑战性的学术项目，基督教服务和领导力课程，以及课外机会来培养学生的成功。
圣约翰保罗二世高中和圣弗朗西斯泽维尔预备学校引导年轻人过有意义的生活，通过信仰和理性追求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