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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领导者，激励学者，侍奉神。
提供一个全面的，以天主教价值观为基础的教育，

帮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康维尔-伊根天主教高中
学校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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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维尔▪伊根
一所9-12年级男女合校的天主教高中

天主教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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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年份: 1957 

宗教: 天主教

学生性别: 男女混校

年级: 9-12年级

学生人数: 432

国际生人数: 11

是否有制服: 有

学校信息

课堂规模: 22

师生比例: 1:20



校长托马斯J ▪林奇
Thomas J. Lynch

托马斯▪林奇是TE链接公司董事会主席以及康维尔-伊根天主教高中
的校长。TE链接公司是个总资产150亿美元的全球性技术和制造业领
军者。林奇先生从2006年至2017年3月一直担任公司的CEO。

在TE链接就职期间，林奇先生还曾担任中美商业委员会会员
（USCBC)。这是一个与中国进行商业合作的领导性组织，同时他也
被布什和奥巴马总统指定为总统国家电信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
(NSTAC）之一。

在担任TE链接CEO之前，林奇先生就在泰科国际、摩托罗拉以及通
用仪器公司担任执行职位。

林奇先生同时还就任塞默飞世尔科技公司、康明斯公司、自动数据处理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也是费城
富兰克林博物馆以及新泽西瑞德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他也是康维尔-伊根天主教高中的有限司法委员会
主席。

林奇先生1972年毕业于大主教伊根高中，本科毕业于新泽西瑞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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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林奇 72届: 财富500强CEO

苏珊▪迪利西欧 81届 : 达拉尔林奇家族基金会，执行董事
丹尼尔▪阿布拉莫维奇 75届 : 皇冠控股，首席技术官
史蒂芬▪莱特达 87届 : 维拉诺瓦大学，统计学教授

迈克尔·哈根80届毕业生

纽崔因系统的创始人

校董事会知名成员

马克施▪威克 70届毕业生 麦克▪菲茨帕特里克81届毕业生
前宾州州长 美国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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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Wistar Road, Fairless Hills, Pennsylvania 19030 USA

地理位置

距离宾夕法尼亚大学 40分钟

距离普林斯顿大学30分钟

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纽约，大苹果城费城的独立宫

距离费城30英里

距离纽约70英里

距离华盛顿特区
17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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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表现

前10% - 1,302

前 25% - 1,188

大学录取率: 100%
SAT 成
绩

学生获总大学奖学金(2019届毕业生):

8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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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毕业生大学录取情况
最近CEC毕业生被很多优秀的大学录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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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表演艺术中心
▪ 拓展延伸的视觉艺术项目
▪ 拓展延伸的音乐项目
▪ 40% 学生参与率

1 拓展的艺术课程

▪ 社区合作
▪ 服务活动修炼会
▪ 持续进行志愿服务的机会2
服务文化

▪ 工作经验
▪ 职业评估
▪ 实习机会
▪ 高中毕业后的计划

3

学生领导力中心

教育策略

▪ 费城天主教联盟
▪ 60 个体育队和俱乐部
▪ 90% 学生参与率

体育和活动

4

▪ 数学和英语强化项目
▪ 学习策略
▪ SAT 考试准备
▪ 家教项目
▪ 夏季Bridge项目
▪ EAST (实践学习项目)
▪ 开设更广泛的大学课程

核心的学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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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学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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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扩展的双学分项目:  最多可以获
得24个大学学分 + 7个AP课程

• 9年级和10年级的课程体系包含SAT考
试备考课程

• 学校课程外免费的家教和SAT准备课
程

• 大学申请&职业咨询师

• 四年制大学的录取率有10%的提升

• 主要的教学设施改造：

-国际生楼

-表演艺术中心

-体育场

• 和富兰克林博物馆有合作

• 学生领导中心建立

“在康维尔▪伊根天主教高中的每天都能体验不同的职业。”

CEC 学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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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设计和技术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

• 人际间交流与合作

• 提供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先进技术
以及实际经验

• 构想对未来有良好影响的创新的想法

• 激励自信以及对工作结果的所有权

• 学生通过发展自己的项目学习并成长

EAST 传递真实世界经验



学生领导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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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最新帮助学生发现和开发自己领导力
的场所

▪ 有全新的电脑房和学生休息间
▪ 提供独一无二的项目

▪ 专门的实习机会
▪ 从管理导师那里取得经验
▪ 更多参与校园生活的机会
▪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 高中毕业后的计划
▪ 让自己的简历与众不同

学生领导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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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领导中心有哪些项目?

青年工作力发展项目 宾夕法尼亚自由企业制度研讨会

国会议员Brian Fitzpatrick来访以及讲座 特拉维斯·马尼恩基金会服务项目



扩展的艺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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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上的教育给学生机会成为一个更
全面的人

• 大约40%的学生参与艺术项目

• 新建的表演艺术中心(2019年11月开启)

• 两个戏剧作品在当地和州内的艺术秀
上获奖

• 表演遍布费城大都市区

艺术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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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CEC的表演艺术项目，学生可以通过塑
造不同的人物形象以及表演来自不同文化的
音乐有创造力地表达自己。

学生有机会探索和精进他们在乐器、声乐
以及剧场表演方面的才能。

表演艺术中心



服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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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校和社区服务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
将信仰付诸行动的机会。

学生们为了在校内外建立一个更好的社区学
习如何有效地合作。

服务文化



体育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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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80%的CEC学生参加校际体育
和课外活动。

学校共有22个代表校队，包括后备
队和新生团队。

越野

美式足球

篮球
网球
曲棍球

棒球

排球

长曲棍球
冰球

高尔夫球

田径
摔跤
保龄球

体育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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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学生的高中生活更有意思，CEC提
供了一系列的课外活动，同时培养并促进
了学生的领导力和友谊。

艺术俱乐部
学生导师
合唱

音乐会乐队
戏剧俱乐部
校内体育活动
数学俱乐部

“迷你马拉松”慈善组织
报刊

办公室助手

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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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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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学生宿舍圣▪安东尼宿舍大楼由AnB教育独家运营和管理

学生宿舍



AnB 教育

Summa全球教育旗下的AnB教育有着23年与国际生以
及国际生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的经验，AnB会帮助
你超越自我和平庸，并在你的留学之旅上一直陪伴在
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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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学生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以帮助他
们建立自己的目标，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
我们创造的环境能让学生迎接挑战并在探险
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自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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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韩国，支持
了很多美国的学术
项目

扩展到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及英国

在美国建立了新的总部

获批CSIET资格，与加州、弗
吉尼亚、麻州、新泽西、纽
约等地的多所学校建立了合
作关系

创建了中国和越南办公
室

获批有资格资助来美国
的交流与访问学者(J1)

2019

开设德克萨斯（达拉斯）办
公室

AnB 教育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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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学生宿舍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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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圣▪安东尼宿舍大楼：

• 房间: 
• 两个学生共享一间二人房间；
• 加收费用可以享受单人间宿舍；
• 每个房间都会和其他房间共享一个单独的
浴室和厕所；

• 每个房间都有床、衣柜、桌子、椅子以及
储物柜。

• 管理员: 
• 宿舍一周7天24小时都有人管理；
• 管理员会管理学生的活动，提交定期的学
生报告，更新学生监管下的活动信息，并
把这些信息发送给中介以及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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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为学生提供不一样的活动。比如去当
地的历史景点，当地的博物馆以及参观大学。

• 每周一小时的大学申请咨询
• 每周两小时的TOEFL/SAT 辅导( 每个月三次) 

• 开学期间：早餐&晚餐 (宿舍)；中餐* (学校)
• 周末及休息日:  早午餐&晚餐 (宿舍)

餐饮

活动

• 辅导家庭作业
• 放学后两个小时的课业辅导

学术支持服务

音乐辅导课*

大学申请咨询项目*

• 提供钢琴、小提琴、长笛、声乐课程

标星号*的项目需要额外付费

马术课&高尔夫*
• 学生可以上马术课和高尔夫课（一周一次）
• 个人辅导：60美元 大课：40美元

*价格可能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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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范例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6:30-7:30 起床 –早餐

7:30-2:15 上课 早午餐（早上11点半）

2:15-2:30 放学

-活动
- 社区服务
-个人辅导

自由时间
2:30-4:30 学术辅导&课外活动

4:30-5:30 下午休息

5:30-6:30 晚餐

6:30-8:00 功课辅导/ESL
TOEFL & 
SAT 辅导
（只限于注册
的学生）

晚餐

个人时间

8:00-10:30 自由时间（功课，俱乐部活动，锻炼，学习，等）

10:30 就寝时间

• 日程安排例表可根据学校安排改变。
• 托福和SAT辅导需要额外缴费。
• SAT/托福辅导：一个月三次，一节课两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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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支持服务会提供
课程家教& 作业辅导

强化英语项目

标准化考试辅导

作业 作文辅导 考试准备 对于学校课堂的问题

强化英语项目是为了给国际学生:

• 发展和增强英语语言能力
• 逐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
• 成功过渡到美国的课堂

学生可以接受以下考试辅导课程：

&
* 标准化考试辅导需要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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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学生在学校表现是优异还是落后，学校的学术咨询项目会给学生一个个性化的支持系统，会给学生提供
最大化的学术机会。

每个学生都会被指派一个学术咨询老师，学生会和这个老师定期见面，老师定期评估学生的学术表现以及在
学校的体验。在这样一对一的面谈中，学生和咨询老师可以一起讨论正在进行的项目，解决遇到的困难，以
及为学生达到目标规划出接下来的方向。

学术&大学
入学咨询

咨询老师可以帮助学生…
- 确定个人的动机以及学术兴趣
- 美国大学的招生
- 评价学术进度
- 设立目标
- 规划选课
- 支持学生过渡到美国的学习环境中
- 制作个人简历

*大学咨询只提供给注册的学生/需要支付额外费用



协助学生进入医学领域

1）助理医师：在医生的监督下为病人诊断、治疗疾病和开药。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工作机会，比如紧急护
理助理医师或者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助理医师。
2）护士：监测并记录病人的症状。医疗中心对护士的需求持续增长，这将给护士专业学生提供更高的就
业率。
3）牙医：帮助患者改善口腔卫生。学生们可以通过学习牙医预科本科课程，为之后进入牙科学校做准备。
牙科服务的需求继续增长，这意味着牙科学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4）药剂师：为客户和患者准备、分发和控制药物。学生将接触到早期的药物研究，这将使他们为将来的
工作机会做好准备。
5）脊骨神经科医生：检查病人的身体状况和病史，以治疗脊椎和关节疼痛。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越来越对
改善整体身体健康感兴趣，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脊骨神经科医生就业。
6）临床实验室科学家：为确定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提供数据和医学方面的信息。这个领域的学习可以是
一个很好的跳板和基石，因为它也是通往其他医学领域的大门。

医学院的完成时间过长，费用过高，会让国际学生望而却步，不在大学期间学医。幸运的是，住在
CEC宿舍的学生将获得进入医学领域和其他学术专业的信息和支持，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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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十年级
• 适应美国的学校生活和学术
要求

• 制作个人简历
• 探索目标大学以及专业

年度目标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 制作个人简历
• 大学录取分析以及设计策略

• 个人陈述：作文
• 完成并提交大学申请并准备
面试

所有年级学生: 一对一的每月会议以及季度的小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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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务
学生可以得到以下的交通服务：
• 远程旅游
• 活动
• 机场接机/送机服务

全尺寸的货车 小型货车

A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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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dormitory

宿舍就在学校大楼旁边，距离YMCA社区活动和健身中心步行可达，
距离H超市（最大的亚裔美国杂货连锁店）仅有5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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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ir Own 
Words

点击上面的图片可以链接到视频

中文视频

https://youtu.be/_IzWrJ_UJ1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wNjEzMDYxMg==.html?spm=a2hzp.8244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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