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高中寄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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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高中



有关 康维尔·伊根
建校年份

宗教学校类型年级设置

学⽣总数平均课堂⼈数 师⽣⽐例

是否有制服

1957

天主教混合制

58320 1:18

9-12 有

距离华盛顿特区

270公⾥

距离纽约110公⾥

距离费城30公⾥

距离普林斯顿⼤学

30分钟⻋程 

距离宾⼣法尼亚⼤学

40分钟⻋程



学⽣领导⼒中⼼可以帮助学⽣：

• 从⼗年级开始进⾏职业和⼤学⽅向的探索；

• 通过在校⽣⾼管项⽬与客座嘉宾进⾏互动；

• 找到职业兴趣相关的实习机会和⼯作机会；

• 参与公共演讲、简历撰写以及个⼈推⼴⽅⾯的学习⼩组；

• 参与⼤学和学院的访问和旅游；

• 开发课后以及暑假发展的项⽬；

• 通过设计和开启社区服务活动发展铸造学⽣的个性；

• 发现学⽣们的能⼒、热情以及采取⾏动的通道；

学校的学⽣领导⼒中⼼配备有全新的电脑实验室和学⽣休息区，是 学⽣们会⾯、组织
活动以及锻炼领导能⼒的活动区域。

学⽣领导⼒中⼼利⽤学校丰富的校友关系⽹络，帮助学⽣对未来的职业和⼤学作出选

择，帮助学⽣发现⾃⼰潜在的领导能⼒。

学⽣领导⼒中⼼为学⽣提供独⼀⽆⼆的挑战⾃⼰以及激励⾃⼰的机会和场所。通过学

⽣领导⼒中⼼，CEC的学⽣有更多的机会来计划⾃⼰未来的道路和⽬标，积极的对社
区产⽣影响。

CENTER FOR 
STUDENT 
LEADERSHIP
学⽣领导⼒中⼼



CEC 提供严格的课程，提供独特的 9 
期课程研讨会、SAT 准备和实习机会
CEC 为国际学生提供 ESL 课程和免
费辅导计划，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
其他学生需要帮助的特定科目。
CEC 通过内置于课程中的 SATprep 
课程、SATtutoring、双录取课程（每
所大学都接受的 24 个大学学分）、
30 多个 AP 课程以及通过我们的学生
领导力中心提供的许多宝贵的领导机
会，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学术充实学生
不仅要进入一流的学院和大学，而且
要成为那里的领导者。

学术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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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段可以影响他们未来的可转换的经历
• 建⽴学⽣在⼯作中的⾃信和主⼈翁意识；
• 学⽣发展⾃⼰的项⽬，学习和成⻓；

EAST传递真实世界经验



Steem项目
•这个熟悉的缩写代表科学、技术、工
程、EAST 和数学。

-Science科学
-Technology技术
-EAST
-Engineering工程
-Math数学

o CEC 的 STEEM 计划旨在为学生提供体验探
究式学习的机会，包括工程课程的结构化指
导，以及机器人技术、EAST（CEC 独特且
完善的科学技术加速教育计划）和集成技术
在课堂和课外环境中的接触。

o 这种接触的好处是让学生能够参与具有挑战
性的场景，质疑和调查他们先前的想法，解
释他们的发现，将其应用于新情况，并评估
他们的知识和学习过程。

o STEEM 项目与 CEC 屡获殊荣的 EAST 项目
重叠，STEEM 教育工作者的目的是为 CEC 
教师提供一个支持小组来调整或整合课程，
帮助学生在可能的每个学术领域培养跳出框
框思考的能力。

o CEC 的 STEEM 项目的目标是让学生有机会
不仅看到工程领域的样子，而且看到解决问
题的技能、面向解决方案的学习以及与他人
合作的重要性。



体育与学⽣活动

我们的教练和员⼯努⼒通过让学⽣保持⽂化课成绩的同时举办体育赛事，促进学⽣的学术

成功。通过培养学⽣的领导技能和提⾼学⽣的⾃信⼼，我们帮助学⽣塑造⼀种冠军性格。

垒球

⽥径(男⼦/⼥⼦) 
排球 (⼥⼦)
摔跤

场地曲棍球

橄榄球

⾼尔夫球

⻓曲棍球 (男⼦/ ⼥⼦) 
⾜球 (男⼦/⼥⼦)
棒球

篮球 (男⼦/⼥⼦) 
保龄球 (男⼦/⼥⼦) 
拉拉队

越野赛跑 (男⼦/⼥⼦)



艺术社
棋社
社区服务队
管乐合唱团
室内合唱团
创意写作社团
戏剧社
父女舞蹈社
取证 -辩论
校友会
礼拜团队
数学马拉松
模拟审判
模拟联合国
母子舞蹈社
多文化社团

健康烹饪
平静心灵俱乐部
敬畏生命俱乐部
机器人俱乐部
科学俱乐部
灵修之夜

学生会

知识问答/问答游戏俱乐部
年鉴

学生团体与学生活动



学校的表演艺术项⽬可以让学⽣通过塑造各种不同的⻆⾊ ，或者演奏不同⽂化下的⾳乐 来

创造性的表达⾃⼰ 。学⽣有机会精炼⾃⼰在乐器演奏、声乐表演和戏剧表演⽅⾯的技能 。

• 荣誉合唱⾳乐-⾳乐会合唱团

• 荣誉合唱⾳乐II-室内合唱团

• 荣誉乐器⾳乐-⾳乐会乐队

提供课程 

CEC的艺术学⽣可以获得综合性的艺术教育，建⽴必备的基础性技能，并通过四年的学
习加强巩固这些技能，学⽣有机会创造⾃⼰的艺术作品，并在校内和当地展出⾃⼰的作

品，⽽且学⽣可以通过在CEC学习的⼏年中创造⾃⼰的个⼈作品集。

• 荣誉艺术⼯作室I:艺术基础
• 荣誉艺术⼯作室II: 艺术设计
• 荣誉艺术⼯作室III: 艺术作品集
• 荣誉艺术⼯作室IV: 艺术集合
• AP 艺术⼯作室

视觉艺术

提供课程

表演艺术

学校与丹纳赫林奇家庭基金会 (DLFF) 的合作伙伴关系全年为学生提供特殊的服务学习机
会。

课外活动机会
• 赞美敬拜合奏
• 教堂唱诗班
• 所有天主教乐队、合唱团和管弦乐队
• 剧院



与当地学者同行同化(P.A.L.S)

-国际学生每年与当地丹纳赫-林奇家庭基金会 (DLFF) 学者配对，在读学生
在学校社区内培养领导技能。

-活动包括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传统庆祝活动，包括感恩节大餐、圣诞节庆
祝活动和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学校设施升级

教室装修、化学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新表演艺术中心、带草坪的综合运动
场、庭院翻新为水生研究生物群落



毕业生大学录取

• Purdue University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Miami University, Oxford
• Ohio State University
• 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
•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
•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 St. John's University - Queens Campus
• Temple University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University of Delaware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University of Miami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University of New Haven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t Bradford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 University of Sciences
• University of the Sciences in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Ursinus College
• Villanova University
• Virginia Tech
• West Chester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Westmoreland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 Widener University
• Wilkes University



CEC不仅为学⽣提供在社区作为⼀个个体成⻓的机会，也为学⽣提供许多将信仰付诸
于⾏动的机会。CEC致⼒于在服务于社区的基础上培养发展未来的领导者。

学校与达纳赫林奇家庭基⾦（DLFF）的合作让学⽣全年享有⾮凡的服务式学习的机
会。

基于天主教价值观的教育模式

服务式学习





房间:

每两个学⽣共享⼀个双⼈间；
房间内设置有私⼈洗⼿间，相邻的房间共⽤浴室 ；

房间内有床、桌⼦、凳⼦、梳妆台和⾐柜；

⼈员配置:
⼤楼有⼀周24⼩时的⼯作⼈员值班；
⼤楼内外配备有安全摄像头；
⼯作⼈员会监督管理学⽣的⽇常⽣活并会通过⽉报告的形式向学⽣家⻓和海外中介
报 告学⽣的学习进展；

有关
圣安东尼宿舍大楼

*⼤!申"#⺫$⾳乐%$骑⻢%$⾼尔夫%以及&内'()*要+外付,-



*
*
*

⽇程安排范例表



强化英语语⾔项⽬意在帮助国际学⽣：

-发展和强化英语语⾔技能 

-逐步提⾼听、说、读、写的能⼒

-理解美国学校对学⽣的学术期待

-成功过渡到美国的课堂

强化英语语⾔项⽬  

课程家教以及作业辅导 

我们为学⽣提供

标准化考试备考

学⽣可以获得以下考试的备考培训课程: 

* 标准化考试备考培训需要额外收费 

作业 论⽂计划 备考 学校课堂上遇到
的问题

TOEFL  &  SAT



客座演讲者

每个月，我们都会邀请演讲嘉宾分享他们的职业生涯：

• 帮助学生更多地了解各种工作

• 让学生更容易找到自己未来的职业

家庭作业和写作帮助 / SAT 词汇测验

帮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和作业：

• 培养英语技能和时间管理

• 了解如何确定作业的优先级

• 每周SAT词汇测验，提高词汇量

对话伙伴

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语言技能的会话伙伴：

• 学习如何流利地用英语交谈

• 更熟悉母语人士



⽆论学⽣在学校表现是优异还是落后，学术辅导项⽬作为⼀个个性化的学⽣⽀持系

统，⽬的是为了最⼤化扩展学⽣们的学术机会。

每个学⽣都会分到⼀个学术导师，学⽣会定期⻅学术导师，跟导师⼀起沟通⾃⼰的学

术进展和学校的经历。在这⼀对⼀的对话中，学⽣和导师可以⼀起学习⼯作，处理正

在进⾏的项⽬，并为实现⽬标制定路线图。

确认个⼈的动⼒和学术兴趣

美国⼤学申请

评估课程进展

设定⽬标

规划选课

顺利过渡到美国的学习环境

撰写简历

学⽣导师可以帮助学⽣…

* ⼤学申请咨询仅为报名该项⽬的学⽣提供/报名需要加

收额外的费⽤。

学术与⼤学



我们会专注于想申请美国⼤学的寄宿⽣的特别需求。我们希望能帮助学⽣确定他们最“适
合”的⼤学，帮他们找到这些学校的特殊申请要求，也会帮助学⽣在申请时展⽰出⾃⼰最独
特的背景以及出众的资本。

⼤学的信息介绍会以及⼤学参观会让学⽣对某个⼤学有更清晰理解，这样学⽣会知道⾃⼰

是否愿意去这个学校。这个时候花很少的时间就能节约⼤学申请过程中很多时间、⾦钱以

及⿇烦。

⼤学参观 

圣安东尼宿舍楼每年会为寄宿的学⽣提供10-12所⼤学参观的机会。

哈佛⼤学 Harvard University

乔治敦⼤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纽约⼤学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默西学院 Mercy College

乔治华盛顿⼤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约翰斯霍普⾦斯⼤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宾⼣法尼亚⼤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兰⼤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宾州州⽴⼤学 Penn State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学 Princeton University

德克塞尔⼤学 Drexel University

⿇省理⼯学院 

MIT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帮助学生进入医学领域



校园附近设施

开⻋去美国最⼤的亚洲连锁超

市H-Mart只要五分钟

寝室楼位于学校⼤楼的隔壁

著名的⻘年社区活动中⼼

YMCA就在步⾏范围内

H Mart
超市

AnB 教育

Wawa便利店

YMCA社区活动中

⼼

AnB教育办公室位于宿舍

楼⼀楼

24⼩时便利店Wawa就在校

园⼀个街区以外的地⽅

YMCA



单人间

学生休息区 学生休息区

自习室 学生厨房

宿舍大楼照片

学生餐厅



学⽣活动室

宿舍⼤楼照⽚

宿舍楼外⾯

AnB总部 AnB办公室 

从宿舍楼看学校教学楼 

学⽣活动室



CEC宿舍学生费用

2023秋季-2024春季
• 宿舍申请费$200
• 学费和住宿费$55,600
• 安全押金$2,000

半年（一个学期）
• 宿舍申请费$200
• 学费和住宿费$29,800
• 安全押金$2,000

•AnB Education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英语
考试成绩和Zoom面试提供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