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合校，寄宿，大学预备，天主教
6801 North Wilhelm Road, La Porte, IN 46350
www.lalumiere.org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63 年
校园面积: 190 英亩
开设年级: 9-12,PG
认证: NAIS, ISACS, NCA,TABS
学生数量: 寄宿 # 84, 走读 #146, 全部# 230
国际学生比例: 25% 中国学生比例：5%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1
师生比例: 1:7
AP 课程数量: 13 AP
高级教师比例: 65%
SAT 均分: 1870 (TOP75%) ; 1920(TOP50%)
ACT 均分：27 (TOP75%)
夏令营: 提供
ESL: 提供

La Lumiere 的核心课程提供传统的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外语、
英语文学等，尤其重视学生的创新独立思维能力，以及口头和写作表达能力。学校
由学生家长和以往校友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注重发展学校特色和学术成就，因
材施教。

100% 大学录取率!

 2015 届学生获得累计超过 4.7 百万美金奖
学金！
 学生在任何年级都可以咨询大学辅导员
 本校是 ACT 和 SAT 考点，在本校即可参加
考试，在熟悉的环境下考试很有优势
 SAT 均分高达 1870, 学术非常强
 大学招生代表经常访问本校和学生见面
 大学申请过程在 11 年级开始，学生每周都
要一对一和辅导老师面谈，制定升学计划，
为学生匹配最合适的大学。

本校亮点：
1. 印第安纳州最佳天主教高中排名 #1
2. 印第安纳州最佳私立高中排名 #2
3. 视觉和表演艺术项目非常棒, 视觉艺术多
次获奖,艾美奖得主 Donna Blue Lachman 参
与戏剧教学!
4.体育项目强，有 24 支体育竞技运动队，学
生 100%参加体育活动；篮球队卓越，全国
排名#48，本州排名#1。
5.数学和科学项目优秀，提供 13 门数学和 15
门科学课程，与圣母大学展开合作！距离
圣母大学仅 20 分钟车程。
6.学生随时可以联系大学升学辅导老师，提
前做大学计划，每年都有大学到本校招生
和面试。
7.国际学生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美国本地学
生混合居住在一起，方便文化交流，4 门外
语课程。
8.学校在当地颇有名气，老师非常热情友好，
师生关系融洽。

数学和科学是强项
数学和自然科学是本校的强项，在校内学生有非常多的特色课程选择，比如环境课程、
医药学、物理学、我们的实验室达到国家级别，为学生提供交互式的现代科技。
在校外，我们的学生有非常多机会接触到实践项目，我们的科学奥林匹亚项目多级获
奖，学生通过实践锻炼团队合作精神，并投入到探索当今学最创新的前沿科技。我们
与圣母大学合作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 QuarkNet program,每个夏天我们都挑选优
秀的学生参加真实的物理研究项目中，他们有机会和世界科学领域顶级的科研学者一
起学习。

大学升学辅导

校园：
坐落在印第安那州西北部，离芝加哥约 1 小
时车程，距离美丽的密西根湖 5 英里，校园
中心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湖泊，由自然的泉水
形成。距离著名的圣母大学仅 20 分钟车程。
最 近 的 机 场 是 芝 加 哥 国 际 机 场 Chicago
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 (ORD) 。

国际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53,500
录取要求:
提供任何一门语言考试 TOEFL, SSAT, SLEP,
IELTS (TOEFL code is 8437, SSAT code is 4465.)

更多升学辅导资源：:
•学校有一个大学和奖学金资源博物馆
•PSAT, SAT, and ACT 预备课程
• Naviance 大学升学系统

校园设施：
棒球场、室外篮球场、室内篮球场、健身中心、
排球场、橄榄球场、网球场、Sullivan 学生活动
中心、教学楼、医务室、剧院、会议厅、美术楼、
湖景宿舍、餐厅、松木房、商店、校工楼、实验
室、计算机室、无线网、现代科技教学设施

学术课程:
 英语: 经典文学, 创意写作, 英语文学,写作基
础、侦探小说、女性作家, C.S. Lewis
历
史: 美国历史,欧洲历史, 中世纪历史、世界历
史、政府、国际关系
 宗教/哲学: 圣经, 道德学，哲学，世界宗教，
天主教 外语:中文, 法语, 西班牙语, 拉丁语
 科学: 解剖学, 生物, 化学, 环境科学, 健康
学, 海洋学, 物理学
数学：代数、几何、
函数、荣誉数学、荣誉几何、统计学、概率论、
三角
 社会学: 经济学、心理学、地理
 每年都有多个学生被顶尖的艺术大学录取，包括罗德岛设计学院、萨凡纳艺术学  计算机: 编程
院、帕森斯设计学院、马里兰艺术学院
 表演/视觉艺术: 3-D 设计、美术、美术史、戏
 学生的艺术作品经常在当地艺术展上展出并获奖
剧、摄影、工作室艺术、桌面出版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选修至少一个学分的艺术课程
 音乐: 乐队、合唱、音乐理论
 提供个性化学习和艺术作品辅导课程
 特殊项目: 社区服务、独立学习、领导力、国
外学习、企业家、公共演讲

视觉艺术

13 AP 课程:
微积分 AB&BC, 英语文学, 环境科学, 比较政府
和政治, 美国政府和政治,物理 B&C, 心理学、统
计学、美国历史、经济学、计算机科学

表演艺术:

竞技体育 Athletics:

•每年两次戏剧演出
•所有学生都可以选修戏剧课程
•提供爵士乐队和合唱团项目
•提供个性化独立乐器课程

棒球
网球
女生排球
篮球

体育竞技和运动

船队 Crew
英式足球
高尔夫
越野跑

田径
男生橄榄球
女生啦啦队
男生长曲棍球

运动 Sports
健身操, 保龄球, 独木舟, 舞蹈, 马术, 陆上曲
棍球, 徒步, 皮划艇, 户外教育, 极限飞盘, 乒
乓球, 举重

课外活动和社团:





24 支体育竞技队，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至少一项体育运动
重视学生身体素质锻炼，要求学生健身，参加学生各种活动
2016 年学校篮球队全国排名#48,在印第安纳州排名#1,经常被邀请参加迪克体
育全国高中比赛.

学生宿舍

寄宿生比例：42%
宿舍楼: 6 栋湖景宿舍,每栋宿舍约 16 个学生，双人间， 各国学生混合在一起居住，
每栋宿舍都有 dorm parents
宿舍设施: 洗衣房、休息大厅、无线网

社区服务、多元化俱乐部、宿舍管理、戏剧俱乐
部、环境俱乐部、外语俱乐部、国际学生俱乐部、
犹太学生俱乐部、数学俱乐部、国际荣誉协会、
同侪辅导、摄影、大学预备、科学碗、学生政府、
学生出版社、年鉴、学术沙龙

过去五年毕业生走向：
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密西根大学

芝加哥大学

埃默里大学

西北大学

普渡大学

圣母大学

斯坦福大学

纽约大学

罗德岛艺术设计学院

印第安纳大学

帕森斯艺术设计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