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合校，寄宿，大学预备，天主教
1115 West Broadway St, Winona, MN 55987

www.cotterschools.org

Let them respect the truth!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11 年
校园面积: 45 英亩
开设年级: 7-12,PG
认证: AdvancEd
学生数量: 寄宿 # 82, 走读 #260, 全部# 342
国际学生比例: 24% 中国学生比例：10%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7
师生比例: 1:13
AP 课程数量: 15 AP
高级教师比例: 75%
SAT 均分: 1874 (TOP50%)
ACT 均分：26 (TOP50%)
夏令营: 提供
ESL: 提供

科特学校是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社区，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个性成长，学术成就。
学校对每一位学生都寄予厚望，在充满挑战性的学习环境中，激发学生对未来的憧
憬，老师随时注意学生的进展，提供学习的方法，甚至给予个别需求的协助，使学
生能够实现和达成目标。

98% 大学录取率!

 大学升学率本州排名在前 1%
 SAT 和 ACT 考试成绩全国排名前 25%
 毕业生去往世界著名的大学,比如牛津大
学, 芝加哥大学, 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每个毕业生都获得连续四年大学奖学金！
 大学招生官经定期到访本校招生
 2015 年本校有 12 名 AP 学者

本校亮点：
 “最有价值”的学校低成本和高质量的教育,
明智的选择!
 课外活动丰富,22 个运动队和各种俱乐部。
 乐队、合唱团、音乐乐团,荣誉乐队经获得
“Best in Class“荣誉
 帮助国际学生准备托福考试,本校就是考点
 特殊项目:计算机程序、天文学、电子和机
器人技术,计算机设计
 音乐，舞蹈,表演课程很好，有自己的剧院
 传统寄宿制学校，百年历史传承，宿舍环
境很好，有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确保学
生的安全和生活便利，学生也可以在当地
选择几个寄宿家庭，周末或者度假时候去
玩，当地很欢迎国际学生，非常友善。
 与大学合作开设大学学分课程

校园：
坐落在密西西比河明尼苏达州东南部海岸，
风景优美的薇诺娜市,当地人口约 3 万，白人
比例 93%，是一个安静安全的宜居城市。薇
诺娜是当地有名的好学区，这里坐落了 3 所
大学：Winona State University、Saint Mar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Minnesota State
College-Southeast Technical；当地居民受教育
程度较高，学习和生活费氛围都非常好。最
近 的 机 场 是 LSE (Lacrosse) and RST
(Rodchester)机场。威诺娜 Winona 距离明尼
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大概 1 小时
车程。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吸引人和有趣的
度假地。

国际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32,500
录取要求:
提供任何一门语言考试 TOEFL, SSAT, SLEP,
IELTS, ITEP

22 支体育运动队：棒球、篮球、越野、足球、游泳和潜水,网球,排球,北欧滑雪比赛,
曲棍球、垒球、田径,足球、摔跤、体操

校园设施：
棒球场,篮球场,健身中心,排球场,足球场,足球场,
垒球场、网球场、室内网球场、实验室、音乐教
室、艺术室、剧院、实验室、计算机实验室、科
学实验室

学术课程:
 英语：英语语言 1~4、英语文学、英语写作、



大学学分项目：除了 AP 课程以外，学校提供 Programs for Advanced College Credit



(PACC)项目，与明尼苏达大学圣玛丽分校 Saint Mary’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和




维诺纳州立大学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合作，在 cotter 校内开设大学学分课程。






传媒和出版学、传播学、ESL 初级到高级
数学：代数 1~2、综合数学、几何、三角函数、
微积分预科、微积分、统计学
社会学：世界地理、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美
国政府与政治、经济学、世界文明、社会学、
心理学
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健康学、地质学、
天文学、人类生物学、生理学
宗教：圣经、神学、社区服务、宗教、谁是耶
稣、耶稣的使命、世界宗教、基督使命
外语：西班牙语、德语
视觉艺术：素描、油画、版画、陶艺、计算机
艺术设计、2D、3D 设计、电影和视频、摄影
表演艺术：乐队、爵士、声乐、合唱、音乐剧
体育：健身、运动
科技：计算机科学、电子与机器人学、Java
编程、编程 C++、网页设计、动画设计、
其他：沟通与交流

15 AP 课程:
微积分 AB, 微积分 BC, 统计学, 化学, 物理, 英
语语言和写作, 英语文学和写作, 环境科学, 微
观经济学, 美国历史, 心理学, 艺术

8 荣誉课程：
离散数学、线性代数、向量和多变量微积分,几
何学,人类生物学,Java 编程, C++编程,西班牙语

竞技体育 Athletics:
视觉和表演艺术：艺术入门, 计算机艺术, 高级绘画, 2D&3D 设计, 油画, 平面设
计, 动画设计, 电影和视频, 摄影, 爵士乐队, 声乐, 音乐, 合唱团 , 乐队, 军乐队

棒球、篮球、越野、足球、游泳和潜水,网球,排
球,北欧滑雪比赛,曲棍球、垒球、田径、足球、
摔跤、体操

课外活动和社团:
独木舟和皮划艇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住宿生
委员会,跨文化部门计划,戏剧/音乐作品,校内运
动,乐队,数学,国家荣誉协会,同侪帮手,摄影俱乐
部,演讲,军乐队,学生会,学生推广意识,年鉴

过去五年毕业生走向：

学生宿舍
寄宿生比例：42%
寄宿项目提供了一个独特和丰富的学习社区,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如中国、韩国、日
本、越南、摩尔多瓦、和墨西哥交流各国文化。周末学校还会组织学生骑单车出游，
参观周边著名景点，享受游玩乐趣的同时，建立友谊相互了解。所有新生都是 2 人
间, 室友来自不同国家, 高年级的学生可以选择单人间，方便学习。宿舍楼里面有休
息室，洗衣房，无线网都配备。学校的寄宿中心在 Loretto Hall，距离学校的主教学
楼大概走路 3 分钟，寄宿中心有 8 个教职工分布住在每个楼层，确保学生的的居住
环境安全有序，居住中心的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公共的休息大厅和厨房，还有专门的
学习区域，音乐练习室，游戏房，确保学生有一个良好的，舒适的寄宿生活。

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西北大学

芝加哥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

加州大学洛杉矶

斯坦福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埃默里大学

乔治城大学

密西根大学

诺特丹大学

南加大

弗吉尼亚大学

华盛顿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普度大学

宾州州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