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nity-Pawling School 三一柏林学校
男校, 寄宿, 大学预备, 无宗教
700 Route 22 Pawling, NY 12564
www.trinitypawling.org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07 年
校园面积: 150 英亩
开设年级: 7-12,PG
寄宿年级：9-12 年级,PG
认证: NYSAIS, NAIS, NYSAIS, SSATB
学生数量: 寄宿#233, 走读#72, 全部#305
国际学生比例:20% (来自 15 个国家)
中国学生比例:6%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2
师生比例: 1:5
AP 课程数量: 18 AP
高级教师比例: 65%
SAT 均分: 1850(TOP 50%)
ESL: 提供

TP 为男孩子们提供一个鼓励他们探索和发现自己才能的环境，在这里男孩子们不会
因为女孩而分心，更加专注于校内的学习和活动，利用学校丰富的资源来提高自己。

100% 四年制大学录取率：

 本校毕业生 100%录取到四年制大学
 超过 85%的毕业生获得大学奖学金，并录取
到第一志愿或第二志愿的大学
 本校是 PSAT, SAT, ACT 的考点
 学生不管在哪个年级都可以随时咨询大学
升学顾问
 大学招生官经常访问我校与学生见面

本校亮点
1.靠近纽约市 1 小时车程
2.学术实力强，开设超过 100 门学术课程，
提供 18 门 AP 课程，24 门荣誉课程
3.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音乐项目都非常强
4.体育强，我校有 13 支体育竞技队
5.我校超过 300 个学生非常团结，校友遍布
全世界
6.特色项目：天文学，生态学，气象学，计
算机科学

校园 Campus: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纽约市区以北，大概 1 小
时车程的距离。距离学校最近的 3 个机场是
JFK（1 小时车程） , LaGuardia（1 小时车程）,
Stewart International Airport（30 分钟车程）.

男校是聪明的选择！男子学校更利于完成我们的教育使命，我们希望为学生提供一个
单一的专注于学习的学校，避开女孩子带给青春期男孩的压力和干扰。几年前,这种
教学方法是有争议的，然而今天,教育专家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 混合学校中，男生常
常处于劣势，而男子学校为男孩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赞扬。男孩成
长方式跟女孩不同，需要得到的教育指导方式也不同，男子学校在培养男孩的自信心，
毅力，自律能力都方面都都非常有优势。

THE EFFORT SYSTEM 努力体制——我校的教育核心

设施 Facilities:

学校的教学设施一流！各项设施齐全，包括：
人造草皮操场，橄榄球场，4 个足球场，3 个
曲棍球场，2 个棒球场，一个室内真冰场，室
内田径场，网球场，5 个国际级别的壁球场，
1 个篮球体育馆，摔跤室，举重训练中心，音
乐教室，视觉艺术中心，剧院

国际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56,500
录取要求:
9/10 年级必须提供 TOEFL and SSAT ；11/12
年 级 需 要 提 供 PSAT or SAT (TOEFL 代 码
B074; SSAT 代码 7750)
中国大陆学生必须参加维立克 Vericant 面试。
托福 90+；SSAT 2000+;

申请截至日期：January 15 (名额限制)

在 TP，我们相信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任何伟大的成就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面临挑战，
只有努力坚持，才是获得成功的有效方法。我们用努力来自我衡量，努力是我们最重
要的心态。每 6 周，学生会收到来自老师给出的综合评估报告，这封报告涉及学生在
各个方面的表现，包括学术成绩，宿舍生活，体育，课外活动，校内服务，等等，学
生会被评分为 5 个级别，学生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到自己在校园的表现，包括对老师，
教练，同学以及自己对自己的投入。

课程设置

每个学生都有至少参加一年的艺术项目，包括音乐、戏剧、视觉艺术或艺术历史。
艺术体检在我们才华横溢的艺术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学校也为学生提供了最先进的
艺术设施。老师的教学经验丰富，给与学生专业的知道，引导学生从艺术基础慢慢
学习发展到高级的自由艺术探索。我笑的艺术工作室，暗室，在每天下午，晚上，
和周末都是开放给学生使用的。
TP 戏剧协会每年制作三大校园戏剧作品。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戏剧表演, 因为戏
剧排练时间通常都在晚上，戏剧部门致力于教育学生在戏剧制作方面的各种技能，
包括舞台编剧，喜剧制作，音乐剧制作等等，充满了乐趣。学生也可以在戏剧制作
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包括搭建舞台，操作灯光，宣传戏剧演出等等。

 英语:英语 1 ~ 8;英语文学
 历史:美国历史,亚洲和美国的关系,亚洲历史,
现代世界,美国政府与政治,国际关系,经济学,
模拟联合国,独立研究,公众演讲
 外语:汉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
 宗教哲学:圣经,伦理学,哲学,神学,比较宗教
 科学:生物、化学、环境科学、物理、解剖学
和生理学、天文学、物理地质学、气象学、生
态学、人类学
 艺术:艺术基础、高级艺术、数字媒体、艺术
历史、历史建筑、摄影、绘画、年鉴、戏剧艺
术、音乐、艺术工作室
 音乐:音乐理论,Trinitones,唱诗班,私人课程,爵
士乐队, 音乐和技术
 计算机科学:音乐和技术,编程,Java 编程,游戏
程序设计,文字处理,计算机应用
 数学:代数,微积分,函数,荣誉数学,几何,概率,
统计,三角函数

18 AP 课程:
微积分 AB、微积分 BC、统计学、英语语言、英
语文学、化学、生物学、物理 1、物理 C:力学、
物理 C:电和磁、环境科学、美国历史、经济学、
欧洲历史、计算机科学、中文、法语和文学、西
班牙语、西班牙文学、拉丁语、欧洲历史、音乐
理论

24 荣誉课程:
高级艺术 1, 高级艺 2, 高级微积分预科, 微积分,代数
2, 线性代数, 几何, 离散数学, 美国历史, 美国文学,
生物, 物理, 化学,中文 5, 英语 1~2, 法语 5, 拉丁语 2,
西班牙语 2~5, 现代世界

我们非常重视体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参加体育活动，学生能
学到很多东西都能受益终生，包括纪律，奉献，团队协作，友谊，竞争，胜利等等。
我校有 13 支体育竞技队伍，我们参加新英格兰地区的各项体育赛事，我们与很多知
名的寄宿制学校结成体育竞赛联盟，包括 Avon, Kent, Hotchkiss, Loomis, Choate, Taft,
Kingswood-Oxford and Westminster 这些和我们一样非常棒的寄宿制学校。

竞技体育运动 Athletics and Sports:
棒球、网球、篮球、长曲棍球、足球、高尔夫、橄榄
球、越野、田径、冰上曲棍球、滑雪、壁球、摔跤

社团活动:
爵士乐队,合唱团, 弦乐队, 摇滚乐队, 戏剧俱乐部,
教堂,象棋俱乐部,电脑维修俱乐部,音乐俱乐部,院长助
理,国际俱乐部,爵士俱乐部,Key 俱乐部,模拟联合国,户
外俱乐部,机器人技术,高年级领导力,学生活动,学生教
师参议院,学生视频俱乐部,TP 救援,绿色团队,校报,乒
乓球俱乐部,剧院旅行,滑雪俱乐部,中文俱乐部

对学生的期望：
我们对国际学生的期待和对美国学生的一样，我们需
要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生活中，包括学术，体育，课外
活动等等，能够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一切资源

过去 2 年毕业生走向：

寄宿生比例：76%;
学校大部分学生和老师都住在校内宿舍，寄宿环境非常好，宿舍大都是两人间，有
学习区域，网络，洗衣设施，洗手间，厨房，公共休息室，餐厅等等设备。教职工
和学生们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假期安排：2 周以上的假期，学生一般都回家，如果是 2 周以内的假期，学校通常会
安排活动。

哈佛大学
波士顿学院(2)
波士顿大学(3)
鲍登学院
布兰代斯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威廉和玛丽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埃默里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斯坦福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
纽约大学(2)
塔夫斯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卫斯理大学
东北大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