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俄亥俄州·维勒比市 

就读美国优秀私立中学，实现你的成功梦想 

美国 AOA 私立寄宿中学 

 



 

 

 

 

 

1910 年建校，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美国教育。 

 

卓越的教学体系，百分之百升学率，毕业生进入美国优秀大学。 

 

致力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创造思维、社会责任感、多元文化、国际视野。 

 

丰富的寄宿生活、课外活动、毕业生实习。 

 

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校园 

AOA (Andrews Osborne Academy) 是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Cleveland, Ohio) 附

近的一所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包含小学、初中和高中，招收 1到 12 年级走读学生，以及

7到 12 年级寄宿学生（包括国际学生）。  

AOA 学校始建于 1910 年。在一百多年前的 1899年，出身贫寒的美国商界巨匠 Andrews

夫妇在一场火灾中过世，依照 Andrews 夫人的遗嘱，他们捐出逾 400 万美元的全部财产建

立了 Andrews School，传奇般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2006年后学校又得到当地企业

精英 Jerome T. Osborne 先生巨额捐赠累计高达 1300 万美元，学校从此更名为 Andrews 

Osborne Academy，以纪念他们对 AOA 学校的奉献。一百多年来，AOA 学校培育了一代又一

代的社会精英，在美国的历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众多校友的慷慨捐赠，是对学校提供卓越教

育的最好见证，这里仅举两个例子：2006 年一

位校友的家庭捐赠 30万美元；2015 年一名校友

匿名捐赠了 70 万美元，以感谢学校在她的生命

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AOA 地处美国五大湖之一伊利湖附近的俄



亥俄州维勒比市（Willoughby, Ohio），校

园依查格林河而建，120多万平方米的美丽

宽阔校园距离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克利

夫兰市中心只有 25 分钟的车程，那里有世

界著名的克利夫兰骑士队、克利夫兰医学中

心、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克利夫兰歌剧院、

大学区、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

物馆、大湖科学中心、摇滚乐名人堂、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

等。  

AOA 有着热衷教育且关爱学生的专业教师、先进的

技术设备、小班授课、传统美国文化的学习环境、美丽

宽阔的校园、自然生态系统、大型豪华室内篮球馆、排

球馆、健身房、托马斯天文观测台、足球场、棒球场。

2010年建成了 5个标准网球比赛场，2015 年又投资新

建了室内人工草坪足球场，以及具有现代艺术气息的学生活动中心，并翻新了学生宿舍的

厨房和洗浴间。2016 年学校重新装修了有 658 个座位的学生大礼堂，增添了一流的音响和

灯光设备，舞台采用全内置有线麦克风和 10 个垂钓式麦克风，配有专业的布景制作间和道

具服装室，学生们每年都会在这里编排并演出一部话剧和一部歌剧、举办毕业典礼、国际

艺术节、才艺表演、颁奖典礼和各种学校聚会等。校园内有音乐美术培训中心，学生在课

外可以找到专业级的老师进行一对一辅导（需另外付费）。 

尽心尽职的教师、先进的教学体系和设备、美丽宽阔的校园，为 AOA 的学生提供了一

流的美国教育。 

 

 

 

 



 

 

 

 

卓越的教育体系 

AOA 学校拥有卓越的教育体系、先进的教学设备、小班授课，以及精益求精的课程设置，

为学生提供无与伦比的学习体验。资深、睿智、创新、前瞻的教师团队热爱教育，他们高

度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进步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 

AOA 的教育体系由任课老师、辅导老师、课题指导老师、大学辅导老师四层体系构成，

每个 AOA 的学生除了有任课老师在课堂上传授学科知识以外，还有辅导老师跟学生探讨学

习中的乐趣、挑战和个性化的发展，为学生的总体学习进步排难解忧。同时，各个学习兴

趣小组的指导老师协助学生们解决特定学术难题，达成课题预定目标。而学校的大学指导

老师专职帮助学生制定升学计划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AOA 的教育通过跨学科、主动学习、师生互动、团队项目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优越

学科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比如，机器人竞赛小组的学生全程参与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

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利用学校科学电脑室提供的专业工程设计软件和3D打印机进行制图、

打样、制作、改良，跟当地的加工厂联系，制造出机器人，并参加传统的俄亥俄州高中生

机器人大赛。又如，生物柴油小组的学生，结合在课堂上学到的生物化学知识，搜集相关

的最新生物柴油信息，把从学校食堂回收来的食物油转化成生物柴油，供学校园艺部门的

割草机使用，学生们在学到生物柴油制作技术的同时，也为环保循环经济做出贡献。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学术高度、领导力、演讲能力是 AOA

教学的核心关注，并贯彻于小学、初中以及高中的教学体

系。 

高中阶段的课程安排关注学生的大学申请规划，为学

生未来的高等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有专职大学辅导

老师，为学生提供规划、申请、择校等各项指导。学校注



重培育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实际工作能力，还

为毕业班的学生在当地的美国公司或机构

安排为期两周的实习，在现实社会中检验他

们所学的知识和能力。 

AOA 学校提供丰富的 AP 课程和荣誉课

程。学校还为学习能力强、积极好学、乐于

挑战自己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机会，邀请

当地成就杰出的嘉宾演讲并跟学生们交流，

让他们了解现实社会的机遇和挑战，并组织

学生研讨会、小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超越

日常课程，获得更多的知识并拓展视野。 

AOA 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于当地的美国家庭，国际学生通过与他们的日常往来、学习讨论、

体育训练比赛、共同参加学校各项活动，了解美国的人文风情并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 

学校还每年组织学生跟老师一起去北美主要城市旅行，提供教室以外的学习机会，在

旅行参观中学习，使得学生们可以在现实中应用他们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 

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留学生，学校设有专门辅导学生英语的课程，为有需要的学生

进行英语说、听、读、写技能的系统培训，

综合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和全英文的学习环

境，快速系统地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AOA

的英语培训是跨学科的课程，在教授英语的

同时，会向学生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讲解

美国的风俗和传统，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适

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

会。 

 



 

 

 

 

大学录取 

AOA 有着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毕业生被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录取，其中包括: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华盛顿大学-圣

路易斯（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

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密西根

大 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北 卡 罗 来 纳 州 大 学 教 堂 山 分 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罗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凯瑟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University ）、 宾 州 州 立 大 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 里 海 大 学 （ Lehigh 

University）、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等。 



 

 

 

 

国际招生介绍 

国际学生自 1950年开始就来到 AOA 求学，至今，他们仍然是这个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

分。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这里融入了美国教育和文化，法国、德国、中国、韩国、日

本、匈牙利、伊拉克、墨西哥、俄国、西班牙、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阿塞拜疆、南非等

国家的留学生纷沓而至,美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在 AOA这个世界大家庭里相聚，共

同学习、互相交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体育训练和比赛、学生社团，从而培育了学生们

独特的国际视野、多元文化、领导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创造性思维。我们邀请您跟我们

一起见证这个世界大家庭的发展，以及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的卓越教育环境。 

申请入学时间 

国际学生可以申请秋季入学（九月初）或春季（1月初）入学。 

申请入学所需资料： 

1)完整填写 AOA申请表并签字,或在线填写英文申请表； 

2)护照复印件(有姓名照片页)； 

3)过去三年的学习成绩单或者初

高中成绩单； 

4)面试或者通过 Skype网络视频面

试； 

5)申请作文(一页)； 

6)申请 7、8 年级的学生须提供

TOEFL Junior 成绩，申请 9-12 年

级的学生提供托福成绩; 

7）申请费$100; 



 

 

 

 

学生寄宿生活 

学生在寄宿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多种文化和风俗。寄宿生们往来于世界

各国、美国各州和俄亥俄州的不同城市，这给寄宿的学生们带来了难得的多元文化体验。 

学校的每一栋宿舍都在不同年代建造，给校园留下了历史的记忆，增添了各种不同的

古典风情。宿舍的设计都是家庭式结构，进入一楼大门后是宽敞的客厅、餐厅和家庭聚会

厅，配有沙发、壁炉、钢琴、电视、桌椅，供学生们看书、讨论、休闲、聊天、弹琴或看

电视。专职的宿舍管理员和助理管理员住在一楼，而学生们的卧室都在二楼，一般是两个

学生一间。厕所和淋浴间为学生公用，宿舍有洗衣机和干衣机，供学生们清洗衣物床单。 

居住在宿舍的管理员跟学生们一起在学校就餐、参加校园活动，他们关心学生的生活

起居，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分享寄宿学生

自立成长的成就，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家妈”、“家爸”。 

寄宿学生在周末可以学习、休息，学校会组织丰富的周

末活动供学生参加，学校的老师也会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些活

动。校车在周末会带学生们到附近的商场、电影院、博物馆、

保龄球馆、游乐园，也会带学生参加体育比赛活动、观看克

利夫兰骑士队的篮球比赛、参加各种文化体验和社区服务活动等，给寄宿学生提供贴近美

国文化的课外生活。而克利夫兰丰富的职业球赛、交响乐、歌剧院、游乐场、科学馆、博

物馆、滑雪场、溜冰场等各种设施，也为学生的活动提供了非常多的选择。 

学校所在的维乐比小镇的中心离校园仅有一桥之隔，保持了一百多年前风貌的镇中心

有特色咖啡厅、冰激凌店、风味餐厅、古董店、图书馆、画廊以及城市广场。这个现有两

万多居民、在 1835年以一位对公共医疗卫生做出杰出贡献的医生命名的历史小镇，让 AOA

的国际学生置身于浓郁的美国传统文化氛围。 



 

 

 

学生课外活动 

AOA 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以及公益服务，课堂以外的各项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的

个性、团队精神、领导担当、相互交流等各种能力。AOA 有多种学生社团和活动供学生们按

照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学生们也可以创立新的学生社团，并招募成员。AOA的学生社团有： 

艺术俱乐部 

在课外有兴趣体验制作艺术作品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俱乐部。 

兰钥匙俱乐部 

有兴趣给参观学校的家长介绍 AOA 学校并分享他们的学习生活的学生，可以参加兰钥匙俱

乐部。 

数学俱乐部 

数学俱乐部的宗旨是将喜爱数学的学生聚集到一起，挑战高难度的数学问题，从中提高能

力、发现乐趣。 

机器人小组 

有兴趣设计制作机器人的学生们可以加入

这个小组，全程参与机器人的设计、制图、

打样、制作、调试、修改，并参加俄亥俄州

每年举办的机器人大赛。 

模拟联合国 

参加模拟联合国的学生们在一起准备并参加每年举办的模拟联合国比赛，跟其他高中竞逐

区域冠军，获胜队得以晋级州一级比赛，并有机会进入国家级的比赛。 

写作兴趣小组 

喜欢写作的学生在这里找到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参加区域中学生的即时命题作文比

赛，优胜者得以晋级州一级比赛，并有机会进入国家级的比赛。 



化学俱乐部 

化学俱乐部的宗旨是通过研究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化学现象，来扩大学生的化学物理知识。

成员每个月聚会两次研究不同的化学课题，是美国化学社（ACS）认可的化学俱乐部。 

社区服务社 

所有学生每年都需要在校内或校外做社区服务，社区服务是毕业的要求之一。 

环保俱乐部 

关心环境保护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俱乐部，活动包括学校的垃圾回收工程。 

国际俱乐部 

国际俱乐部是一个文化的团体，负责筹办每年

的国际节演出活动，以展示不同国家的文化。 

文学社 

文学社发行的杂志搜集初中和高中生的各种

有创意的文章，杂志在每个学年末发行。 

虚拟法庭 

学生们准备虚构的辨控双方的案子，练习法庭上各方的辩词，并与其他学校竞赛，获胜方

可以进入州一级比赛，并有机会进入国家级的竞赛。 

国家荣誉社会 

在 AOA 至少就读一年以上的 11、12年级学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学习优异、有领导才

能、有个性和服务社会的学生，可以申请参加国家荣誉社会。 

滑雪俱乐部 

冬天的时候，校车在周末会带滑雪俱乐部的学生去附近的滑雪场练习。 

学生会 

学生会由班代表、学生积极分子和六名委员组成。筹划各种学校、社区和社会活动。 

合唱团 

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AOA合唱团的学生们为学校的重大活动编排演出，如毕业典礼等。 

AOA 学校还跟克利夫兰芭蕾舞学校、艺术协会、Maypine 马术训练场、SPIRE 体育学院

合作，为学生们提供音乐、美术、舞蹈、体育、马术等专业训练的机会。 

 



 

 

 

 

 

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

作用，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心智成长起着正面、积极的

影响。AOA 学校有着一流的室内、室外运动场地和设施，

以及认真负责的教练。 

AOA 的课后体育训练从 6 年级开始，进入初中、高

中后，学生的训练和比赛时间会逐年增加。AOA 学校是

LEC校际联赛的会员，联赛分 Varsity 和 JV 两个竞技水

平，每年会员学校的运动队进行分级比赛，并最终竞逐年度冠军。长期的训练、竞赛培养

了学生的领导能力、责任担当、竞争意识、尊重认可队

友、时间管理能力、奉献和团队精神。 

AOA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有 22 个运动

队，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体育训练和校际比赛。每个

学生每年必须参加至少一项体育活动，学校鼓励学生选

择参加两项运动。 

 

 

秋季运动项目：越野长跑、马术、足球、排球、

女子网球； 

冬季运动项目：篮球、游泳； 

春季运动项目：棒球、长曲棍球、垒球、男子

网球； 



AOA 国际寄宿学生费用 

综合学费：7 到 12 年级国际寄宿学生 2016-2017 学年

综合学费为$46600 美元，另收附加费：7-11 年级是

$1000美元，12年级是$1250 美元。 

 综合学费包括了：学费、食宿费、书本费、技术设

施（电脑室，互联网服务）等费用。 

 综合学费不包括：校服、医疗医药费及医疗保险费、

私人音乐美术老师辅导费、其他学生个人的费用（如

机票、购物）、特别活动（如球赛门票）、非当地旅游活动等。 

注：每个学年的学费可能会有调整。 

克利夫兰国际机场 

离 AOA 学校最近的机场是美国俄亥俄

州的克利夫兰国际机场（机场代码

CLE），学生从中国可以经由美国许多主

要城市（包括芝加哥、纽约、底特律、

纽瓦克、洛杉矶等）转飞克利夫兰。从

克利夫兰国际机场到学校的车程约为

30分钟, 学校会安排车辆接送学生往返克利夫兰国际机场。 

AOA学校现有约 340 名学生，约 70%走读，30%寄

宿，男女学生人数约各占一半，课堂平均学生 12人，开

设 104 门课程，8门荣誉课程，11门 AP课程，学生跟老

师的比例为 6比 1，老师平均教学经验超过 8年，学校有

22只体育运动队，7栋学生宿舍楼，9个先进的电脑和科

学实验室，658 个座位的大剧院，1860 平方米的室内人

工草坪足球场，3.1 英里的越野长跑路径。 

 



 

学校地址：38588 Mentor Avenue 

          Willoughby, Ohio 44094, U.S.A. 

学校网站：www.AndrewsOsborne.org 

 

申请及查询请联系：                  微信二维码 

荀灵青 先生                          

AOA 学校东亚市场及招生顾问 

邮箱：lxun@andrewsosborne.org 

      lingqing@hotmail.com 

电话：001 4402123368 

Mary Jo Elber 

Associate Director of Admissions 

邮箱：melber@andrewsosborne.org 

电话：001 4409423600 #238 

 

注 1：以上 AOA 学校的介绍是根据学校网站信息及历史资料整理，

可能无法反映 AOA 学校最新的变化及更新。 

注 2：我们知道任何文字都无法全面描述学校的状况，我们邀请

家长和学生前来 AOA 参观访问，我们可以安排学生旁听课程、跟

其他学生和老师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