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使命 
奥克兰基督学校鼓励学生参与严格的宗教教育，鼓励学生之间建立以基督为中心

的关系，并帮助学生在同一个世界中实现他们独特的、上帝赐予的目标。 

学校与社区 
奥克兰基督学校的国际学生受益于学校强大的学术，宝贵的英语和多元的文化支持。学校

拥有诸多大学先修课程以及经验丰富，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学校致力于挑战和激励每个

学生不断追求学业上的成就，鼓励提高学生社会影响力，注重学生精神发展和身体素养的

培养。奥克兰基督学校位于美丽的密歇根州，奥本山市，毗邻著名的五大湖畔。 

学术支持项目 
奥克兰基督学校的学术课程旨在激励和挑战所有学生，其目标是为学生设立最高的学习期

望。在高中生涯中，学生可以获得广泛的学习经历，包括诸多大学先修课程。学术严谨的

教育旨在帮助学生为大学、未来职业生涯和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做好充分准备。 

学术计划亮点： 

•学生在四年高中时必修英语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和社会学课程 

•学校提供 17 门大学预修课程 

•项目式的学习贯穿整个课程体系，大多数课程都要求学生参与长期项目式学习 

•学生可以使用在线课程，并且与常规课程拥有相同的高学术标准。所有学生必须在毕业

前完成至少一门在线课程 

•国际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考试备考课程作为他们每日安排的一部分，以便为托福和大学

入学考试做好准备。 

课外活动 
 

大学先修课程 
AP课程：微积分 AB，物理 I，物理 II，英语语言和写作，英国文学与写作（美式），英国

文学与写作（英式），世界历史，美国历史，宏观经济学，生物学，美国政府与政治，AP

研讨会，AP 研究，计算机科学原理，计算机科学 A，统计学，工作室艺术 

被认可的 AP在线课程：艺术史，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化学，环境科学，欧洲历史

，人文地理，微观经济学 

 
AP测试 2012  -  2018年 

   AP 考试完成：284 人 

   AP 考试成绩 3+：239 人 

   AP 考试成绩分数 4+：1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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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一览  
 
建校时间：1968 年 

 
校园面积：40 英亩 

 

最近的主要城市：底特律 

 
住宿方式：寄宿家庭 

 
学生信息：男女混校 

幼儿园到 12 年级 共 500 人 

9-12 年级共 200 人 

 

18-19 学年国际生人数：26 人: 
 

认证：:  
高级基督教国际学校 

  
 

班容量:  
15 人 
 

 

竞技体育: 

• 橄榄球 

• 足球 

• 篮球 

• 排球 

• 田径越野 

• 赛跑 

• 棒球 

• 垒球 

• 网球 

• 保龄球 

• 啦啦队 

活动/俱乐部/娱乐: 

• 戏剧/音乐剧 

• 机器人 

• 学生政府 

• 环境俱乐部 

• 乒乓球俱乐部 

• Home Ec 俱乐部 

• 滑雪俱乐部 

• 华盛顿特区/欧洲/中国旅行 

• 合唱团/管乐队/弦乐队 

• 艺术/高阶美术 

• 数字媒体/图像艺术 



 
 

 

奥克兰基督学校 
2018 届毕业生 

 

考试数据 
 

2017-18 ACT 
 

• 平均分:  25 

• 前 30%平均分:   30 

• 前 10%平均分:   33 

  
 
 

大学录取数据  

 
大学录取率:              

95% 
 

学生就读 4 年大学率:                        

98% 
 

 
 

GPA 绩点 
 

4.0                      10% 
3.72 – 2.99        28% 
3.51 – 3.71        21% 
3.20 – 3.50        17% 
 

 

拉丁荣誉 
 

SUMA CUM LAUDE 奖 

(3.85+)                                  24% 
 

MAGNA CUM LAUDE 奖 

(3.7 – 3.849)                              13% 
 

CUM LAUDE 奖 

   (3.5 – 3.699)                              13% 

 

 
 
 
 
 

毕业要求 
三种文凭课程： 

    符合密歇根州基本要求的文凭 

    高级文凭课程 –“大学预科文凭”（CP） 

    AP Capstone 文凭（适用于 2020 级） 

最低要求 28个学分： 

    圣经：4 学分 

    英语：4 学分（* CP 文凭 5 学分） 

    社会研究：4 学分 

    数学：4 学分 

    科学：3 学分 

    体育/健康 1 学分 

    世界语言：2 学分（* CP 文凭 3 学分） 

    视觉或表演艺术：1 学分 

    商业和技术：1 学分 

AP 研讨会和 AP 研究：2 学分（Capstone） 
 

毕业生录取院校 (2005 – 2018) 

排名 大学名称 排名 大学名称 

 全美知名大学  全美文理学院 

14 范德堡大学 18 美国军事学院 

25 卡耐基梅隆大学 22 美国海军学院 

27 密歇根大学 61 惠顿学院 

30 纽约大学 65 卡拉马祖学院 

33 罗切斯特大学 81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 

42 凯斯西储大学.  区域知名大学 

44 东北大学 5 瓦尔帕莱索大学(中西部) 

46 佩珀代因大学 6 贝尔蒙特大学(南部) 

49 德州大学 24 乔治福克斯大学(西部) 

59 宾州州立大学 25 凯特林大学(中西部) 

59 华盛顿大学  区域社区学院 

66 德州农工大学 1 卡尔文学院 

85 密歇根州立大学 1 泰勒大学 

  12 斯德维尔大学 

  20 亨廷顿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