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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狮山之麓，成就光荣与梦想”，这是大家进入实验看得最多、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成

就光荣与梦想”，我想应有三步走，即健康成长、立德成人、成才报国。

“成长”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树苗要长成参天栋梁，刚开始要靠别人给它浇水，但慢慢地根系扩大、深扎，开始靠自己拼

命扎根，找水源、吸营养，这样才不会在恶劣的环境中枯死。人和树木一样，独立才能自由。居里夫人说：“路要自己走，才能

越走越宽”。同学们在成长中学会并坚持独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己。我们自己能做的尽可能自己做，能

完成的就一定自己来完成，该自己做的就一定不要推卸给别人。唯有在一点一滴中锻炼出独立的能力，才能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

敢，越来越有能力战胜困难，人生的路才能越走越宽阔！

“成人”既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动词。但真正的成人并不是由一次仪式来完成的，真正的成人，是身体的拔节，更是心灵的拔节；

是翅膀硬了，天地更广阔了；是肩膀宽了，能担当责任了。真正的成人，是心理上的成熟沉稳，心态上的坦荡自信，行动上的努

力进取。因此，作为动词，“成人”是一个过程。在真正的“成人”过程中，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我拥有我自己的自由与独立

的意识，二我能承担属于我的责任与义务。拥有我自己的自由，第一需要父母们放手，第二需要我们有面对未知的勇气，第三还

需要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成才”在于能承担责任，为国所用。“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其实家长与孩子是互相支撑的，老师和学生是互相支撑的。

我们在蓊郁的夏天遇见了青春最美的自己，强健的体魄、健全的心智，还有那些即将在考场、职场上挥洒的智慧和豪情，这些既

是生命和岁月慷慨的赠与，更是父母和老师十几年如一日无私的照顾和教育，因此，成人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用感恩的心面对家

长和老师，独立强大起来，成人成才，把翅膀变硬朗，把肩膀变宽，成为他人的倚靠。将来我们要远走四方，或是隔山跨海，或

是远渡重洋，去求知求学。但我们永远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我们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要永远想着如何施展才华、报效

祖国。

父母、老师会渐渐把你的人生交到你的手上，不管他们有多少担心、有多少不舍。你一直渴望的“自由”将逐渐走向你，所以希

望同学们能真正地独立、真正地自主。“成为我自己”不是只做自己、只为自己，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对青

年人的寄语那样：“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

有一句话这样说：“当你背单词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解方程时，太平洋上空的海鸥振翅掠过海岸；当你晨练时，

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西藏的山鹰正盘旋云端；当你晚自习时，极地的天空五彩斑斓。但是你别着急，当你为自己的

未来踏踏实实努力时，那些你从未见过的风景，那些你以为不会遇到的人，你想要的一切，正一步一步地向你走来。”我们立足当下，

不忧不惑不惧，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精神，做好该做的准备。用专心排除干扰，用苦心把握时间，用细心领悟知识，用

信心扬起风帆，用恒心注入动力，用常心迎接挑战，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梦想和担当，这就是在成长、成人、成才！

成长 成人 成才校长寄语 ：

仲尧明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位于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核心区

域 , 坐落于狮子山麓 , 与苏州科技大学及龙湖时代天街毗

邻 , 文化和现代气息浓厚 , 读书环境优越。学校创办于

1994 年 ,1998 年通过省重点高中验收 ,2000 年被评为国

家级示范高中 ,2004 年转评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学

校是江苏省内一流名校 , 苏州教育最优质的品牌之一。

2014 年 , 高新区管委会投资 5 亿在原址重建了新校 , 占

地近 94 亩 , 设施设备一流 , 文化品位浓厚 , 是一座“有温

度的书院”。

学校教师全国招聘，师资力量雄厚，名师荟萃。校长仲尧明是苏州市名校长、江苏省特

级教师，曾获苏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苏州市学科带头人，苏州市学术带头人，新疆

自治区优秀教师等多项省、市级荣誉称号。学校通过深化教师聘任制、中层干部聘任制、

教师“三层九级”分类培养等 , 建设了一支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富有活力、精干高效

的教育队伍 , 逐步形成了由教授级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市名教师领衔 , 大市学科带

头人引领 , 区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教师为骨干的梯队 , 保障了学校的持续发展。目前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有在职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 1 人 , 省 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 3

人 , 江苏省教育名师 1 人 , 教授级高级教师 4 人 , 省特级教师 6 人 , 市名校长名教师 13 人 ,

大市学科带头人 19 人 , 区学科带头人 43 人 ......

学校本着“全面发展 , 突出个性”的办学理念 , 遵循并践行“唯真唯实”的校训 , 以“高质量、

现代化 , 具有实验性、开放性、示范性全国名校”为办学目标 , 始终坚持做“有良心的教育”,

以课堂改革为抓手 , 极力打造“原味 · 灵动 · 高效”课堂 , 科学施教。短短 20 余年 ,

学校培养出了 2 名苏州大市高考状元 ,6 名“李政道奖学金”获得者 ,20 余名学生进入

清华、北大深造 , 一大批同学被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 ,

高考总均分、本一本二率在苏州大市名列前茅。以 2017 年为例 , 本一率近 80%, 本二

率超过 97%,“985 高校”录取率达 20% 左右 ,“211 高校”录取率超 50%。学校先

后获得“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文明单位”“苏州市普通高中科学提高教育

质量先进学校”等 70 多项省市级荣誉。

短短 20 余年时间，在高新区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实验人发扬团结拼搏务实创新

的高新区精神，奋发图强，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校风严谨，学风纯正，办学业绩有

口皆碑，社会声誉不断提高。学校先后获“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文明单位”

“�江苏省优秀家长学校”“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集体”等 20 多项省级荣誉；

获“苏州市文明单位标兵”“�苏州市普通高中科学提高教育质量先进学校”等 40 多项

市级荣誉，是江苏省内一流名校，苏州教育最优质的品牌之一。

SUZHOU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通过省重点高中验收1998 年

重建新校2014 年

评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2004 年

学校创办1994 年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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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邦教育管理集团是一家专注于高中阶段国际课程、

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机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在

中国的 11 个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并在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设有代表处。公司成立于1990年，20多年来，

本着“诚实、信誉、敬业、成功”的宗旨，狄邦教育

一直致力于国际教育资源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的开发和管理，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和管理的先行者

狄邦教育管理集团
500 名 20000 名

外籍专业教师近 毕业生近

狄邦教育是国际课程引进和管理的先行者，自 2004 年与人大附中合作

举办 A-Level 剑桥国际高中以来，相继成为南京外国语学校、杭州外

国语学校、无锡天一中学等全国知名中学的合作伙伴，为 27 所学校的

34 个国际课程中心提供课程引进与设计、师资招聘与管理、教学质量

管理和升学指导等国际教育综合管理服务与支持，引进的课程涵盖了

A-level、IBDP 和 AP 等主流国际课程，同时是国内较早引进美国高

中普遍采用的升学指导体系的机构，目前拥有外籍专业教师近 500 名，

近 20000 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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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Center of Suzhou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AP中心概况

高配比师资团队

1:4 高配比高质量中外师资团
队，高效率、高品质教学服务。

多元化课程设置

中美课程完美结合，学生知识结
构完善，就读世界名校优势明显。

精细化分层教育

精英教育，小班分层，每个学
生得到充分关注。

个性化校园生活

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一站式升学指导

贴心的一站式升学指导，为每
个学生量身打造。

便捷化沟通平台

JUPITER 系统实时跟踪，搭建家
校联系“互联网 +”便捷通道。

办学特色

中心简介

基于教育国际化战略理念，致力于构筑面向世界的开放教育体系，为江苏省和苏州市的发展培养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与美国文化教育委员会、狄邦教育管理集团

合作，于 2012 年引进世界领先的美国 AP 课程，并结合 SAT、托福考试培训课程和升学指导

三年计划，成立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秉承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全面发展，突出个性”的办学理念，为

优秀的高中学生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开启通往世界一流大学，尤其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的顶级名校的快捷通道。

办学宗旨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的办学宗旨，是充分结合中美基础教育的优势，在完成中国高中课

程的基础上，为有志于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的优秀学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高级课程，培养、提高学

生获得全球高等教育所需具备的素质，为其将来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全面发展的精英人才打下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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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中方课程由苏州实验中学选派优秀的课程教师担纲，他们不

仅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洞悉学生心理与学习特点，摆脱了高考应试教学的束缚后，素质教育更加得心应手。

外方课程团队由狄邦教育集团协助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选聘，全体学科教师均具备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海外大学

学士、硕士以上学历，并持有国籍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 , 多年从事国际课程教学工作。全体教师均使用全英文进

行小班化学科教学，为学生创设了良好的语言环境。通过幽默、风趣、学生导向型的授课模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式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外教团队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平均教龄在 1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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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聂明 支珍

Gerrard D Evans 施臣

施臣  执行主任

国际教育不是单边地学习国外的知识，而是

了解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文明，从而培养

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正如龙应台所说：“国际

化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是用别人

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

Gerrard D Evans  学术校长

我的教学理念是培养学生成为批判性思考者。我相信学生有能力将课堂

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我希望并鼓励学生去质疑以便成为更好的

学生。通过课堂讨论，将很多重要的学术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场景中。

我鼓励学生提升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沟通协作能力。合适的教育应该不仅

仅是简单理解课堂内容。

支珍  主任

苏格拉底曾说过：“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是

开发人的内心。”教育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不

是知识，而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生命的敬

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愿我们的孩

子都能心存善念，乐观积极，寻找到适合

自己的世界舞台。

马聂明  资深顾问

教育的所有目的都在孩子，起点在孩子，终点也在孩子。国际化教育本

身的评价体系和方式是多元化的。正是这种多元化，让孩子的时间和空

间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

志向选择去认识不同的老师和同学，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既能各方面

的知识都学一点，又能幸运地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给予孩子足够的

时空，让他们在青春年少时，去探索他们心中的真爱和梦想。

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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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课程全称为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一般翻译为美

国 大 学 先 修 课 程、美 国 大 学 预 修 课 程，是 美 国 大 学 理 事 会

（College Board）为高中学生开发的大学水平课程。AP 在全世

界任何高中都可开设，让学生能在高中期间有机会学习大学程度

的学术课程。已在美国 15000 多所高中里普遍开设。

目前，已有 50 多个国家的近 3600 所大学承

认 AP 学分为其入学参考标准，其中包括哈

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名牌大学。在美

国以外，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高

等院校也普遍接受和承认 AP 课程和学分。

美国名校申请竞争激烈，大学对入学

申请采取整体评估，综合衡量学生的

学术能力和综合素养等各种因素。高

中学习成绩（GPA）、托福 / 雅思成绩、

SAT/ACT 成绩、课外活动经历等，

可以向大学展示一名学生在高中阶段

已取得的成就。但只有像 AP 课程这

样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才能向大学

充分展示学生的才智、专长以及学习

高难度大学课程的潜能。AP 课程的

学习因此也成为影响美国名校决定录

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通常，美国本土学生在申请美国一流

名校时会提交 6 门以上的 AP 成绩，

而国际学生在申请美国名校时，如有

4 门以上的 AP 成绩，会具有很强的

竞争力。

同时，学习 AP 课程的学生，如获得

优异的考试成绩，在被大学录取并入

学后，可被允许免除最多一学年的学

分，从而可以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毕业。

而美国大学的学费按学分计算，国际

学生每个学分需支付 1,000 美元以

上。在满足学校学分政策的前提下，

AP 成绩可以帮助学生节省多达一个

学年的学费。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美国 AP 课程简介

AP 课程的重要性

2）；

3）；

可灵活选择多门课程

抵学分，免学费

AP 考试的满分为 5 分，部分美国高校接受学生考到 3 分就可以换取大

学课程学分，大多数美国高校要求达到 4 分，而常春藤院校要求更高，

大多要 5 分才能换学分。如果在中学完成一定数目的 AP 课程考试并取

得优异成绩，意味着可以在大学提前毕业，节省学费。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能力、兴趣爱好、未来专业发展方向，灵活选

择多门 AP 课程进行学习。

与美国大学衔接度更高

AP 采用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外教授课，上课模式无缝对接美国大学，

学生可以更好地衔接美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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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  中方课程

按照中国教育部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中国高中相关课程。在高一阶段开设中

国语言文学、数学、化学、物理、计算机、历史、政治、生物和体育课程。

●  美国高中课程

学术英语预备课、AP 美国历史预备课、AP 微观经济学预备课、

AP 物理 1 预备课、AP 物理 2 预备课、AP 物理 C 预备课、AP 微

积分预备课、AP 化学预备课、AP 美国历史、AP 计算机、AP 英语、

AP 物理 1、AP 物理 2、AP 物理 C、AP 宏观经济学、AP 微观经济学、

AP 统计学、AP 微积分 AB、AP 微积分 BC、AP 化学、AP 心理学、

学术英语及其他人文社科类 AP 课程。

●  特色课程

戏剧课、辩论课、艺术课、西班牙语课、日语、科创课、

美国文化课程、升学指导课程、文书工作坊、PBL 项目制

学习、美国大学学习技能指导课程等。

中心课程设置

中方课程

特色课程

美国高中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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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 规划内容

时间节点 规划内容

AP中心三年学习规划

learning schedule

初三下学期

初三暑假

参加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招生说明会，了解美国及其他海外大学的招生政策与趋势

获取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招生简章

参加 AP 中心招生考试

获得《苏州实验中学 AP 中心录取通知书》参加暑期衔接课程

学术类

高一上学期

寒假 完成假期学科作业 参加首次托福实考
完成寒假升学指导作业

利用寒假时间进一步丰富课外活动

高一下学期

暑假 完成假期学科作业 第二次托福实考

根据个人课外活动发展计划，利用暑假

参加课外活动，或增加社会阅历的实践

活动，或拓展国际视野的夏令营活动等

完成中国高中基础课程

完成 AP 预备课程

托福技能强化学习

托福考前集训

托福模考

探索个人性格与兴趣

探索个人生涯规划与大学专业抉择

完成 Project Challenge（PBL项目制学习）

基础文书写作

招生官来访及沟通

完成中国高中基础课程

完成 AP 预备课程

托福语言能力培训

托福考前集训

托福模考

制定三年升学相关工作规划

了解大学录取要素以各项占比

学会 Critical Thinking ( 批判性思维 )

设计个人课外活动发展计划

基础文书写作

招生官来访及沟通

语言考试类 升学指导类

学术类 语言考试类 升学指导类

高二上学期
完成 AP 基础课程

完成 AP 选修课程

SAT 技能发展课程

SAT 考前强化

SAT 模考

首次 SAT 考试

择校因素分析，初步制定大学选校清单，

进阶文书写作

寒假 完成假期学科作业

SAT 冲刺课程

部分学生参加托福

第三次考试

SAT 复习备考

利用寒假时间进一步丰富课外活动

完成寒假升学指导作业

高二下学期

完成 AP 基础课程

完成 AP 选修课程

AP 模考

参加 AP 全球统考

SAT 技能发展与强化

SAT 考前冲刺

SAT 模考

参加第二次 SAT 考试

实时更新大学清单，

完成大学申请基本文书写作，

大学网申流程实操

暑假 完成假期学科作业 托福冲刺考试
完成暑假升学指导作业

根据自身特点，有选择性地参加课外活动

高三上学期 完成 AP 课程 冲刺 SAT，成绩更新

申请材料完善

提交托福 /SAT/AP 等国际化考试成绩

美国申请资金准备

高三下学期

完成 AP 课程

参加全球 AP 统考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获取录取结果，完成录取学校后续

材料准备和提交

签证文件准备，参加签证培训

了解未来大学生活

高中毕业

参加毕业典礼

获取签证

留学生活行前准备

掌握一定的独立生活技能

开始留学生涯

寒假 复习 AP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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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指导团队由狄邦教育集团协助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选聘，全体升学老师均具备丰富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海外大学申请经验，

并在英语、教育、职业规划等领域获得相关资质认可 , 多年从事留学和国际教育行业工作。升学团队建立科学的三年规划体系，

并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采用小班化、学生导向型的授课模式为各层级学生开展升学指导课程。通过课程，使学生养成批判性思

维逻辑，明确自身兴趣，制定个人规划和目标，并且全方位了解国外大学申请过程。同时，全体指导老师也将辅以个人指导，一

对一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规划内容，在申请季全面指导学生完成大学申请。

三年升学指导计划

M
a

n
a

g
e

m
e

n
t te

a
m

ACCP 课程是由美国大学升学顾问委员会根据美国一流名校的录取标准，

结合本土顶尖高中的大学入学指导体系而专门设计的课程。美国本土的重点

高中，尤其是美国著名大学的生源基地学校，广泛采用该课程作为本校高中

课程的配套课程。苏州实验中学 AP 课程班开设的 ACCP 课程，贯穿三年

学习阶段。课程形式包括：小型升学指导专题讲座、一对一辅导、小组活动、

实地参观、美国大学招生官亲临访问等，注重个人全方位成长的同时，使学

生充分认识美国名校的申请要素，制定个性化申请方案，在专家的指导下，

完成申请文件。同时，采用美国名校广泛认可的申请资料存储传输系统，提

高学生申请资料的可信度，从而提高名校申请的成功率。

ACCP 课程将为学生安排有影响力的课

外活动，充分弥补了中国学生“除了成绩

再无亮点”的申请材料中最欠缺的部分。

通过三年持续的辅导与教育，实验中学

AP 中心的升学指导团队不仅将帮助学生

申请到理想的国外大学，更加注重培养学

生独立学习、自主学习、全面思考的能力，

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储备，以实现从国际高

中课程班向美国大学生活的完美过渡。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AP 课程班采用狄邦教育和美国文化

委员会共同设计的“美国大学申请指导课程（ACCP）”，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升学指导服务。 ACCP

英语专业八级，持有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拥有十二年的国际教育行业工作经验，是美国升学

指导协会 IACAC 认证成员，中国升学指导协会 ChinaICAC 会员和美国 IACA 认证职业咨询

顾问。加入 AP 中心以前，曾在大型教育集团担任申请顾问主管职务，精通美国，加拿大，澳洲，

英国等主流国家申请及签证流程，有多年美国名校申请经验，成功指导学生申请到卡耐基梅隆

大学，佛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密歇根安娜堡大学，纽约大学，爱茉

莉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名校。坚持“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希望通过系统的升学指导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升

学技能，引导学生探索兴趣和职业兴趣，以及在 PBL 模式下帮助学生提升综合技能。希望每

一位从 AP 中心走出去的孩子，都能够有想法，够独立，敢探索。

金云亚  / 资深升学指导

英语专业八级，拥有教师资格证书，2011 年涉足留学行业，加入苏 AP 中心之前曾任职于国

内某知名留学机构，负责高端留学申请。至今已帮助三百余名学生圆梦美加澳顶尖高校，例如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埃默里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维克森林大学，纽约大学，罗切斯特

大学，多伦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等。国际升学指导协会

IACAC，中国升学指导协会 ChinaICAC 会员，善于把教育融入生活，帮助学生立足自身，

明确申请方向，优化申请路径，以超高的信任感和满意度成为学生高中生涯的思想导师。

王蕾  / 资深升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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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学生特长、激发学生潜能、满足学生兴趣，中心学生可以自行创建

或者参与中心的各类社团活动，现中心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科技、商业、

学术五大类 13 个社团。

中心学生每月有自己的 Festival  Day，将西方节日的习俗糅

合到活动中，师生同乐，在玩耍中体验原汁原味的西方节日。

学生活动

AP TIMES

我们在这里学习

我们在这里成长

我们在这里收获

我们在这里共度三年美好的高中时光

Club  Activities

Festival  Days

俱乐部活动

主题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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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对外交流活

动，中心邀请海外名校招生官，为学

生创造与招生官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如波士顿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加州

大学欧文分校、罗斯霍曼理工、罗切

斯特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

组 织 学 生 参 加 各 类 学 术 竞 赛 如 AMC、NSDA、JEA 

China、24-hour Drama、CTB、FBLA、滑铁卢竞赛等各

类高水平赛事，增强学生的学术能力；组织学生参加职业导

向类竞赛如商赛、科技创智大赛等，挖掘学生的职业兴趣。

国际交流活动

Summer  Camps

Academic /
Major-oriented  Competitions

学术 / 专业竞赛

指导学生进行夏校申请，成功将学生推荐

到康奈尔、加州伯克利等美国名校进行暑

期学习，让学生提前了解国外大学学习、

生活所需要的技能，有目标地学习。

美国名校体验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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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中心成立至今已成功培养出七届毕业生，100％毕业生成功入读海外高校，就读美国高校的占 93％，58％的留美学生进入了

TOP50 的大学，98.57％的留美学生进入了 TOP70 的大学，其余学生则分别进入了加拿大、法国、瑞士等国家顶尖的大学。

办学成果

Graduates

优秀毕业生

1

2

3

4

5

6

7

2014（首届）18 名毕业生共收获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 68 份，其

中 11% 的学生进入 USNEWS 排名前 20 的学校，50% 的学生进

入排名前 50 的大学，100% 录取前 100 的大学。

2015 届 30 名毕业生，累计收获 118 封大学录取通知书，

其中包括全美创业学排名第一的巴布森学院，本科工程

排名第 1 的罗斯霍曼理工学院，文理学院排名第 8 的克

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排名 19 的格林内尔学院、史密斯

学院，排名 27 的布林茅尔学院，加拿大排名第 1 的多

伦多大学等，总计获得奖学金 853，890 美元。

2014（首届）

2016 届 28 位毕业生，累计收获 100 封大学录取通知书，总计获得

奖学金 834,608 美元，57% 学生被 TOP50 大学录取。其中包括本

科工程第一的罗斯霍曼理工学院，被誉为新常春藤的最古老理工大学

伦斯勒理工，全美工程名校威斯康辛麦迪逊，以及全美博雅教育第一，

博士产出率前五的圣约翰学院全奖录取（全亚洲仅 5 个全奖名额）。

2016 届

2018 届 34 名学生总共收获 143 封美国大学录取通知，累计获得

奖学金 $2,872,312( 四年 )，其中包括综合排名 21 名的加州伯克

利和埃默里大学，33 名的罗切斯特大学，37 名的加州大学圣芭芭

拉分校、39 名的东北大学；文理排名 21 名的卫斯理安大学，26

名的欧柏林学院；艺术类名校也有斩获，QS 世界第二的帕森斯设

计学院以及全美第三的芝加哥艺术学院也通通发来橄榄枝。全美综

合以及文理前五十录取率达到 50%。

2018 届

2020 届毕业生斩获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世界名

校人均 6.1 封 offer，人均奖学金 31.3 万。其中包括排名 21 的埃

默里大学，排名 22 的南加州大学，排名 29 的佐治亚理工大学、纽

约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排名 34 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排名

36 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排名 37 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排名

39 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2020 届

2015 届

2017 届毕业生人均获得 5.2 份 Offer，人均手握 55.6

万奖学金，68.4％的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温琼宇同学

和林舒文同学双双获得了了美国 TOP27 顶尖文理学

院——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的录取

通知书。唐一鸣同学被美国排名 TOP39 波士顿大学录

取，章宇鲲同学获得 TOP44 迈阿密大学 offer，陆烨涵

同学被连续 18 年本科工程排名第一的罗斯霍曼理工学

院录取。

2017 届

2019 届毕业生人均获得 4.3 份 offer，人均手握 30 万

奖学金，其中包括排名 27 的布林茅尔学院和麦卡莱斯

特学院，排名 30 的加州圣巴巴拉，排名 38 的加州戴维

斯，排名 42 的凯斯西储，排名 49 的伦斯勒理工和威斯

康辛麦迪逊大学，爱尔兰排名 2 的都柏林大学。

2019 届

100％
毕业生成功入读海外高校

93％
就读美国高校

58％
留美学生进入 TOP50 大学

98.57％
留美学生进入 TOP70 大学

符译文
本科院校：

史密斯学院 （全美文理学院 11）

硕士录取院校：

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

盛之恒
本科院校：

格林内尔学院（全美文理学院 11）

直博院校：

西北大学（硕博连读）

段蔚然
本科院校：

布兰迪斯大学（全美综合排名 35）

硕士院校：

哥伦比亚大学

谭咏熙
加州大学伯克利

全美综合大学 22

白鹏宇
埃默里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21

汤子怡
帕森斯设计学院

QS 艺术世界排名 2

汤可洋 
罗切斯特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33

唐一鸣
波士顿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39

沈洁彤
加州圣巴巴拉

全美综合大学 30

陈宇欣
加州戴维斯

全美综合大学 38

张允诺
南加州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22

马一丹
曼彻斯特大学

泰晤士 8

郭周行
埃默里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21

王宇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全美综合大学 37

丁一杰
纽约大学

全美综合大学 29

全云飞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全美综合大学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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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中心历届毕业生录取榜单
其他方向

美国方向

(由于篇幅有限，仅展示部分录取结果)

1人
帝国理工学院

泰晤士排名3

1人
伦敦大学学院

泰晤士排名4

1人
杜伦大学

泰晤士排名6

1人
曼彻斯特大学

泰晤士排名8

4人
多伦多大学 

加拿大医博类排名2

1人
滑铁卢大学

加拿大综合类排名2

1人
维多利亚大学 

加拿大综合类排名3

1人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加拿大综合类排名2

7人
西蒙菲莎大学

麦考林综合排名21

8人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排名2

1人
新南威尔士

澳大利亚排名6

2人
都柏林大学

爱尔兰排名2

BEST-FIT UNIVERSITY 
HERE YOUR DREAMS GET REALIZED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AP中心 AP Center of Suzhou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23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AP中心AP Center of Suzhou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

综合大学排名21

1人
埃默里大学

3人

综合大学排名21

南加州大学
1人

综合大学排名22

佐治亚理工大学
1人

综合大学排名29

加州欧文
12人

综合大学排名35

加州圣地亚哥 
4人

综合大学排名35

加州戴维斯
17人

综合大学排名39

东北大学
2人

综合大学排名39

凯斯西储大学
5人

综合大学排名40

波士顿大学
4人

综合大学排名40

迈阿密大学
6人

综合大学排名57

宾州州立大学 
31人

综合大学排名47

华盛顿大学
2人

综合大学排名48

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
11人

综合大学排名41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4人

综合大学排名48

伦斯勒理工学院
11人

综合大学排名50

俄亥俄州立大学

26人

综合大学排名54

雪城大学

8人

综合大学排名54

宾州州立大学帕克校区

8人

综合大学排名57
匹兹堡大学

8人

综合大学排名57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1人

文理学院排名8

史密斯学院 
2人

文理学院排名11

格林内尔学院
2人

文理学院排名13

卫斯理安大学 
2人

文理学院排名20

欧柏林学院
2人

文理学院排名24

里士满大学
2人

文理学院排名25

肯尼恩学院
1人

文理学院排名27

玛卡莱斯特学院
1人

文理学院排名27

布林茅尔学院
3人

文理学院排名28

圣十字学院
3人

文理学院排名32

帕森斯设计学院
2人

QS艺术世界排名2

罗斯霍曼理工学院
8人

本科工程1

纽约大学
1人

综合大学排名29
罗切斯特大学

4人

综合大学排名34
布兰戴斯大学

1人

综合大学排名32
加州圣芭芭拉 

8人

综合大学排名30

招生信息

招生对象

应届初三学生

招生计划

AP课程实验班：30人

创新国际课程班

30人

入读费用

8万/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