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 Hyde School 海德中学 

合校，寄宿，大学预备，无宗教 

616 High Street，Bath, ME 

www.hyde.edu  

机器人项目缅因州第一名 

强势项目：STEM、音乐，艺术 

寄宿比例 100% 

承诺国际学生有美国室友 

注重国际学生家庭，并且有给家长短期拜访学校的住宅楼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66 年 

校园面积: 145 英亩 

开设年级:  9—12 年级 

寄宿年级： 9—12 年级 

认证:  新英格兰院校联盟、国家独立院校联盟、

缅因州独立院校联盟、北新英格兰独立院校联盟 

学生数量: 全部# 295 

寄宿比例：100% 

国际学生比例: 18% 

中国学生比例: 8%  

（数据更新时间 2016 年 11 月）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6    

师生比例: 1:5  

AP 课程数量: 12 门  

高级教师比例:  65%  

SAT 均分:  1830（TOP50%） 

ESL: 提供 

 

学校亮点： 

【学术课程】学术课程丰富：提供 12 门 AP 课程，对于所有未开设 AP 课程的课程，学生都

可以申请通过额外的学术任务获得荣誉课程学分 

【国际学生】学校对国际学生支持非常大，包括安排美国室友，一对一辅导学生，大学升学

辅导，ESL 支持，课后补习，定期反馈学生在校状态等等 

【大学预备】本校毕业生 100%录取四年制大学 

【科技运用】本校采用最新的科技用于教学和管理，学生和家长可以下载 APP 在线查看课

程，作业，成绩报告，以及学校新闻。 

【艺术项目】艺术课程非常丰富，包括艺术基础、高级综合艺术、音乐和歌曲创作介绍、高

级音乐理论和表演、声音工程和舞台制作、演说、戏剧表演 

 

校园环境： 

学校坐落在美丽的海德家族山庄，占地 145 英亩，校园内有宏伟的 1914 庄园和宁静花园

http://www.hyde.edu/


（Serenity Garden）的原型，共 16 幢主要建筑。学校距离缅因州首都奥古斯塔约 41 分钟车

程， 距离波特兰 35 分钟车程，波士顿约 2.5 小时车程。 

 

附近机场： 

波士顿洛根将军国际机场（BOS）约 2 小时车程/ 波特兰国际机场（PWM）约 30 分钟车程，

PWM 每天都有航班飞往美国主要城市，包括纽约市，芝加哥，华盛顿特区，波特兰到波士

顿每天都有很多班 Bus 直达，也可以乘火车很方便到达波士顿。 

 

附近大学： 

缅因大学奥古斯塔分校（30 分钟车程） 

鲍登学院 Bowdoin College——美国顶尖文理学院（10 分钟车程） 

 

学校设施： 

校园设施齐全，包括教学楼，现代运动馆，图书馆（6,000 馆藏）、海德庄园、车库、艺术仓

库、3 个篮球场、健身房、跑道、足球场、棒球场和橄榄球场。共 16 幢主要建筑。 

 

关于我校： 

海德中学是无宗教背景的私立男女合校。学校课程设置有助学生的品格发展，同时通过融合

传统中学课程、体育运动、表演艺术和社区服务促进跨学科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评分制度，

学校还使用教师评估和学生互评制度。海德中学鼓励学生承担责任，并放手让每一位学生参

与学校决策和运作。学校为每一位国际学生配对了一位学生大使——既是室友也是为国际学

生提供帮助的本地学生。在海德中学，所有学生均参与艺术、体育、表演、社区服务。 

 

教育理念： 

“态度比资质重要，努力比能力重要，品质比天赋重要”。海德中学不仅为学生升大作准备，

更为其往后的人生道路做准备。 

 



课程设置： 

第二语言：(2 门) 西班牙语、中文 

 

AP 课程：英语文学和写作、微积分 AB、微积分 BC、环境科学、美国历史、人文地理、统

计学、物理、工作室艺术 

艺术课程：艺术基础、艺术研究、高级综合艺术、音乐和歌曲创作介绍、高级音乐理论和表

演、声音工程和舞台制作、演说、戏剧表演 

 

体育活动：足球、越野、橄榄球、篮球、室内径赛、摔跤、游泳、长曲棍球、网球、田径 

 

 
课外活动： 

大哥哥大姐姐互助组织、造船、社区服务、舞蹈、演讲、宿舍长、绳索课程、创作歌手工作

室（与世界著名音乐家共同参与纳什维尔之旅）、学生报纸、科技作品、青少年工作室、极

限飞盘、荒野领导力体验、年鉴 

 

最近五年毕业生走向： 

斯坦福大学、康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密歇根大学、南卡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雪城大学、波士

顿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伯克利音乐学院、萨凡纳艺术设计学院、纽约大

学 

 

寄宿生活： 

男生和女生分开单独的宿舍楼，双人间，少数 3 人间。宿舍内有学生活动中心供学生做游

戏，看电视和电影和自由学习。每位国际学生都能搭配美国学生室友。感恩节假期宿舍关闭，



学生一般会去旅行，圣诞节假期学生一般会回国。很多学生选择在短期假日期间到自己的美

国室友家做客。如果学生确实假期无法安排，学校的校友家庭也会欢迎学生。 

 

国际学生学费和寄宿费用：59,000 美金 

费用包括：学费，住宿，三餐，ESL,书本费，保险 

 

录取要求： 

面试决定录取，允许学生申请 9--11 年级，不建议申请 12 年级，但如果学生已经在美国读

书，成绩很不错，可以在美国当地转学申请 12 年级，根据学生的情况考虑接受。 

 

招生官寄语： 

海德是一所大学预备性质的学校，学校强调性格培养，努力，以及全校师生是一个大家庭的

观念，我们发现最成功的国际学生是那些不仅仅在学术方面积极努力，并且善于体验美国文

化。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每年都必须参加 3 种体育队，艺术项目以及社区服务，全面发展是

我们最看重的。 

Hyde is a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 that places a major emphasis on character develop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 effort, and family. We have found that our most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one’s who come in eager to not only learn in the academic classroom, but 

experience the US culture through involvement. We require that all of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ree athletic teams per year, that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Performing Arts program, and that they 

als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Service. Developing a well-rounded student is of upmost 

importance to us.  

 

作为海德学校的毕业生和教职工，我给学生最重要的建议是，鼓励学生和家庭心态开放，我

们高兴看到学生成功，也希望听到学生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帮助学生。

一个谦逊，城市，努力，心态开放的学生是我们最成功的学生。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advice that I can give as both a Hyde graduate and a current faculty 

member/admissions counselor, is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 and family to be open. While I love 

learning about a student’s successes and strengths, I also want to hear about what they struggle 

with so that we can help them feel more confident in themselves. A humble, honest, 

hardworking and open student is a successful student at The Hyde 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