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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括2018年所有BASIS私立学校的学生成绩

2018年BASIS私立学校学生

AP考试平均分为4.18，

全美总平均分为2.87。

88%的BASIS私立学校

2018级毕业生顺利进入

美国前五十名大学就读。



欢迎来到美国BASIS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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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采用全球最高标准的BASIS课程体系。
该课程体系创立于1998年，致力于培养卓越的国际化人
才。目前，BASIS学校中有六所位于美国的私立学校：
两所位于国际都市纽约市，一所位于高科技中心加州硅
谷，两所位于加州佛瑞蒙市，还有一所位于美国首都华
盛顿特区。此外，BASIS学校中还有五所由BASIS 
Global管理的中国·贝赛思国际学校，分别位于深圳、广
州、杭州、惠州和南京。另有一所BASIS国际学校位于
捷克首都布拉格。

BASIS课程体系根植于通识文理教育与科学教育，被
视作培养21世纪人才的教育模式典范。全面超前的
课程设置和专业资深的教师团队让BASIS学生能够奠
定坚实基础，培养创造力和评判性思维，从而最大
化地发掘自身潜力，追求未来在学业和职场中的无
限可能。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布鲁克林校区、麦克莱恩
校区和佛瑞蒙校区面向国际学生招生。目前，2020
年秋季入学申请已正式开放。面向国际学生，硅谷
校区开放招生年级为8至12年级，布鲁克林校区开放
招生年级为6至12年级，麦克莱恩校区开放招生年级
为学前至12年级，佛瑞蒙校区开放招生年级为过渡
阶段学前至5年级。

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区
纽约市 | 幼儿园至12年级

BASIS私立学校麦克莱恩校区
弗吉尼亚州北部 | 幼儿园2岁至12年级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
加州圣何塞市 | 5至12年级

BASIS私立学校佛瑞蒙校区
加州佛瑞蒙市 | 过渡阶段学前至12年级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
-招收8至12年级的国际学生

BASIS私立学校佛瑞蒙校区
-招收过渡阶段学前至5年级
的国际学生 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区

-招收6至12年级的国际学生

BASIS私立学校麦克莱恩校区
-招收学前至12年级的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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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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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的使命是采用最高标准的教育体系，根植于最先进的通识文理教育与科学教育，培养卓越的国
际化人才。

我们采用全面超前的教学体系，凭借广博精深的课程内容，让学生成够慎思明辨、笃行致远，在未来的学业和
职场中追求无限可能。

我们拥有资质深厚、对教育充满热忱的专业教师团队。我们深信，只要给予恰当的支持和鼓励，任何一个孩子
都可以成功。

我们为学生营造积极愉悦的学习氛围。我们鼓励勤勉上进的学习态度，激励学生追求更高的目标。



 

国际排名： 2018年OECD学校测试（基于PISA）**
数学、阅读和科学的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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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BASIS私立学校让学生能够最大化地发掘、实现自身潜力。BASIS私立学校的学生在各种高水平
国际化测试以及AP®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全美顶尖学府的青睐和认可，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傲人成绩。

BASIS私立学校：全美领先，世界知名的教育体系

› 学生数学、阅读、科学成绩

在全美学校排名中

平均位列前1%

在全球学校排名中

平均位列前3%*

› 

› 

› 

6.5倍 

BASIS私立学校不仅仅在全美领先于其他学校，更是在国际评估测试中领先其他国家地区的学
校。以下是全球PISA测试的结果。PISA全称为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是OECD（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筹划的对全世界15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包括数学、阅读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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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与其他参评国家测试成绩对比。
**BASIS私立学校加州硅谷校区的测试结果来自2018-19 OECD学校测试（其他符合参评标准的BASIS私立学校的测
    试成绩也将陆续发布）。其他国家和教育体系的结果来自于2015年PISA考试。2018年OECD学校测试设计为可与
    2015年考试结果进行国际标准参照。

BASIS私立学校的学生赢得了更多的期许和青睐，

他们更有潜力成为未来卓越超群的知识分子

BASIS私立学校的学生

成为高水平人才的概率

比美国其他学校的学生高



BASIS Curriculum Students Earn High Scores on College Entrance Exams

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在SAT和ACT考试中的平均分数

注：2016年春，大学理事会对SAT考试进行改革，包括恢复1600计分制度。2016年之前的SAT考试分数已由SAT分数转换表转为1600分
制下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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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
平均分: 1477

全美学生平均分: 1068

SAT

36

27

18

9

0

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
平均分: 34.6

全美学生平均分: 20.8

ACT

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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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BASIS私立学校的学生在完成了极富挑战的进阶课程后，都充分地做好了进入全美乃至全世界
一流大学深造的准备，BASIS私立学校的毕业生在一系列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的优异成绩有力地
说明了这一点。

我所有的老师们都非常敬业，关心学生，确
保每个人都得到足够的帮助。而且老师们都非常

友善，倾尽全力帮助学生做到最好。”
– BASIS私立学校学生

“



TOP 25 TOP 50

58% 88%

58%的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被美国前25名的综合性大学及文理学院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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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成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的优异表现受到了全美大学招生官的关注和认可。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在经过
进阶课程的学习后，向大学充分证明了自身在学术和个人能力上的极大潜力。每年都有众多BASIS私
立学校的毕业生顺利进入世界顶尖学府继续深造，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

2018年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的大学录取率

88%的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被美国前50名的综合性大学及文理学院录取

BASIS私立学校致力于为全体学生提供完备的支持体系，从日常学习到准备高中阶段最关键的环
节：大学申请。我们为学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确保学生能成功升学。

BASIS私立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帮助学生为大学申请提前做好长期规划和充足准备。这一过程最
早开始于9年级，然后在整个高中阶段引导学生逐步明确大学申请目标。到12年级时，学校开设的
“大学申请工作坊”会在每天进行，升学顾问老师将指导12年级学生进行个性化择校，充分准备
申请材料，最终进入契合自身目标的理想学府就读。

在这一过程中，升学顾问老师将与每一位学生进行充分深入的沟通，了解每个学生各自的特点和
目标，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并且写出个性化的推荐信，审阅学生提交给大学的申请表，确保高
质量完成申请。每一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一流美国大学在走访高中时，把BASIS私立学校列为必访
的一站，为BASIS学生进行招生宣讲。

校内完备的大学申请辅导是BASIS课程体系的核心部分，学生无需使用校外的申请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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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年度BASIS私立学校毕业生进入全美前50名综合性大学及文理学院录取院校名单
*大学排名来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仁斯利尔理工大学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

Scripps College 斯克里普斯学院

Skidmore College 斯基德莫尔学院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Tufts University 塔夫茨大学

Union College, Kentucky 联合学院（肯塔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University of Miami 迈阿密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罗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

Vassar College 瓦萨学院

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顿大学

Whitman College 惠特曼学院

Williams College 威廉姆斯学院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Amherst College 艾姆赫斯特学院

Barnard College 巴纳德学院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Bowdoin College 鲍登学院

Brandeis University 布兰迪斯大学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学院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内基·梅隆大学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凯斯西储大学

Colby College 科尔比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威廉与玛丽学院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Emory University 埃默里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佐治亚理工学院

Gettysburg College 盖茨堡学院

Harvey Mudd College 哈维穆德学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Middlebury College 明德学院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东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西北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Pomona College 波莫纳学院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项目特色
BASIS课程体系

*所列课程是部分BASIS私立学校的课程范例。每一所BASIS私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会因当年学生需求和招生情况进行调整。若有需要，
我们可提供某一所学校的准确课程安排。

生物

化学

物理

数学

外语

选修课

经济学

英语

AP科学*

荣誉科学*

荣誉英语10/AP语言

AP欧洲历史

数学

外语

选修课

荣誉科学*

荣誉语言

荣誉文学

政府和政治

数学

外语

选修课

科学：POST-AP/顶点课程

人文：POST-AP/顶点课程

外语：POST-AP/顶点课程

数学：POST-AP/顶点课程

大学申请

毕业项目**

AP科学*

AP选修课

AP语言/文学

AP美国历史

数学

外语

选修课

高中课程设置

8年级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学生可从AP或荣誉课程中选择生物、化学、物理学科
**学生需要符合相应的选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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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II

在BASIS课程体系中，学生们将在老师的引导下享受
学习求知和深入钻研的过程。他们会掌握不同学科领
域的专业知识，养成自主的学习习惯和独立的批判性
思维。BASIS课程体系帮助学生学会运用资源、独立
解决问题，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BASIS私立学校的
毕业生无论未来选择什么学业和职业道路，他们在学
校打下的坚实基础，都将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BASIS私立学校的国际学生和美国本土学生一起上课
学习，学校采用相同的课程要求。除了人文、科学、
数学、历史和外语等必修的核心课程外，学生还有机
会上选修课程（八年级及以上）和Capstone顶点课程
（仅限十二年级）。以下是高中课程设置范例：



大学预科（AP®）课程和考试

BASIS私立学校学生在AP®考试中的成绩

72 12.4 94% 99% 4.12

国际认可的评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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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以美国大学理事会的AP课
程和考试为指导。AP®考试按照美国大学入门级课程
标准设计，衡量学生是否已做好迎接大学学术挑战的
准备，目前已获得全球55个国家的认可。根据第六届
全美年度AP报告，约90%的美国四年制大学认可学生
的AP考试成绩，并授予AP考试中得到3分及以上（满
分5分）的学生相应学分。

2018届
毕业生人数 人均AP考试门数 AP考试通过率 获得AP优异学者称号 AP考试平均分

（满分5分）

BASIS私立学校除了在美国大学理事会的AP®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还参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筹办
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测试，成绩领先于世界各国家、地区。详情见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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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色

BASIS私立学校教师团队 

杰出的教师团队是BASIS私立学校的重要核心。我们
的老师是全美层层筛选出来的富有教学热情和创造性
的优秀人才，并且在所在学科领域拥有高等学位和多
年丰富的行业经验。BASIS老师们对所在学科的热情
深深感染着学生，他们通过用心设计和鼓励创意的课
堂教学，给学生带来无与伦比的学习体验。

在教师选拔过程中，所有教师候选人需要展现突出的
能力，能将高水平的学术知识传达给学生，并且鼓励
每位学生追求卓越。我们最终选拔出的教育者，致力
于与每位学生在学习旅程中深入沟通，并全心专注于
所有学生的成功。



完善的学生服务系统

对学生的支持从课堂开始：所有教师都设定每周的课
外辅导时间，学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与老师确认学习
进度、复习功课、进行课后作业答疑，巩固额外技能
等。

同伴辅导，互助共进，建立友谊。我们的同伴辅导计
划基于一个成熟的学习理念：优秀的学生能够有效地
向同龄人解释概念，帮助同伴提高成绩，效果不亚于
专业的教师。同伴辅导也是国际学生与同龄人建立深
厚友谊的良好途径。

课堂之外的专家支持。每个年级都有年级主任负责定
期了解学生的表现，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并给
与相应支持。年级主任和国际学生项目主任定期汇总
学生情况，以确保每一位国际学生在课业、社交和情
感上得到充分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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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为何选择
BASIS私立学校？
受益终身的教育体验

选择BASIS私立学校，就是选择了全美最好的教育，
和充分体验美国生活、文化的机会。BASIS私立学
校的教学计划致力于培养学生成为21世纪具有独立
创新能力的问题解决者。

顶尖大学的坚实铺垫

我们以国际最高教学标准培养学生，为他们在高中
毕业后求学于世界知名学府打下坚实基础，并且在
未来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中取得成功。我们专业负
责的大学申请顾问老师致力于帮助所有学生选择最
为契合个人发展的大学就读。

全面融入美国文化

我们提供近距离体验美国核心价值与创新精神的机
会。在BASIS私立学校，国际学生们与背景多元、
全美最优秀的学生为伴。通过寄宿于当地家庭，国
际学生完全沉浸于美式生活中，相比在寄宿学校生
活的学生，他们能够形成更宽广的世界观。

终身导师影响深远

我们相信，在学科老师传授高标准的学术知识、培
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这一过程中，最
关键的因素就是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启发学生的能力。
我们的教师在国际学生毕业离开学校后仍与他们长
期保持良师益友的关系。



布鲁克林校区2019届毕业生，南加州大学
大一新生Susie:

布鲁克林校区2019届毕业生，波莫纳学院
大一新生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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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珍惜过去两年在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
区的时光。在那里，我能够通过学习极富挑战性的课
程内容来不断提升自我，也能够在丰富的课余生活中
陶冶情操。我非常热爱唱歌，选择合唱作为我的选修
课成为了我校园生活的一个亮点。在布鲁克林校区，
我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棒的是，学校组织了冬
季音乐会和春节联欢晚会，为我们提供了展示演出的
宝贵机会。”

“在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区上学的好处之一是学
校班级规模相对较小，老师可以关注到每一个学生，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上学时，每个
班上有很多学生，上课时容易分心。但是在这里，每个
学生都会得到老师的关注。其次，BASIS私立学校提供
了很丰富的AP课程。美国有些学校的普通课程会比在
中国的更简单，但是在BASIS私立学校，我有机会上难
度更高、更具挑战性的AP课程。”

›

›

Photo by Mark Opirhory

欢迎访问basisindependent.com/isp，倾听更多国际学生观点。



校园生活
学校文化

社会活动

课外活动 

美国的校园生活远远不只是课堂学习。从踏入学校的
那一刻开始，国际学生就会完全沉浸在美国校园文化
中。学校创造了很多机会让学生们在学习上共同协作、
互相帮助，同时我们也经常在校园里举办各类的活动，
给学生们创造社交机会，融入到学校这个大集体中。

学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丰富而全面的学习生活体验，
因此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社团、体育项目和活动，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国际学生在学习之余，也由此有更多
机会跟美国同学深入交流。我们的校园文化不仅仅体
现了对于学术卓越的不懈追求，更反映了学校整体的
活力和朝气。

以下是可供学生选择的一些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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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

• 世界节日

• 师生篮球赛

• 国际游学项目

• 舞蹈

• 机智问答之夜

• 当地社区义工

体育项目

• 篮球

• 足球

• 越野

• 乒乓球

• 高尔夫

• 击剑

• 排球

• 田径

音乐艺术类

• 无伴奏合唱

• 爵士乐团

• 摇滚及流行乐社团

科技与工程类

• 人工智能社团

• 编程猫

• 竞技计算机科学社团

• 编程女孩社团

• iOS应用程序社团

• 机器人社团

数学/科学类

• 解剖学社团

• 生物奥林匹克

• 化学奥林匹克

• 环保社团

• 科学奥林匹克

• 神经科学社团

• MATHCOUNTS数学竞赛

人文类及其他社团

• 读书会

• 创意写作社团

• 国家拼写蜜蜂

• 演讲与辩论

• 棋盘游戏社团

• 学术十项全能

• 企业家社团

我们的课外活动列表在不断更新和增长。
如有需要，我们可提供每个校园的完整
活动列表。



“
“

校外生活

寄宿家庭

我们的国际学生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学校将提供安
排寄宿家庭的第三方机构名单，上面会列出以往学生
使用过的机构，学生可以从中自主选择。在寄宿家庭
生活的好处是：学生可以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里、
在寄宿家庭的支持下，完全融入到美国生活之中。很
多时候，和学生一样，这段经历对于寄宿家庭来说也
是非常难忘的。

周末生活

BASIS私立学校的几所校区位于美国最具活力的城市
和地区，包括纽约市，加州硅谷和首都华盛顿。除了
一流的学术体验，学生还可以感受到学校周边丰富的
城市生活文化。

国际学生住在我家对我来说是非常难

忘的经历，我非常喜欢与住在我家的

学生交流不同文化。

-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的寄宿家长

纽约是个很精彩的城市，而且生活极

其便利！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包括博物

馆、购物中心和公园，去观光、野餐

都非常方便，而且很多地方坐地铁就

可以很快到达。从学校附近的地铁站

我们可以去到曼哈顿、布鲁克林、皇

后区甚至科尼岛。我觉得非常棒！

-

 

Lily，BASIS私立学校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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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感谢您有意选择BASIS私立学校！我们的招生流程旨在全面深入了解申请人，并诚挚邀请学生和家长真正了解
BASIS私立学校的独特之处。

我们的国际学生项目为滚动录取制度，即早申请早录取。在网络申请表提交完毕，并且完成了所需的申请步骤
后，我们将在一个月内发放录取决定。BASIS私立学校的入学申请是一个具有筛选性的过程。

申请流程请遵照以下指导：

 在学校网站上提交申请表（点击” ”），并支付200美金申请费（请注意：需要F1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请在
申请表中选择“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 Cycle”)。
纽约布鲁克林校区: brooklyn.basisindependent.com
麦克莱恩校区: mclean.basisindependent.com 
佛瑞蒙校区: fremont.basisindependent.com
加州硅谷校区: siliconvalley.basisindependent.com  

 将最近三年的学校成绩单发到所申请校区的邮箱:

纽约布鲁克林校区: brooklyn-isp@basisindependent.com 

麦克莱恩校区: mclean-isp@basisindependent.com  

加州硅谷校区: siliconvalley-isp@basisindependent.com  
佛瑞蒙校区: fremont-isp@basisindependent.com

 将托福官方成绩单通过ETS网站寄送给学校。学校代码如下:

纽约布鲁克林校区: C243 

麦克莱恩校区: B925
加州硅谷校区: C244 

• 请注意：在以上材料提交完整之后，学校招生老师将邮件联系您，安排以下面试和入学考试。

 预约网络面试，面试中包括英文阅读和写作的测试。

 预约在线监考的数学入学考试

如申请遇到其他问题，欢迎直接联系BASIS私立学校各校区招生办公室:

欢迎访问basisindependent.com/isp，了解BASIS私立学校国际学生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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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区: brooklyn-isp@basisindependent.com;
BASIS私立学校麦克莱恩校区: mclean-isp@basisindependent.com;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 siliconvalley-isp@basisindependent.com;
BASIS私立学校佛瑞蒙校区: fremont-isp@basisindependent.com

中国申请学生可直接联系BASIS私立学校国际学生项目中国区负责人Mr. Chen咨询相关事宜。

电话：+86 180 2530 7514  |  邮箱：yu.chen@ascend-global.com  |  WeChat：BISP_CN

Apply Now

必备申请材料：



学校网站: 

视频观看: 

纽约市 | 幼儿园至12年级
brooklyn.basisindependent.com

弗吉尼亚州北部 | 幼儿园2岁至12年级
mclean.basisindependent.com

加州圣何塞市 | 5至12年级
siliconvalley.basisindependent.com

加州佛瑞蒙市 | 过渡阶段学前至12年级

幼儿园至8年级

fremont.basisindependent.com

纽约市 |
manhattan.basisindependent.com

*开设国际学生项目

BG_191024_181214_V4C

BASIS私立学校布鲁克林校区*

BASIS私立学校麦克莱恩校区*

BASIS私立学校硅谷校区*

BASIS私立学校佛瑞蒙校区*

BASIS私立学校曼哈顿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