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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士基督学校 

基本信息        

学校类型：男女混校  

建校时间：1949年  

年级：幼儿园-高中  

学生人数：1200人  

教职工人数：200人 

班级平均人数：22 

高级教师：60%  

师生比例：1:15 

男女生比例: 55:45 

国际生比例: 10% 

大学录取率:98% (2017年) 

所在地：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地区 

附近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全美综合排名前10）  

气候：冬天暖和，夏天干燥  

附近机场：30分钟到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学校概况 

学校历史(History)  

维乐士学校建校于1949年，是当今南加州地区最大的拥有幼儿 园到高中一

贯制的私立学校之一。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学校始终处于全 美教育事业

的领先地位，并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各种不同背景和信仰的学生 加入。学校

的多样性和兼容性不仅为校园带来各种开放思维和语言环境， 更能帮助学

生在未来更好地适应周围复杂多样的世界。  

地理位置 (Location) 

学校坐落于加州洛杉矶地区的太阳谷，占地约100英亩，位于好 莱坞东北

角，毗邻好莱坞、洛杉矶市区和帕萨迪纳。学校周围环绕各种 美丽的自然

风光和文化景点：高山、海滩、世界级博物馆、购物商场、剧 院和主题公

园不计其数。学校紧邻有“世界媒体之都”之称的伯班克，许多 世界闻名的

媒体和制作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例如迪士尼总部、美国广播 公司、NBC广

播媒体公司等。  

学校使命（School Mission） 

关爱，教育信念，学生全面充分的发展 

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 

以基督为中心，发展真正的关爱关系，追求教育卓越 

教学理念 ( Philosophy) 



学校的课程体系在于鼓励学生为未来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专注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善于提出问题并能进行

逻辑思考，进一步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学校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培养每个学生终生热爱学习，努

力发现并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具有领导力的 21 世纪的

创新型人才。 

现代化和自然设施 （Modern facilities） 

校园坐落在有绿色植被的小山坡下，风景优 美。刚翻

新过的室内外场地和设施，包括科学实验室、 艺术表演

中心和众多体育场馆以及高科技设施， 更为学 生们的学

习和兴趣发展提供了优良的软硬件环境。 
 

大学准备

（College-preparatory and College Acceptances） 

学校开设 20 门以上的 AP 课和荣誉课程，为学生们升大学做好坚

实的学业准备。2016 年学校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比率高达 100%，

远远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近年学生被录取的大学比如：哈佛大

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大学、康奈尔大

学等。 

 

核心及特色课程(Core Courses & Unique Aspects) 

学校致力于鼓励学生学习知识不仅要深入而且要广泛，以便为成为 21 世纪的主人做好准备。一直以来，都有一

些很重要的关于学 业的革新运动，包括：在高中

阶段要专注，发现 自己的闪光点；在初中阶段的

探索，在小学阶段 的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

数学）尝试等。 学校的主要课程除了英语语言

文学和数理 STEM 以外，还包括全球意识、金

融、公民和社会公 正、健康、环境、媒体和创造

力等 21 世纪必须 具备的跨学科主题和知识。 

 

学校距离北好莱坞东部只有几英里路程，处于好 莱坞电影工

业的中心。在这样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社区，学 生们有无数

的机会学习和接受艺术的熏陶。各年龄段的孩子 都有机会参

加和探索各类形式的艺术课程，例如：影视、摄 影、戏剧、

2D/3D 设计、舞蹈、合唱团、乐队等等，并在具有 丰富经验的

艺术媒体导师的指导下，让他们探寻和发展自己 的个性化创

意。小学的孩子们有各类特色课程，例如手工制 作、绘画艺

术、舞台音乐艺术、科学、体育等等。由于教师 和学生们的

共同努力，学校在艺术方面获得多项奖项。  



学校也开设多达 24 项体育项目，拥有多个学生俱乐部，这些活动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增加团队合作意识，培养责任感和良好的习

惯。学校也出资带学生们到中国、墨西哥、欧洲和非洲等地游历，这

些经历增强了学生的跨语言文化交流的能力，丰富了视野，为培养 21

世纪的世界公民做好充分准备。而且，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教育也让

学生们学会彼此关爱，彼此帮助，促进了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功及个性

的发展。 

 

学校荣誉( Awards and Members) 

学校是美国西部院校联盟（WASC）成员，此联盟负责对公立、私立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质量进行认证。学校同时

也是国际基督教学校成员以及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成员。2003 年，学校被美国教育部评选为全美优秀

蓝带学校（National Blue Ribbon School ）。学校曾两度被洛杉矶时报的读者评为“最好的私立高中”，2010 年学

校作为“Best Deal”出现在“Best Deals in Los Angeles”节目中，并在 KCAL9 频道和 5 频道播出。  

 

国

际

教

育

项

目(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s) 

 

学校正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热忱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到维乐士学校参加短期的夏令营和冬令营项目, 也欢迎

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来我校进行长期的留学学习，也等待教育机构联系我们来洽谈国际教育合作项目 

 

夏令营（Short-Term Summer Camp Programs） 

 

夏令营时间从 7月一直延续到 8月初。VCS 校园里的夏令营，

是由 VCS专业老师带领 VCS 的美国学生，再由美国学生带动国

际学生(比例 1:3)，以小组活动的形式，让国际学生，最大限

度的和美国当地学生融合在一起。 

VCS 美丽的校园，三面环山，绿地成荫，山脚下有我们自己的

攀岩墙，平衡木等，校园里，有为教学而建的植物花园…… 

CAMP A;是为中学年龄段的学生设计的，营地活动为经典的美

国本土校园夏令营，课程包括艺术，音乐，运动,语言,数学,科学,文化, 历史等，课程形式更多注重有趣,丰富,

让来自中国的学生通过课堂游戏和活动，即体验到了美国的课堂生活,又和美国当地的学生交上了朋友。VCS 夏

令营会根据各不同团组的要求,分别设计以科学为主,艺术为主,或电影制作等特殊项目为主的不同夏令营项目.  

CAMP B:是为高中年龄段的学生设计的，除了 Camp A 中的所有课程之外,音乐，我们增加了一天关于学生未来职

业选择的主题夏令营,是为了让中国的高中生们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有更清晰的了解。 

http://www.villagechristian.org/International/Short-Term-Camp-Programs/Summer-Camp-Program/Camp-A-Ages-10-14-Middle-School-Students-.aspx
http://www.villagechristian.org/International/Short-Term-Camp-Programs/Summer-Camp-Program/Camp-B-Ages-14-18-Middle-and-High-School-Student.aspx


 

CAMP C: 是给小学高年级学生设计的 。更轻松的主题，更多的游戏，活动，更多时间的户外， 让孩子们和美国

孩子玩在一起，疯在一起….. 

 
2019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mmer camp open dates and time: 

Week Date (Monday to Friday) Time of start and end 

1 7/1 – 7/5 9:00 am to 3:30 pm 
2 7/8-7/12 9:00 am to 3:30 pm 

3 7/15-7/19 9:00 am to 3:30 pm 
4 7/22-7/26 9:00 am to 3:30 pm 

5 7/29 -8/2 9:00 am to 3:30 pm 
6 8/5- 8/9 9:00 am to 3:30 pm 

 

 

冬季插班项目（Short-Term Winter Camp Shadow Program） 

冬令营项目一般从 1月中旬到 2月，和中国的寒假时间相配 合，可长达

6周的美式课堂插班学习。根据不同年龄和实际需求，将孩子 分班到各个

年级和班级，和美国当地的学生一起上课，深度体验美国真实 课堂和美国

学校生活，入住当地美国家庭，住家早晚接送，中午在学校自 助餐厅用

餐，周末与住家一起参加当地的活动…….中国的孩子们每天都 有充足的时

间和机会与美国当地的学生和家庭交流和学习，完完全全浸润 在一个美式

环境中，更有利于孩子语言的提高，文化的感受、眼界的开阔 以及与美式

教育的接轨，这样的寒假将给孩子不一样的体验！ 

 

维乐士的冬季插班项目,经过数年的完善与提高,不仅得到了校长及董事会的大力支持,更是获得全校教师及学生的

欢迎和配合. 2010 年冬季我们将开放 6 周课程包括: 英语语言, 数学,科学及实验,历史,音乐及乐器,艺术,表演,合唱,

陶艺,神学等各种在校生课程.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 am – 2:40 pm. 

 

国际留学生项目（Full-Time Student Program） 

 

http://www.villagechristian.org/International/Short-Term-Camp-Programs/Summer-Camp-Program/Camp-C-Ages-9-14-Elementary-and-Middle-School-St.aspx


 

目前学校有国际生 45 人，其中中国学生 30 名, 其他分别来自韩国、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国家 

 

AP 课程：  

学校提供 20 门以上的 AP 课程以及荣誉课程: 包括英语语言、西班牙语、西班牙文学、世界文学、音乐理论、生

物、微积分 AB、环境科学、统计学、美国政府及政治、2D 媒体艺术、欧洲史、3D 媒体艺术等。 

高中职业选项核心课程:： 

学校的主要课程除了英语语言文学和数理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以外，还包括全球意识、金融、公

民和社会公正、健康、环境、媒体和创造力\创业精神和全球领导力等 21世纪必须具备的跨学科主题 。 

俱乐部、体育活动及选修课:   

俱乐部：国际学生俱乐部、戏剧社、艺术俱乐部、社区服务俱乐部、学生联合会等 

体育运动队：男子/女子篮球、排球、橄榄球、越野赛、高尔夫、马术、拉拉队、垒球、网球、棒球、田径、英

式足球等。 

历届毕业生升学:状况： 

大学升学率接近 100%, 学生分别被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大学、康奈尔大学、

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欧文、洛杉矶、圣地亚哥、戴维斯、欧文和圣芭芭拉分

校）、密歇根大学等学校录取。 

 

联系方式（Contact  Information） 

 Jingshu Yang 

联系电话：(818) 767-8382  ext. 214       微信：jingshuyangVCS        邮箱: jingshuy@villagechristian.org 

学校网址: www.villagechristi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