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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高中学生的个性超过100年。
圣比德学院拥有超过126年在伊利诺伊州中北部地区提供优质的天主教教育的历史。虽然我们为丰富的
历史和传统感到自豪，我们理解今天学生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种教育，不仅将发
展他们的头脑，并且加强他们的个性，以准备迎接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我们98％的毕业生继续参加高等教育。我们的ACT成绩在周边地区排名第一，我们前十名毕业生的GPA 
多在4.0以上。97％的圣比德学院学生参加课程外活动。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做的越多，
学到的就越多。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中的一节课。圣比德学院的学术环境鼓励学生出类拔萃，无论在教室
内外。我们致力于让毕业生在离开校园时在精神和学业上双重准备好面对现实世界的人生。

使命
圣比德学院是一所天主教高中，秉承本笃会的传统，通过欢迎学生融入到一个渗透基督教价值的学习社
区，努力帮助学生为大学教育和人生做准备。

核心价值声明
圣比德学院宣扬以下核心价值观：忠诚、个性、学术优秀、社区、领导和正义。我们努力实践通过这些方式来
教导他们：
 通过深化和传达我们对天主教信仰的理解;
 通过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道德和宗教性质的典范;
 通过追求所有学科的优秀成绩;
 通过树立一个为他人服务社区的典型;
 通过练习负责任的管理所有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通过以尊重和公正对待所有人。

我们相信，通过坚持依据这些价值的生活，我们将激励我们的学生终生实践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圣比德学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高质量的寄宿项目，坐落于安
全、美丽如画的田园风景中。小社区提供了一个专注于学习的优
秀环境，同时临近芝加哥，可方便的体验世界级都市的文化。圣
比德在一个健康的、良好监督的住宿项目中培养学生健康成长，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高中进行日常社交、娱乐和学术互相交
流的各种机会。

修道院长 Philip Davey, 本笃会
使命进步副总裁
本笃会修士，学校董事会成员
frphilip@st-bede.com

当您进入圣比德学院的主门时，您将看到一个地砖马赛克拼接
组成的“欢迎”一词。126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年轻男女青年来到圣比德。他们发现了一个温馨的社区，培养
他们在未来学业和人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公民。他们已经
逐渐领会天主教的信仰，并且生活在它的价值观中。我希望能欢
迎您加入到圣比德学院社区中来。

 Ted Struck 博士
督学
struck@st-bede.com 

圣比德学院提供严谨的、秉承本笃传统的大学预科课程。圣比德
学院是一个让学生在学业和精神上同步成长的地方。学院课程
分为三层教学等级，旨在适当的挑战学生。课程包含七门AP（大
学先修）课程和六门大学学分课程。

Michelle Mershon 女士
校长
mamershon@st-be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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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 Micheli 医学博士, 1958级, 
矫形外科临床教授，哈佛医学院

Michael Stuart 医生, 1975级, 
运动医学总监，梅奥诊所医师，美国男子奥运代表队、

美国曲棍球首席医疗官

Angelo Perino, 1980级, 
副总裁，IBM北美企业

Jennifer Narog Sucher 律师, 1981级, 
通用电气公司执行顾问

John Levisay, 1985级, 
Craftsy 创始人，总裁

Kathleen McCullough, 1999级, 
MSNBC制作人

J A Happ, 2001级,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多伦多蓝鸟队投手

Ross Kenseth, 2011级, 
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专业赛车手

圣比德学院校友代表



学生人数
圣比德学院学生总数共300人，通常50%男生，50%女生,10%的学生为国际生。平均每班19人，学生与教
师的比例为15：1。新生班学生来自25个不同的初中学校，包括在家接受教育的8年级学生。

我们的大学录取率为100%。
下图: 2016届毕业生自豪的身着他们即将前往大学的上衣。

100% 
大学录取率

60%
学生在高中毕业前

获得大学学分



见证
“圣比德学院为学生提供全人教育，在一个关怀和安全的环境中培养学生的学术竞争力的

同时保持良好的美德。加入圣比德，成为棕熊队的一员。”     
 - “Harry”王紫林-圣比德学院2016届毕业生，波士顿大学2020届

“圣比德给予了我一个与老师和同学建立紧密关系的机会。课外活动项目是圣比德独一无
二的特色，因为它的财富和传统为学生和校友所熟知。”  

- Xavier Braboy,圣比德学院2017届

“圣比德学院一直支持通过丰富的资源为学生提供多样化课程，举办各类学术和体育活
动。圣比德不仅帮助学生为大学的各项学科领域做准备，同时也拥有一个爱心、关怀和积极
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因此我热爱圣比德。”    

- Keira 庄佳，圣比德学院2014届毕业生，威斯康星大学，电气工程专业，2017级

“促使我从众多美国高中中选择圣比德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圣比德学院是一个非
常安全的地方，适合我女儿的生活和学习……圣比德安全的特色不仅因为地理位置，而且
我知道圣比德社区的成员互相关心爱护彼此……教职工们关爱每一名学生……学术上，
圣比德提供一体化的英语语言教学，为英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王玲，庄佳母亲，中国上海

“圣比德学院在过去四年中一直是我教育、宗教和家庭的完美平衡。圣比德学院不仅帮助
我为未来的大学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它同样帮助我为现实的世界做准备。” 
  - Chase Ludford，圣比德学院2017届毕业生



“对于国际学生，圣比德学院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住宿家庭项目。与普通住宿社区不同的
是，与监护父母共同生活更有家的感觉，同时也是一个体验不同文化的宝贵机会。寄宿家庭
项目让国际学生与圣比德学院当地学生的家庭共同生活。这是一个了解美国家庭、练习提
高英语口语、特别重要的是与住宿家庭建立终生友谊的、非常重要的机会。我的寄宿家庭是
我一生中最美好难忘的经历之一。 ”    

- Keira 庄佳，圣比德学院2014届毕业生，威斯康星大学，电气工程专业，2017级

圣比德学院是发生在我儿子Dannis 身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被圣比德学院的面积，结构、纪
律以及对于每一名学生得关注深深地吸引……学院位于一个风景美丽的田园地区，树林
和田地环绕校园，但又离大城市不远。Dannis 与其它国际学生同住在学校的宿舍两年，这
样的经历帮助他学到了如何与他人交流，欣赏他们不同的文化。学校教职工非常照顾我的
儿子，通过耐心和真诚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潜力。     

- Tatiana Mikhailova, Dennis Andreev 的母亲

圣比德学院不仅通过规则和教育培养、指导我的儿子，学校同样帮他树立一种独立和谦逊
的意识，我认为这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圣比德学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在美国大学中成为
一名成功的国际学生。学校的位置、接近自然的同时邻近芝加哥帮助我的儿子发展出他对
运动的热爱，以及对他未来更重要的各种机会的意识。      

- Sam Hwang, Min Hwang 的父亲，圣比德学院2014届



精英过渡学院
国际高中预备项目



圣比德精英过渡学院 项目为完成七年级或者八年级的国际学生申请美国顶级高中的成
功提供优势。
参加此项目的学生将会明显的提高他们的英语语言技能，以及对美国历史，社会研究和文
化整合的理解。
我们将帮助学生掌握在美国优质高中成功的必要技能，同时发掘他们所有的潜能。成功完
成项目要求的学生将颁发八年级毕业证书。

精英过渡学院课程
 所有的课程都由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专业老师指导
 英语语言教学将同时融入到国际学生通常较难掌握的学科课程。
  例如：社会学，英语，阅读和美国历史
 每天上课的一部分时间将与美国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交流，午饭时的社交活动和
课堂上的学术交流

入学录取要求
 熟悉英语语言，或iTEP SLATE 3.0 
 完成7年级或8年级
 Skype 面试
 良好的态度
 无严重行为问题
 致力于继续参加美国高中教育

精英过渡学院学费
 每名学生每年固定费用包含：
 学费
 饮食住宿
 24小时成人监护
 课本
 校服
 当地交通和机场接送
 健康保险
 健身和娱乐俱乐部会员

精英过渡学院毕业
达到或超过毕业标准的学生将在保证安置于优质的美国私立高中合作学校
圣比德学院每学年招收10-15名国际高中生
学生也可以选择申请非合作学校的美国高中。

更多信息请联系Struck 博士： struck@st-be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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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时间安排
8:30 - 9:30 起床，淋浴，步行至早餐

9:45 - 11:00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11:40 - 12:00 前往佩鲁天主教学校上课
12:00 - 12:30 与佩鲁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共用午餐
12:40 - 1:30 综合课程/数学
1:35 - 2:15 综合课程/社会学课程
2:20 - 3:00 综合课程/体育教育
3:10 - 3:30 回往圣比德学院
3:45 - 4:45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5:00 - 6:30 有监督的自修课
6:30 - 7:15 晚餐
7:30 - 9:00 晚间活动

9:00 - 10:30 有组织的自由时间



精英过渡学院 提供 
学习 和 乐趣 

创造一个 高品质的 
学习环境。

设施优质



圣比德学院

毕业生“大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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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程概述
我们致力于全面的发展，精心的培养学生不仅做好继续追求高等教育的准备，同时致力于
终生学习的公民。我们的毕业要求保证学生拥有人文知识教育和天主教教学紧密结合的牢
固基础，将会通过核心英语，数学和科学课程，是取得高等教育好成绩的关键，将完成其他
多项领域的学习，包括外语和艺术。通过我们的三等级学术项目，所有学生都将不断地面临
挑战，从而扩展他们的技能和行动以达到自己的能力的顶峰。结伴辅导，指导，咨询和其他
专业服务以支持学生们取得努力的结果。我们认识到家长和监护人的参与是学生成功的关
键，我们试图通过频繁的正式报告，网上获取成绩信息和单独联系以加强家庭与学校之间
的纽带。一名圣比德学院的毕业生是一个自信的，成功的准备好以迎接校园外各种的挑战
青年人。

2015-2016学术亮点
我们2016届毕业生前两名同学是 the News-Tribune 全面学术团队的成员：告别演说
者、Putnam县的Ben Lucas（维拉诺瓦大学）和佩鲁的Jacob Peruba（伊利诺伊大学）。

15个体育团体中的12个取得了伊利诺伊州高中联盟的团体学术成果奖。总分4.0: 女子排
球（3.27）;女子高尔夫（3.23）;男子越野（3.12）;女子越野（3.64）;女子网球（3.09）;女子篮
球（3.33）;男子篮球（3.20）;男子网球（3.15）;女子垒球（3.25）;男子田径（3.19）;女子田径

（3.19）;男子棒球（3.08）。

我们推出1：1让每名秋季入学的同学都能拥有一部Chromebook的倡议。感谢2015年度拍
卖的慷慨参与，我们所有的Chromebook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学生。

在过去4年中的其中3年，我们的学术杯团队赢得了伊利诺伊州高中联盟的地区冠军。

亮点/成就/奖项
棕熊先生的学术竞赛小组赢得伊利诺伊州高中联盟区冠军。圣比德学院赢得了过去五年区
锦标赛的四届冠军 -  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年。
世界青年科学与工程（WYSE）团队2014年、2017年区冠军：数学、物理、机械工程、电脑科学

学术认可
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决赛从2000年至2016年：3人
美国优秀学生表彰从2000年至2016年：13人
伊利诺伊州立学者从2000至16年：179人
总统学术卓越奖：276人

伊利诺伊州平均分数

圣比德学院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 成绩



圣比德学院提供大学学分课程
大学先修（AP）课程
为2020届提供：
微积分，化学，欧洲历史，物理，美国历史，统计学，计算机科学原理

大学预修课程（E2C） - 通过IVCC提供，在圣比德学院上课
心理学，社会学入门，音乐欣赏，演讲

圣比德学院开设课程：
商业与计算机
会计
计算机科学入门大学预科
计算机科学原理大学预科

英语
英语I*
英语II *：美国文学与写作
英语III*：英国文学与写作
英语IV*：文学与论文
演讲I
学习技巧

艺术
乐队（4年）
合唱团（4年）
艺术入门
艺术II，高级艺术
摄影

数学
代数I *，几何*
代数II *，应用数学，预备微积分*
AP统计和微积分*
AP统计学*

外语
汉语普通话*（4年）
西班牙语*（4年）

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健康教育

宗教
宗教I：耶稣基督的启示
宗教II：耶稣基督的使命
宗教III：生命与圣礼
宗教IV：使命

科学
化学*，生物*
AP化学*
AP物理*
生物II *，物理
环境科学
解剖与生理*

社会研究
美国历史*
世界历史
经济学*
AP欧洲历史*
公民学
AP美国历史*

*提供荣誉课程

300名
学生总人数

始于

-1891-
2017年伊利
诺伊州学者

13人



圣比德学院学生
精于学业

学生在
教室、

大学选择
和申请过程中
接受全方位的支持 

25个
社团

&
组织



体育运动项目
圣比德体育运动项目的目标是让学生在高中运动体验中享乐的同时从中获益。我们的项目强调学生生活
与课堂、体育馆或运动场的体育活动，团队协作与领导能力，以及像基督一样的行为与竞争和胜利带来的
的喜悦之间平衡的需要。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为团队和个人提供支持，努力为每一名学生提供满足他们兴趣
与能力的活动。我们强调以良好的体育道德精神参与其中，同时不断地激励我们的运动员们提高他们的技
能和成绩。我们希望每个学生运动员都能真正相信“每一个棕熊队的成员都是了不起的！”

2015-2016年体育亮点
高二年级的 Anne Needs，Thea Mauck, Carter Funfsinn 全部晋级区域越野锦标赛。

Aiko Mendoza 和 Jack Kunkel 晋级高尔夫锦标赛女子组和男子组。这标志着圣比德学院高尔夫选手连
续2年晋级季后锦标赛。

John Barnes 赢得州摔跤A级比赛285磅（129公斤）级冠军。他同时获得 News-Tribune 和 Burea 县年度
共和党最佳摔跤手，在春季田径小组赛中的表现，他获得 Burea 县共和党和 News Tribune 年度最佳运
动员的称号。
州立田径赛中Bret Dannis  赢得州110米和300米障碍赛1A级冠军。Baylee Hopps 赢得三级跳远第九
名，John Barnes 赢得掷铁饼第二名和推铅球第七名。

男子田径小组在伊利诺伊州高中联盟1A州立田径比赛中赢得团体第二名。

男子棒球连续第二年赢得地区冠军，教练 Bill Booker 再次连续获得 the News Tribune 年度最佳教练的
称号。

体育运动项目
棒球，篮球，保龄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网球，田径，举重，摔跤，啦啦队，垒球，排球，体操，越野，游泳。

97%的学
生参加课

程外活动。





圣比德学院的毕业生
得到全美各地的

大学录取。

98% 
我们的毕业生
参加大学教育

大学预备
2016届

毕业生录取

36个
不同的大学

ACT平均成绩高达

25.4

芝加哥

圣比德
学院





校园生活
学生宿舍安全、现代化、安全监控摄像头
每个房间住宿2-3名学生
学费包含每日三餐
周末游览当地的博物馆和旅游景点
安静的学习区域

9:1
当地与国际学生的比例

24/7
监护

健康俱乐部会员
社区活动
与美国当地学生交流互动
洗衣房，无线上网，24小时热水
客厅电视休息区域





享受乐趣 帮助他人

多样背景              多元文化              圣比德学院



新朋友

寄宿家庭可供选择



艺术课程
美术  乐队与合唱团
舞蹈  摄影
剧院
春季音乐剧：怪物史莱克（2016年），小妇人（2015）

校园活动
高尔夫球赛         访校日
秋季戏剧         年度茶与风采展示
与圣诞老人共进早餐       春季音乐剧
年度拍卖晚会        传统午宴及毕业生告别弥撒
毕业典礼         年度Bruin高尔夫球赛

社团组织
大使团，钓鱼，访校日节目表演，合唱团，互动交流俱乐部，火箭俱乐部，技术俱乐部，极限飞
盘俱乐部，教堂弥撒服侍团，科学俱乐部，啦啦队，年鉴职员，摄影，圣事部长团，文学杂志
社，舞会委员会，舞台工作人员，西班牙语俱乐部，学生辅导员，学生政府，学术杯，演讲，音
乐剧，乐队，中文俱乐部，最后的晚餐俱乐部。

参与
其中



100%
学生参与

100 小时
社区服务

放松娱乐 义工旅行团



圣比德学院校园地图 

餐厅和教室 修道院住宅

运动场

学院主楼教室和办公室

花园

修道院教堂 
小剧场和教室

体育馆、剧院



男生宿舍

女生宿舍

700英亩（2.8平方千米），花园般的校园，空气清新纯净。
坐落于伊利诺伊州佩鲁 - 芝加哥西南100英里（161千米）。

美丽 - 健康 - 欢迎

自然保护区

农业田地



国际夏令营
精彩、刺激、为期3周的学术和文化夏令营举办于伊利诺伊州佩鲁。距离芝加哥100英里

（161千米）。

为期三周夏令营的费用和内容可根据您团体的需求定制。 包括机场接送、校园内一日三
餐，周末只提供早餐。外出短途旅行期间的零时和晚餐由营员自行负责。

我们独特的浸润式夏令营的人数限制为10-14岁的学生30人；15名男生和15名女生。

宿舍风格的住宿环境坐落于700英亩宁静的校园，每间宿舍住宿2-3人，提供公共生活区和
学习区域。

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课程，由美国教师授课，旨在提高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每周4
天，每天5个小时。众多浸润式艺术、手工、戏剧、数学和运动课程。美国学生共同参与到每天
的课程环节，进行课堂、文化和娱乐活动的互动与交流。

周末游览芝加哥，参观世界有名的景点：谢德水族馆，芝加哥展望台-韦莱集团大厦，菲尔德
自然史博物馆，海军码头游乐园，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湖畔观光船，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千
禧公园，白金汉喷泉等。

其他令人兴奋的旅行有六面旗游乐园，Raging Waves水上乐园，伍德菲尔德购物中心和
MLB职业棒球赛。

本地郊游，野餐，晚上出行徒步，游泳，保龄球，迷你高尔夫，赛车，音乐会和汽车影院的同时
与美国学生和家庭结交友谊。

校园内环境保障安全，由专职人员照顾看护，所有校外的活动每名看护人照顾6位学生。

夏令营日期：可协商
看护人员：具有资格证书的教师，经验丰富的咨询师和圣比德学院学生
报名参加夏令营以及更多的信息联系： Eve Postula， epostula@st-bede.com

mailto:%20epostula%40st-bede.com?subject=




水牛石州立公园

伊利诺伊河 饥岩州立公园

当地景点
毗邻伊利诺伊河。
饥岩州立公园 （20分钟车程，19公里）
大熊小屋，馬西森州立公园，水牛石州立公园
当地图书馆
本地购物：沃尔玛，塔吉特，秘鲁商城，芝加哥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芝加哥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芝加哥
我校距离芝加哥100英里（161千米，1小时45分钟车程）。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拥有美国第三大唐人街。
圣比德学院负责接送学生往返奥黑尔国际机场。
每天数条直飞中国的航班。
亚伯拉罕·林肯景点、六面旗游乐园、谢德水族馆、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海军码头游乐园、千禧公园

海军码头游乐园

芝加哥天际线 唐人街

密歇根湖



地址:  24 W US Highway 6, 
Peru, IL 61354 
联系电话: +1(815)223-3140 
官方网址: www.st-bede.com

欢 迎 您 加 入 圣 比 德 学 院 大 家 庭

http://www.st-be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