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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个世界，勇敢面对挑战，充满
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为世界创造独
立思考的新一代专业人士，为新世界
实现创新、稳定发展而服务。

我们的使命
我们所做 



师资情况 EPA的低师生比例让我们杰出的教师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对 
每个学生的关注。从众多人才中精心挑选的教师中，90%拥
有硕士以上高等学位。 我们选择的标准很简单：资历 经验，
以及他们对教学的热情！

伊利亚特是一所美国政府批准成立的正
规私立寄宿学校，拥有美国移民局许可证，
可颁发国际学生I-20,快速转学和招收K-12年
级学生。2020年伊利亚特被美国Niche评价为A+,
新泽西私立寄宿学校第八名。距离纽约曼哈顿40分钟。
校园占地11.22英亩，校舍建筑面积6.7万平方尺，教室
50余间，有室内篮球场、 演奏厅， 音乐教室、实验室，图
书室和110个停车位。国际生就住豪华、舒适、安全，坐落依
山傍水的Tamaracks庄园。

伊利亚特下属的通识教育学院主要以STEM课程为主，有大学AP
先修课程、荣誉课程以及新国际学生的ESL辅助课程。同时每天都
有SAT或ACT的辅导，并且与当地公立高中建立共建资源，帮助
国际学生快速融入美国，提高英文综合能力。扎实的教学保证了伊
利亚特100%的大学录取率，并且90%以上的国际学生被美国前
100的名校录取。

伊利亚特的Hudson Maxim音乐高中是北美最专业的
音乐高中之一，集合美国东岸茱莉亚音乐学院、曼哈
顿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等
著名音乐名校资源，名师云集，师资强大。学校
年度卡耐基音乐厅汇报表演、林肯中心音乐
会、意大利国际音乐节、德国国际音乐节、
Tamarack国际音乐节都是学生表演
的舞台，为学生们成功升学就读
世界音乐艺术大学奠定坚实
基础和保障。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选择和凭证

师生比率 AP课程 学生奖学金 大学录取率

EPA的期望 5:1 28 60% 100%



课程安排
学习项目 

共同的目标

在少年儿童学习习惯，思维能力
逐渐养成的关键阶段， 我们专注于
建立坚实的知识基础，培养良好的学习
习惯，强调创造力。 我们严格而创新的
课程要求每个孩 子在每天的学习中都融入EPA
的卓越理念中。EPA老师采用 了主题方法，让每
个孩子都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使学习变得更有意义
和有趣。 把数学，语言，艺术，音乐，科技等不同科
目用学生感兴趣的主题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
吸收知识，掌握必要的技能，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EPA的中学课程是我们全面教育经验的基石。 为了
延续我们的教学理念，我们通过发现他们的兴趣，
为他们提供新的信息。 我们中学的目标是掌握和
组织学习的信息，教授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将
知识组织成无价的参考点 。 学生将学习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资源。 学生不
是严格按照年龄分组，而是按照他们
的兴趣分组。

学生通过英语、西班牙语和
中文三种主要语言学习不
同的主题，全面的世
界观和全球意识对
于这个年龄段至
关重要。

从通识教育到专业音乐和艺术教育，
EPA的创新课程都基于当前的“信息
时代”。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组织信息。 从信息中获取
知识将发展以下基本技能：

我们课程的核心是独立学习。 学生的
个人教学大纲基于他们的兴趣。 每个
班级都是一门定制的，引人入胜的课
程，使学生可以从自己的好奇心中学
习。 由于学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体现在
他们的教育中，因此我们在EPA努力
提供三种内在技能。

实用性：我们将重点放在实践而不是
理论上。 学生学习应用艺术，将他们
的教育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情
况和现实中

品格：我们会在各个层面上奖励，细
化品格特质和价值观的实践和表现。 
我们的教师强调良好公民身份，正直
和模范行为（如体育精神和领导才能
）的重要性。 在EPA，卓越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描述。

合作：通过寻找任何群体的共赢，作
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展示出
一种成熟的方法：确定目标，克服挑
战并参与解决方案。 学生最终会拥有
多种视角观点和不同意见，这使其与
他人团队更好的合作 。

小学基础教育

学前班-5年级

中学6-8年级



高中
9-12年级  卓越必将打败平庸
除了在文科和理科STEM通识教育之外，我们培
养我们的所有学生都能面对复杂的社会需求，投入
他们的努力和耐力，走出一条卓越的道 路。 

虽然取得好成绩和考试分数对进入任何一所顶尖的大学都
是必不可少的，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是成功的大学申请必不
可少的。 EPA的显着特点是，我们的认证咨询导师提供出色的
大学入学准备课程、AP 课程、荣誉课程，量身定制每个学生的
申请设计，为他们进入自己梦想的大学做好准备。

选择反映智力挑战的课程
确定课外活动，展现激情和才华
展现公民参与精神的志愿服务机会
促进智力和个人成长的暑期课程
完美的大学申请论文
发展专家面试技巧

大学申请辅导

大学录取 

Elite Prep不提供“一刀切”的方法。 个性化的高中计划只是开始-EPA

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考试准备和支持。

我们的大学录取方法



表演

创作

制作

商业

赫德森马克西姆音乐艺术学院创
建于1908年，隶属于伊利亚特
私立学校。我们为学生定制目标
非常明确：考取世界一流音乐学
院，获得国际比赛大奖，以及在
世界一流的舞台亮相，演出，成

为一个新世纪的音乐人！

赫德森马克西
姆音乐艺术学院

在这里，
实现一个年轻音乐
家所有的梦想！



EPA的中学课程是我们全面教育经验的基石。 为了
延续我们的教学理念，我们通过发现他们的兴趣，
为他们提供新的信息。 我们中学的目标是掌握和
组织学习的信息，教授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将
知识组织成无价的参考点 。 学生将学习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些资源。 学生不
是严格按照年龄分组，而是按照他们
的兴趣分组。

学生通过英语、西班牙语和
中文三种主要语言学习不
同的主题，全面的世
界观和全球意识对
于这个年龄段至
关重要。

实用性：我们将重点放在实践而不是
理论上。 学生学习应用艺术，将他们
的教育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情
况和现实中

品格：我们会在各个层面上奖励，细
化品格特质和价值观的实践和表现。 
我们的教师强调良好公民身份，正直
和模范行为（如体育精神和领导才能
）的重要性。 在EPA，卓越是一种生
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描述。

合作：通过寻找任何群体的共赢，作
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展示出
一种成熟的方法：确定目标，克服挑
战并参与解决方案。 学生最终会拥有
多种视角观点和不同意见，这使其与
他人团队更好的合作 。

以下是我们在赫德森马克西姆音乐
与艺术学院提供的部分课程方向：
· 建筑学

· 时尚

· 美术

· 电子游戏开发

· 平面设计

· 插图

· 工业设计

· 室内建筑与设计

· 珠宝和金属艺术

· 摄影

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

              音乐制作
              学生可以在我们先进的音乐制作工作室学习音乐工 程和
               制作。无论是制作一个录音专辑，还是为电影或者游戏配
           音，我们的老师将为每个学生精心设计他/她的作品，为将来
       考取好的大学做好准备。纽约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录音制作中心。
我们的学生将在这些中心得到实习的机会。

              音乐商业
          从商业的角度去了解音乐界。无论是将来成为一个音乐人，还是致力
      于帮助别的音乐人来推广他们的作品，学生可以在音乐商业系的课程里   
   学习到有关音乐出版，音乐会管理等法律，经济方面的知识。。

音乐表演
我们提供年轻音乐学生世界一流的导师，严格的训练，丰富的演出机会！我们和茱
莉亚，曼哈顿音乐学院以及曼纳斯音乐学院的预科班的合作项目让我们的学生能尽 
     早地接触全美最好的音乐学院的课程，为将来升入大学打好基础。我们将学生
          带入林肯中心，卡内基音乐厅等纽约市的大型舞台，并鼓励学生参加 各种
              音乐比赛以增强音乐演奏水平和能力，丰富学生自己的履历。我们的
                 视唱练耳，音乐历史等课程让我们的小演奏家们不单善于演奏他们的
                     乐器，而且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的年轻音乐家！

成为艺术家
成为艺术家绝不是单单教导技能，怎样去启发
和鼓励创造力才是关键！我们培养我们的年轻艺
术家通过画布，视频，雕塑甚至电子游戏来展现他
们的艺术才能。寻找到每个个性所在的魅力，让这些
特色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这是EPA艺术高中
的精神所在。

 音乐创作
从传统音乐创作到现代歌曲创作，下一位莫扎特或泰勒 斯威夫
     特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创作需要灵感。我们组织音乐创作系
         的学生去聆听纽约市最新的现代创作音乐会。我们也邀
             请活跃在音乐界的作曲家，音乐人来学校定期做大师
               班。我们创作系的学生的作品将在学校的新音乐系
             列音乐会中演出。也有机会将其作品在专业录音棚里
          录制，在各大媒体得到播出。



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必须提交入学申请书，

支付申请费并被EPA正式接受。

线上教学
虚拟信息时代的优势

机会之门
伊利亚特私立学校已获得SEVP的批准，可为个人签发I-20签证以赴美F-1签
证。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出申请，并以相同的方式审核所有申请，
无论国籍或国家/地区居住地。我们接受一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外国学生。
如果你有托福，SSAT或SLEP是很有帮助的。 

文化理解
我们有很多教育中国学生的经验。我们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文化和父母的期
望。我们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我们的课程，从而为您提供一流的教育。我们知
道如何改善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英语。我们提供出色的英语水平，
包括：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是适应未来大学学习的理想环境。

学生签证
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源来改善您在美国的出国学习经验。
我们的学校已获得SEVP的批准，可为您颁发I-20
以获得F-1签证。

英语加强
没有比完全沉浸更好的方法来改善您的
语言。我们通过学业和课外活动提
高您的英语水平。注册后，您将
进行评估测试，以确定是否需
要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
课程，和/或进行分班测试，
以确定必要的化妆课。

志愿者工作
参加精英预备学院的学生每
年需要贡献2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志愿者服务包括院子工作，
打扫卫生，提供午餐等。

国际留学生

利用虚拟时代EPA还提供了完整的在线课程。 
对于居住在美国以外的学生而言，这尤其有利，
他们成功完成了这些课程，并且在他/她当地高中
的要求将获得同等成绩，学分和EPA高中文凭。 
参加在线课程的学生必须参加：

4年英语

4年的历史/政府

2年的健康科学

3年科学，包括生物学和化学

4年数学，包括代数，代数II，

   微积分前和微积分

4年编程语言，包括

    Java，C +，Microsoft®Excel

    和数据库



课外活动

EPAEPA学生宿舍
·24小时保安
·无钥匙/身份证刷卡输入
·整个无线互联网
·空调和暖气设备
·本地国际厨师
· 共用浴室
·洗衣机/烘干机
·24小时学习休息室
·现场包裹/邮箱和邮政服务

关键是平衡
我们提供来自学生会，数学，学院报纸，
自由摄影，强大播客俱乐部，戏剧俱乐部
的俱乐部，其中包括国际和美国著名剧作   
    家的作品，音乐剧和原创作品，机器
       人技术，户外运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