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申请学业信息表 
（中英文皆可） 

1. 学生姓名：

美国紧急联络人： 

名字:    关系:  电话：  

地址:   

中国紧急联络人: 

名字:     关系  电话： 

地址:   

标准考试分数及日期: 

SSAT  考试日期  V  Q  W 

SAT   考试日期  V  Q  W 

TOEFL   考试日期  R  L  S  W 

TOEFL Jr.  考试日期  L  L&M  R 

SLATE   考试日期  R  G  L  W  S 

美国学习或申请记录： 

是否申请过美国的学校?  No  /Yes  , 何时: 

校名:   

是否在美国学习过？No  /Yes  , 

校名:   

就读年级及日期:   

2. Current School / 学校：

现读学校： 就读日期： 

学校地址： 

校长姓名： 教务/学生处长姓名： 

学校电话： 电子邮件： 

mailto:info@bhy-us.com
http://www.bhy-us.com/


英语推荐老师姓名：    教你几年：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数学推荐老师姓名：    教你几年：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3. 教育背景资料

请详细列出曾就读过的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学校资料 

学校名称 

Name of School 

地  址 

Address 

电  话 

Tel 

修业期间 

（从哪年几月－哪年几月） 

4. 你如何看待你的学习成绩（长处和不足、学业成就、资学金）：

5. 请列出所获奖项（如有）以及志愿者工作经历（如有）：



6. 请列出所担任学校或班级或校外职位（如有）：

7. 请列出你的兴趣和爱好（体育及文艺）：

8. 描述你性格上的优点及缺点:

9. 列出最感兴趣的科目及原因，最不感兴趣的科目及原因：

10. 列出对于音乐、美术和戏剧活动的喜好及得过的荣誉和时间:



 

 

 
11. 你的老师和朋友用哪三个形容词描述你: 

                                      

                                              

                                 

                      
12. 描述对你最有意义的经历和成就: 

                                       

                        

                        

                         
 
     

13. 你希望自己有所改进的地方（学业或性格）: 

                               

                         

                         

                              
 

 

14. 你想申请美国中学的原因以及未来的目标: 

                                       

                          

                         

                              
                    

 
15. 描述你所在学校的具体排名，你在班级和年段排名, 以及班级人数, 年级人数和学校人数: 

                                        

                          

                             

                             
 

 



 

 

16. 申请短文: 请用 250-500 个字回答以下问题 

1. 请描述一下你曾经帮助过别人的经历 

                               

                         

                         

                         

                              

 

 

2. 你面临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并说明处理方式 

                              

                         

                         

                              

 

3. 解释曾经对你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4.是否曾经来过美国？来过哪些城市？有什么感想？ 

                              

                         

                         

                              
 



 

 

17. 下列问题请家长尽可能详细回答 

 

 

1. 请描述您的孩子的个性（用一件事例说明） 

                              

                         

                         

                              
 

2. 孩子的学习态度是怎样的？ 

                              

                         

                         

                              
 

3. 你对孩子进入美国中学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以及对学校有何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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