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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军寄宿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陆海军寄宿中学 英文名 Army and Navy Academy 

所在城市 美国加州 罗兰岗 创建时间 1910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300多人 

院校类型 寄宿男校中学 是否有分校 否 

官方网址 http://www.armyandnavyacademy.org/ 

联系地址 Army and Navy Academy，2605 Carlsbad Blvd. Carlsbad, CA 92008 USA 

 

 

 

 

 

学校成立于 1910 年。现在的校址位于加州

Carlsbad, 建于 1910年。学校距离北面的 San Diego

三十五公里，距离南面的 Los Angeles 八十公里。

学校占地 16.5英亩,有 29栋楼，包括健身馆、餐厅、

图书馆、媒体中心、8栋教学楼、游泳池、网球场、

操场、私人海滩。校园风景优美，7-12年级的在校

学生 332人，国际学生 49人。作为一所大学预科学

校，陆海军寄宿学校提供包括各式各样主题的进阶

先修课程。学校的使命是教育和培养具有优秀个性

的年轻人。学校的目标是成为一流的、国际公认的

青年寄宿学校，并做出闻名于世的学术成果。学院

的军事化管理是为培养学员的领导技能和个性特质

以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必须的。 

Army And Navy Academy,是一所军事化管理的私立男子寄宿学校。严格的核心课程是根据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入学考试而设计的，学校是按照加州大学的入学标准要求学员学生将接受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学

校的使命是教育和培养具有优秀个性的年轻人。学校的目标是成为一流的、国际公认的青年寄宿学校，并

做出闻名于世的学术成果。学院的军事化管理是为培 养学员的领导技能和个性特质以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所必须的。 

学校是西部各州高等学校协会、美国寄宿学校协会，美国军事学校协会，美国私立学校联盟和加州私

立学校联盟成员。由于在每年的联邦政府审查中的优异表现，学校也被认定为美国军方 JROTC课程的荣誉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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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故被授权每年可指派 3位学生参加美国军事学校包括西点军校、美国空军学校、美国海军学校的课

程。军校为了使学生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提供了小教师,个性化的教学,以及适合每个人的学习原则.严格的

核心课程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而设计的.学生将接受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学生也会学习到

艺术,戏剧,音乐的课程,使得每个学生能够发掘和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军校为了使学生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提供了小教室、个性化的教学，以及适合每个人的学习原则。严

格的核心课程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入学考试而设计的，学生将接受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也会学习到

艺术、戏剧、音乐等课程,使得每个学生的创造力都能够得到发掘和培养。现在的学校位于 Carlsbad，始

建于 1936年，距离北面的 San Diego三十五公里,距离南面的 Los Angeles 80公里，学校占地 16.5英亩，

有 29栋楼，包括健身馆、餐厅、图书馆媒体中心，8栋教学楼，并设有游泳池、网球场、操场、私人海滩，

还有一个来福枪训练场。 

 

学术培养 

自 1910 年建校以来，Army and Navy Academy 一直致力于培养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人格。要

实现这些目标，学校需要将高水平的课程标准与基本生活管理、良好的个人品德以及领导能力相结合。 

Army and Navy Academy 严格采用一套以时间为基准的指导方针来衡量学生教育程度（卡耐基学分和

学生学时指南），此套指南广为美国各大学和学院所采用。每 5-6 个星期便进行评级，以确保能够详细追

踪学生的学习状况，同时保证 Army Navy 的毕业需求皆符合 UC 标准。学院为在校生提供各类学术支持

服务，其中包括日常辅导和考前辅导、自习室、教师值班的夜间办公室、学术咨询计划和学习策略等。 

 

竞技活动 

激励年轻人充分认识自身潜能是本校严格要求的核心任务，每名在校生均可参加任一一项 11 CIF 体

育活动、校内俱乐部或体育教学计划，并为在校生运动员创造机会提升自我形象和加强公平竞争的意识。 

领导能力培养 

学院还为学生提供大量的领导机会。无论是参加学院 20 余家俱乐部中任何一家、或参与 JROTC/领

导力和教育培训计划，每名在校生均可得到锻炼的机会。在诸如此类的密切团体中，Army Navy 的每名在

校生都可以加入确实激发其兴趣的俱乐部。此外，JROTC 作为在校生的基础课程，为高中学生担任领导者

角色提供了准备，与此同时也教育年轻人作为美国公民应如何履行宪法权利、承担责任以及行使基本权利。 

 

住宿生活 

在这单纯的纯男生寄宿学校环境里，学生可以免受因外界纷扰而分心的困扰，更好地进行社交和建立

长期的友谊。在这种安全的环境中，学生可以尽情展现自己，不必忧虑着装或者约会女友被人指指点点。 

学院很重视安全和援助。住宿生活管理员负责其所在部门的 30-50 名在校生，并担任学生的导师/顾

问，在其课外或运动时间之外随时为学生提供服务。 

通常周末允许在校生离开校园并走访亲朋；但是，我们仍鼓励学生留在校内和在本市内自由行动或者

参加周末活动。周末活动种类繁多，其中包括观看电影和前往购物中心、参加激光枪、彩弹射击游戏、参

观博物馆、观看专业体育赛事和游玩水上乐园及主题公园等。 

 

课外活动： 

游泳、举重、设计、跳水、足球、篮球、棒球、田径、射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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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一所融合了领导力培训的大学预科寄宿学校。该校遵循西点教育模式，在校学生可以籍此理解

其生活中的条理性、积极性和纪律性所能带来的益处。超过 100% 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其中许多学生

现就读于常青藤盟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军事院校以及其它优秀的私立学院和大学。 

 

毕业升入院校： 

波士顿大学，科罗拉多州矿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富勒顿，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圣

地亚哥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圣克拉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文，洛杉机，河畔，圣迭戈，圣

克鲁斯，亚利桑那大学等。 

 

 

 

基础课程： 

必修课有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选修课非常丰富，电讯、交通、工业、农业、水

利、建筑、驾驶、商业、时装、食品、环境、经济、法律、文秘、外语、家政、航运、维修等领域，凡是

学生感兴趣或有择业需要的内容，都有相应的课程可供选择。 

 

AP 课程： 

艺术、生物、微积分、 BC微积分、化学、英语、法语、物理、心理学、西班牙语、美国历史。 

 

特殊课程 

乐队、表演艺术和艺术课程 – 优秀的军事院校都要有优秀的军乐团，而 Army and Navy 也不例外。 

Army and Navy 的阿特金森勇士乐队 (Atkinson Warrior Band) 具有悠久的历史。不论在音乐会，阅兵式，

还是游行中，Army and Navy 很自豪自己的军乐团成员成为“学院的音乐大使”。 此外，我们还提供能展

示学生才华的表演艺术课程和艺术工作室课程。 

 

夏季课程： 

Army and Navy Academy 设有两门夏季课程。分别是由 The Academy by the Sea 提供的内容丰富的学

分制 ESL 课程，同时由 Camp Pacific 提供的冲浪/滑板娱乐和 ESL 夏令营课程。此学术课程男女均可参

加，将为学生带来寓教于乐的愉快体验。 

 

 

【概况】 

现在的校址位于加州 Carlsbad,学校距离北面的 San Diego三十五公里，距离南面的 Los Angeles八

十公里。 

卡尔斯巴德（英语：Carlsbad）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县的一座城市，2010年普查人口 105328。

美国陆海军学院(Army and Navy Academy)就坐落在这座小城。 

卡尔斯巴德是坐落在南加州圣地亚哥的北县地区沿太平洋的一个沿海度假城市。卡尔斯巴德位于洛杉

矶南 140公里。高家庭收入和高教育水平，卡尔斯巴德是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最富有的社区之一。它是在

美国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城市的购物，旅游，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201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是 105328。 

全市已草拟条例，保护敏感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成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个这样做的直辖市。 

圣地亚哥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国的第七大城市，位于该州南端圣迭戈湾畔， 南距

墨西哥边境 20公里，市区面积 829平方公里，人口 130万 ，多墨西哥和西班牙人后裔；大都市区包括附

院校特色 

地理位置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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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各海滩和高地等，面积 11020平方公里； 大都市区包括 18个小的城市，总人口超过 280万人。 

 

【气候】 

年平均气温约为华氏 70 度，有几种不同的小气候带。沿海地区气候温和，内陆则冬冷夏热，东部的

高山地带冬季有时下雪，沙漠地区夏季温度高达华氏 100度。总之，该市冬季温暖，夏季凉爽，阳光充足，

降雨较少，年均降水量约为 10英寸。 

 

 

 

IBT 48或 SSAT 2000以上，GPA:3.0以上 

 

 

 

  

院校风光 

入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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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