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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湖预科学校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玛丽湖预科学校 英文名 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佛罗里达州 玛丽湖 创建时间 1999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700多人 

院校类型 寄宿男女合校中学 是否有分校 否 

官方网址 http://www.lakemaryprep.com/ 

联系地址 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650 Rantoul Lane，Lake Mary, Florida 32746 USA 

 

 

 

 

美国玛丽湖预科学校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玛丽湖，临近奥兰多。学校成立于 1999年，占地

48英亩，各种设施齐全。开设 Pre-K到 12年级的

课程，招收 3岁至 18岁的适龄学生。2007年加入

梅里塔斯教育集团。现有学生约 700 人，师生比

例为 1：21。 

学校的宗旨是希望在一个安全而积极向上的

教育环境中，充分激发出每一个学生的潜力，为

学生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

学校强调学生的独立性与责任感，关注学生的自

信和自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使学生获得全方

位的发展。 

此外，为了达到学生五育并重的目标，玛莉湖中学 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 不断得提升课程

的深度和广范性，设备的更新也是不遗余力得进行着，多样性的课外活动和体育项目，玛莉湖中学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目的则是要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社交能力、领导风范和团队精神。国际学生方面，玛

莉湖中学 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 提供了 ESL 课程，让他们在上大学以前，能够有稳固的语言能

力。同时，玛莉湖中学 Lake Mary Preparatory School 提供 AP 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荣誉课程

给学生进修，相信在这里就读必定的学生，绝对可以获益良多。 

奥兰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加上学校科学的设置体育课程，使得玛丽湖预备学校成为学生运动的天堂，

学校拥有室外跑道，田径场，棒球场以及五个网球场都有泛光照明。奥兰多全年气候温暖，每天平均日照

时间 8小时，这为训练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日落之后，有泛光照明的校内场地和设施让学生可利用温暖的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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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进行更多的体育锻炼。 

学校附近是一个维护良好的公园，公园里还有一个棒球场，更多的网球场，一个水上公园和一个滑板

乐园。直接穿过校园就是一家 18洞高尔夫俱乐部，距离学校 3千米外有另一家高尔夫俱乐部。 

秋季：保龄球，越野，足球，高尔夫，游泳&潜水，排球 

冬季：篮球，足球 

春季：棒球，长曲棍球，垒球，网球，田径 

学校设施    

学校呈正方形，教室环绕着 JYM，有足球场，篮球场。当然奥兰多以一系列有趣的主题公园著称，包

括环球影城，迪斯尼世界公园，狂野水世界，海洋世界，冒险岛，动物王国等许多地方。除了这些地方以

外，奥兰多距东海岸仅有 45分钟的车程。在这里还可以看到肯尼迪太空中心。 

丰富的课外课程供学生选择    

l 运动：高尔夫、足球、排球、网球、越野等；    

l 艺术：平面设计、陶艺、播音、音乐、舞蹈等；    

l 社团：学生会、校报团、象棋团等；    

l 出游：参观大学、迪士尼、海洋世界等；    

住宿    

学生住在校内的宿舍里，环境舒适，设备齐全，每个房间都配有网线，网速非常慢。学校安排 8名学

生共住一间，每栋宿舍最多安排 28名。每个公寓都有看护老师照顾学生每天的生活起居。2011年将会有

一个新宿舍，所有人住一起，男生女生分隔开。 

 

 

 

为学生提供奖学金   

小班化的教学                        

高年级教学楼装有无线网络                                                    

完善的课程设置 

数字化教学，抛开沉重的书包                    

有特色的外语教育，西班牙语，拉丁语，中文等 

近年毕业生升学名校榜（部分院校）: 

埃默里大学 (18)                范德堡大学 (18) 

卡耐基－梅隆大学 (22)          维克森林大学 (28) 

华盛顿大学 (41)                宾州州立大学（47） 

乔治华盛顿大学 (53)            佛吉尼亚理工大学 (71) 

密西根州立大学 (71)            密歇根州立大学（71）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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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设个性化的大学预备课程，组建大量的竞技体育队伍，开设数学技术课程和艺术课程以及发展

其他一系列可以帮助学生发展其才能和品质的机会与活动。课程设置：英语，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历史，

世界语言，数学，体育，科学 

l 外语课包括中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 

l AP 课程（12 门）：英语文化与写作，英语语言与文化，欧洲历史，政府，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统

计学，微积分，生物，化学，物理，西班牙语。 

 

 

【概况】 

    奥兰多位于美国佛罗利达州的中部，是

世界上最好的休闲旅游城市之一。奥兰多市

区有多个面积不小的湖泊，市区的街道也非

常的干净，原住这里居民也非常的友善，而

且这里的气候温度也是旅行、露营、水上活

动、蜜月及家庭旅行的最佳去处，每年到奥

兰多旅游的游客约 2600 万以上。 柑橘类水

果大集散中心。冬季避寒地。 

奥兰多拥有与洛杉矶迪斯尼齐名的世

界上最大的迪斯尼乐园，在 Lock Haven 区

内还有奥兰多艺术博物馆、橙县历史博物馆

及附近的哈利花园，美国境内最大的的海洋

世界也位于奥兰多，值得一提的是由华纳兄弟与环球影城公司合作兴建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它就

位于两大电影制片商在奥兰多面积达七百八十七英亩的主题公园内，另外还有老少皆宜的主题乐园，如华

德迪士尼世界、环球影城、冒险岛乐园及无数的旅游景点，造就了它在美国人心中最最佳观光地位之一。

奥兰多景点美，就美在它的多彩、新奇、动感，还有那宜人的温馨。奥兰多虽小，小城中却有大世界。 

【气候】 

学校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北部，距离奥兰多 20 分钟车程，距离全球最大的迪斯尼乐园 40 分钟车

程。学校占地 15多英亩，交通方便，距离奥兰多国际机场仅 40分钟车程。学校所在地奥兰多的一大优点

是全年都有阳光明媚的温和天气。正如其"阳光之州"的绰号所言，佛罗里达州中部保持着令人舒适的 22.2

摄氏度的年均气温，气候宜人，四季如春。 

 

 

 

SLEP 55，GPA 2.5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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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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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