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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切索兰诺私立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澜切索兰诺私立中学 英文名 Rancho Solano Preparatory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 创建时间 1954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1700多人 

院校类型 寄宿男女合校中学 是否有分校 是 

官方网址 http://www.ranchosolano.com/ 

联系地址 Rancho Solano Preparatory School，5656 E. Greenway，Scottsdale, AZ 85254 USA 

 

 

 

 

澜切索兰诺中学提供从学前到高中的教

育，在 5个校区内提供加速课程。自 1954年

以来，该校就在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培养学

生，提供卓越教育。澜切索兰诺中学的学生有

责任感、懂礼貌、体贴且成绩优秀。澜切索兰

诺中学由美国私立中学协会 (NIPSA)和

AdvancED 认证，提供国际文凭课程和大学预

备教育。它同时属于梅里塔斯学校联盟，并服

务于大凤凰城区域的家庭。本校 SAT平均分为

1623。国际生比例为 28%。 

澜切索兰诺私立学校坐落于亚利桑那州

首府凤凰城郊外的一个富有魅力的安全社区，

距离圣地亚哥 5个多小时车程。学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培养环境，教学专注于提供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校

是由校长泰迪博士于 1954 年创立，这所学校对学生积极性格的塑造和对优秀学习成绩的培养两方面的良

好结合，而富有盛名。学校拥有 1700名学生，分布在 5个美丽的校区。 

学校的老师提供的课程，来源于它 50年执教经验所总结出来的方法。提供 AP课程：微积分、物理等，

还有 ESL 和 IB 国际学士学位课程。同时还提供升学指导服务，帮助学生申请理想的大学。教学的最终目

标是对学生因材施教，并且把学生的潜能发挥到最大化。泰迪博士对每个老师的要求是“育人无止境”，

并且发扬校训“澜切五大精神”-成功，尊敬，关怀，责任，礼貌。 

学校俱乐部： 

澜切索兰诺私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学生政府来参与制定校园政策，还可以举办学术活动、参加全国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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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生协会和全国优秀少年协会，通过学校委员会支持各种社区服务项目，我们的特使项目和学生组织

的各项活动，包括学生商店和小吃部，为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提供了大量机会。 

学校环境: 

澜切索兰诺私立学校拥有 5个美丽校区，全面的课程设置结合了加速学术课程和丰富的艺术、科学、

技术和体育课程学习。学生可以参加音乐、视觉艺术、科学实践、多种外语、计算机技术、戏剧课程，以

及竞技和非竞技体育联盟 

宿舍介绍   

学生宿舍是位于附近的家庭式住宅，空间宽敞，与舍监同住。2-3 名学生共享一个房间。房间布置温

暖，内有网络接口。宿舍内有休息室、娱乐室、会议室/书房、简易厨房和早餐区供学生享用。宿舍内还

设有接待学生家庭的家庭房间、娱乐活动室、会议/自习室，茶水间和早餐室。娱乐活动室里配备了电视、

电话和各种娱乐设施，住校学生可以体验到休闲舒适和趣味盎然的生活。每一幢学生宿舍都住有一位舍监，

负责监管住校学生，并为他们的功课和学生生活提供帮助。 

学校活动   

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发展自身领导力的舞台，比如社区服务，体育竞赛，和学生自治会。性格塑

造教育是人生的基石，也是学校教育的关注重点。老师们，教练们和导师们关注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帮助

每个学生建立健全均衡的个性，同时塑造他们立志服务大众和具有领导力的心灵。学生们也会有时间开发

他们特有的兴趣爱好，他们可以参加活动班和各种艺术小组，舞蹈科技，语言，音乐，管弦乐俱乐部。    

任何一个澜切索兰诺校区，学生都会发现这里的学生是快乐而活跃的集体，都怀着学习的热诚；而老

师们发掘学生的优点，带着对学校和学生的热情去辛勤地耕耘。 

运动   

橄榄球、越野、拉拉队、篮球、棒球、高尔夫球、网球、排球 

课外活动   

学生政府、全美优秀高中生联盟、社区服务、学生大使 

 

 

 

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发展自身领导

力的舞台，比如社区服务，体育竞赛，和学生

自治会。性格塑造教育是人生的基石，也是学

校教育的关注重点。老师们，教练们和导师们

关注学生们的身心健康，帮助每个学生建立健

全均衡的个性，同时塑造他们立志服务大众和

具有领导力的心灵。学生们也会有时间开发他们特有的兴趣爱好，他们可以参加活动班和各种艺术小组，

舞蹈科技，语言，音乐，管弦乐俱乐部。任何一个澜切索兰诺校区，学生都会发现这里的学生是快乐而活

跃的集体，都怀着学习的热诚;而老师们发掘学生的优点，带着对学校和学生的热情去辛勤地耕耘。 

毕业去向（部分）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杜克大学 纽约大学 波士顿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东北大学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乔治城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罗格斯大学 康乃尔大学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圣心学

院 达特茅斯学院 密歇根州立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 

 

 

澜切索兰诺私立学校为学生提供综合全面的课程，结合了高级 学术课程和大量的艺术、科学、工艺

技术和体育课程。学生可参加音乐、视觉艺术、实践科学、外语、计算机技术、戏剧等活动以及竞技与非

竞技类体育联赛。 

院校特色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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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欢迎的课程 

澜切索兰诺私立学校为学生提供综合全面的课程，结合了高级学术课程和大量的艺术、科学、工艺技

术和体育课程。学生可参加音乐、视觉艺术、实践科学、外语、计算机技术、戏剧等活动以及竞技 与非

竞技类体育联赛。学校目前正申请成 为国际文凭组织学校（IB）。同时提供英语语 言准备课程。 

高中课程：英语/人文，数学，科学，社会科学，世界语言，艺术选修课，其他选修课，体育 

AP 课程：学生可在 12 年级末参加 AP 考试    

艺术：IB 视觉艺术、素描和绘画、陶艺、艺术欣赏、珠宝制作、版画、音乐理论、合唱队、乐队、音

乐欣赏 

IB 课程 

澜切索兰诺是大凤凰城地区唯一获得国际文凭授权的私立学校。我们的 IB 课程为学生在大学或者更

高领域取得成功做准备。我们提供小班授课，训练有素，充满激情的教师为 9和 10 年级学生提供 IB的预

备课程。澜切索兰诺秉承 IB 课程的理念和目标。文凭课程的学生学习 11 和 12 年级六门核心课程。科目

以标准课程和高级课程教授。学生可参加三门标准课程和三门高级课程。 

 

 

【概况】 

凤凰城是美国最大的首府城市之一，人口超过其他州首府及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凤凰城的面积居

全美首府城市的第三位，仅次于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和俄克拉荷马州首府俄克拉荷马市。凤凰城位于亚利

桑那州中部，其所在地亦被称为盐河河谷或太阳山谷。 

凤凰城的公立教育体系由超过 30个学区组成。凤凰城联合高中学区负责凤凰城大部分公立高中的运

作。此外也有部分特殊学校。凤凰城的主要高等教育机构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SU)），其主校区位于坦佩，在凤凰城,Glendale和 Mesa设有分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全美最大的公立

大学之一，2004年共有注册学生 57,543人。 凤凰城另有十所社区大学和两个技能培训中心，提供成人教

育和职业教育。 

【气候】 

凤凰城气候干燥，年平均温度居全美主要城市之首，属热带沙漠气候。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只有波斯

湾附近的一些城市，如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德和伊拉克的巴格达年均温度超过凤凰城。凤凰城平均有 85%的

时间可以接受日照但降雨偏少。 

【交通】 

凤凰城的主要机场为菲尼克斯天港国际机场（亦称：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Phoenix Sky Harbor 

International Airport ）Template:Airport codes，该机场位于凤凰城都会区的中心，毗邻多条高速公路的交汇

点。在全美机场繁忙程度的排名中，天港机场位列第七；在世界机场进出港旅客排名中位列十四。 

威廉姆斯关口机场（Williams Gateway Airport）Template:Airport codes，位于凤凰城都会区的 Mesa，该机

场也提供商业航空服务。 

其他主要为私人飞机和小型飞机服务的机场有凤凰城鹿谷机场（Phoenix Deer Valley Airport）

Template:Airport codes，该机场位于凤凰城西北的鹿谷地区。此外凤凰城周边也有其他类似的小型机场。 

凤凰城的公共交通主要包括公共汽车和接送服务。 

 

 

 

SLEP 55，GPA 2.5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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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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