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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得谷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佛得谷中学 英文名 Verde valley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亚利桑那州 赛多纳 创建时间 1948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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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saz.org/home.php 

联系地址 Verde valley School，3511 Verde Valley School Rd. Sedona, AZ 86351 USA 

 

 

 

 

 

Verde Valley School 成立于 1948 年，

她是一所男女合校提供 9-12年级的高中，位

于亚利桑那州的 Sedona，最近主要城市是凤

凰城。该校拥有注册学生 130人，其中国际学

生约占 38%，其中有 8名亚洲学生，班级平均

人数在 9人左右。在个性化培养和关心学生程

度的排名中列全美寄宿制高中的前 20名（共

有 216所学校）。其中住宿学生为 100人。师资比例为 1：6。该校平均 SAT成绩为 1113（旧版），学校毕

业大学录取率为百分之百。    

Verde Valley School位于 Sedona雄伟壮观的 red rocks边，奇特的自然景观更有助于音乐艺术的发

挥与想象。同时该校在人类学和地理学方面也其独到之处。学校同时提供多种多样的艺术课程，合理的师

资比例也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与老师们交流。 

佛得谷中学于 1948年由两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所创立，是第一所把 IB国际文凭课程作为其

高中课程的寄宿中学。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自创立伊始一直是该校的 DNA。今天，该校 102 个学生中，50%

是国际学生，来自全世界 17 个国家。出色的 ESL 课程帮助国际学生更快提升语言。佛得谷中学提供一个

团结和家庭式的环境，几乎所有学生和 90%的教师均住在校园里。学校所在的塞纳多被誉为“全美最美丽

的地方”和“全美最浪漫的 10个地点”。除了严格的学术课程，学校还提供全面的体育、艺术和休闲娱乐

机会。本校的 SAT平均分为 1850.  

宿舍介绍   

校园内有 7栋宿舍楼，4栋女生宿舍和 3栋男生宿舍。男女生进入对方的宿舍受到监管。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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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施 

学校拥有多样化的音乐室和艺术表演中心，配备 IBM 及苹果电脑的计算机房、网球场、健身房、足球

场、垒球场、竞技场及一个攀岩墙。 

体育设施： 

足球场，室外篮球场，网球场，健身中心，射箭场，马厩，骑环。 

课外活动   

联合国年度发展目标项目、实地考察、马维拉项目、马术。 

运动 

马术、攀岩、山地自行车、重量训练、瑜伽、箭术、舞蹈。 

 

 

 

该校设计了独特的

教学计划，开设了很多

国际化的课程，还可以

提供很多野外旅行，目

的在于让学生感受不同

的文化，学会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因为有 40%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同

时参加一些社区服务活动。 

学校强调自我的竞争而不是同学之间的竞争，力图让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体育活动，劳动，艺术等各

个领域都能充分的开发出自己的潜力，小班授课，每班大约 11 名学生，再加上便利的课外教学，老师会

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优势和弱点，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激发他们各自的潜力。我们的目的是使得和我们

一起生活的每个学生都能够独立的负责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离开我们的时候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良好的

习惯和精湛的技术。 

学校有 120 多名精力旺盛好奇心极强的学生和 24 个才华横溢的老师，使得学校每时每刻充满活力。

在宿舍里，同学们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每个宿舍都有一个很有才能的舍长，同时有一位同龄的宿舍管理

员助理。 

Verde Valley School 每个周末都安排丰富的校内外活动，这些活动都包括经常到本地的商场或购物

中心购物，还能加强文化和体验，并通过户外活动锻炼个人的领导能力。这些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众多校内

外放松及休闲的机会。 

位于旅游城市，生活设施便利；  

学生来自全球 16个国家，国际化视野；  

提供 ESL课程，双录取；  

高二、高三课程中融入本科教学，全美唯一(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ROGRAM)；  

超小班教学，9人一个班；  

毕业生 SAT平均分高于全美水平，保证大学升学。  

毕业生去向(部分)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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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在美国提供国际文凭课程（IB）的 5所私立

寄宿中学之一，就读该校 11和 12 年级的学生可以修读

IB 课程。国际文凭课程科目(IB)有 27 门，其中包括:主

要语言（英语）、个人与社会（历史）、数学、计算机科

学、试验科学 、第二外语（法语及西班牙语）、艺术等。 

AP 课程：无    

IB 课程：11和 12 年级均为 IB课程。 

艺术：素描、摄影、陶艺、优化、表演艺术、戏剧、音乐、吉他。 

第二语言：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中文。 

 

 

 

【概况】 

学校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著

名的旅游城市。人口 1 万 2，旅游

景点以极具当地地貌特征的红色岩

石著称。其中以日出与日落下岩石

的景象为亚利桑那州最标志性的形象。在橡树溪峽谷(Oak Creek Canyon)的漫步参观，这是整个国家最值

得参观的十个景点之一。 

亚利桑那州 (Arizona --AZ) 是美国西南部 4个州之一。是第 48个加入美国联邦的州。它东接新墨

西哥州，南与墨西哥共和国毗连，西隔科罗拉多河与加利福尼亚州相望，西北界内华达州，北接犹他州。

首府菲尼克斯(Phoenix)。  

教育发达。最著名的是亚利桑那大学，创立于 1885年，校园在图森。另外在首府西南之坦佩及以北

之弗拉格斯塔夫，各有一所州立大学。 全州公路线长约 5 万公里。飞机场有 100 多座，国际机场设在首

府菲尼克斯、图森及尤马。 州内有国家公园、国家森林、野生动物保留地和其他各胜古迹 34处，旅游业

收入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旅游区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彩色沙漠、石化森林及陨星坑。 

【气候】 

由于地势起伏剧烈，全州气候变化很大。冬季科罗拉多高原有些地区凉爽，有些地区寒冷。位于中部

偏北的弗拉格斯塔夫，1月平均气温是－3℃，7月平均气温是 19℃。位于南中部的首府菲尼克斯 1月平均

气温 11℃，7月平均气温 33℃。云量稀少，晴天较多，全州年降水量在 330毫米左右，高峰地区年降水量

较多。 

 

 

 

SLEP 55，GPA 2.5 

 

 

 

 

地理位置 

入学要求 

院校风光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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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