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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米尔预科学校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温德米尔预科学校 英文名 Windermere Preparatory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佛罗里达州 温德梅尔 创建时间 2000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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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ermereprep.com/ 

联系地址 
Windermere Preparatory School，6189 Winter Garden-Vineland Rd，Windermere, FL 

34786 USA 

 

 

 

 

 

温德梅尔预科学校（Windermere Preparatory School）建立于 2000年 5月。学校座落于佛罗里达州

的温德梅尔，距离奥兰多 15 英里，距离举世闻名的迪斯尼乐园不过 15 分钟的路程。学校占地 48 英亩，

各类设施齐全，使学生在周末或下课后，可以在周围优美的环境中得到充分的休憩。学校现有学生 755人，

设有从 Pre-K到 12年级的多个年级课程，此外还提供丰富的运动项目和课外活动。 

学校的宗旨是为学生将来的成功和自我实现铺路，希望塑造出一批知识渊博而富有社会责任心，并且

愿意终身学习的学生。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学校还努力将学生造就成为一个诚实，正直，自尊而积极向上

的人。学校拥有非常专业的，并且热衷于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员工，致力于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学校

的学生人数从建立之初的 184人猛增到了现在的 755人，但学校仍然坚持小班化的教育，每个班级人数从

不超过 20，这保证了每个学生都能受到老师足够的关注，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践和表现。 

温德米尔预科学校被美国南部独立院校协会所认可，同时是 Meritas 国际家庭学校组织的成员。在

Windermere Preparatory School 的学生可期待一个精彩及丰挑战性的学习课程。学校务求让学生通过学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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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课程与课外活动好好配备其知识库，成为终身学的习者，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能随机应变、取得

成功。学校提供大学预备课程，以 English, Mathematics, Foreign Language, Science, History, and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主要范筹作教学核心。 

校园设施: 

温德米尔校区形成了“社区”格局，每个“社区”由三幢建筑组成。低年级部有两个社区，中年级部

和高年级部拥有它们各自的社区。每个社区配备有各种体育设施，包括负重训练室、学校商店、咖啡馆、

更衣室、运动员办公室和健身房，此外，校区内还设有一个餐厅、两座知识中心(图书馆)、两个计算机实

验室、各类艺术工作室、钢琴室、乐队练习室、合唱室、田径场、游泳池、篮球场、垒球场、棒球场和网

球场。 

校园住宿: 

周边村庄的宽敞宿舍为住校学生提供住宿，学生共用舒适的卧室，通常是 2-4人房，宿舍内布置得温

馨舒适，并为每位学生预留了电脑上网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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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为他们的功课和学生

生活提供帮助。 

学校体育运动： 

棒球，篮球，足球，高尔夫，游泳，曲棍球，美式足球，田径，网球，排球。 

学校俱乐部： 

学生政府、全国优秀学生协会、全国高中至大二数学荣誉学会(Mu Alpha Theta)、全国优秀艺术类学

生协会、高中文学期刊、仁人家园分会、演员协会、言辞与辩论(法庭用语)、戏剧社团、校报、水肺潜水

俱乐部、国际俱乐部、活力俱乐部、电影俱乐部和啦啦队。 

周末生活： 

周末学生各自有不同的安排，包括娱乐、休息、各种活动、日常杂物和功课。学生在周末可以享受丰

富多彩的活动。当地景点有世界著名的主题公园，包括迪斯尼世界、海洋世界、布希园、环球影城公园和

多座水上公园等。临近的旅游景点还有肯尼迪航天中心、德通纳国际赛道、当地海滩和鳄鱼乐园，全年为

学生提供各种娱乐选择。 

 

 

 

美国 100最佳私立中学排名第 4。 

师生比例 1:4，小班教学，可照顾到个人需求，更有利于开发学生的特长和潜能，帮助学生实现和表

达自我。 

国际生数量少，学生能浸入全英文学习状态，更快提高英语能力 

师资力量优秀，高标准的教学质量，课程多样，可选 AP课程，为申请大学增加竞争优势 

丰富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毕业生录取学校 

院校特色 



SLB 美中教育文化交流 - 加州硅谷 Since 2003                                              www.sinolanguage.org 

 

美国全国免费电话:  (866)WITH-SLG (9484-754)    中国免费直播美国: 950-4041-6409    电邮：info@sinolanguage.org     3 / 10 

 

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埃默里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维

克森林大学、迈阿密大学、耶和华大学、波士顿大学、贝勒大学、佛罗里达大学、西北大学、佩珀代因大

学、梅西大学、英国利兹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等。 

 

 

温德米尔预科学校并不像其他学校一样只强调学生的成绩水平，学校也一直保持着培养学生正确的道

德意识以及正直作风的宗旨。在温德米尔预科学校里的学生可以通过学习生活激发自己的潜能，更好的为

进读大学做好基础。 

温德米尔预科学校被美国南部独立院校协会所认可，同时是 Meritas 国际家庭学校组织的成员。在

Windermere Preparatory School的学生可期待一个精彩及丰挑战性的学习课程。学校务求让学生通过学术课

程与课外活动好好配备其知识库，成为终身学的习者，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能随机应变、取得成功。

学校提供大学预备课程，以 English, Mathematics, Foreign Language, Science, History, and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主要范筹作教学核心。 

课程设置 

基础课程：艺术，体育，英语，历史，数学，生物，化学，外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社会

研究 

提供 ESL语言课程以及大学先修课程(AP)和荣誉课程。 

选修课：天文学、陶瓷制作、合唱团、电脑科技、戏剧、宝石鉴赏、商务和股票入门、新闻学、音乐

表演、体育、机器人技术、划船、演讲和辩论等 

 

 

【概况】 

学校座落于佛罗里达州的温德梅尔，

距离奥兰多 15 英里，距离举世闻名的迪斯

尼乐园不过 15分钟的路程。学校占地 48英

亩，各类设施齐全，使学生在周末或下课后，

可以在周围优美的环境中得到充分的休憩。

佛罗里达东南部以它少变的天气著称，这儿

的气温从来不曾低于 10 摄氏度。北布罗沃

德预备中学的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度过火热

或温暖的秋季、温和的冬季、温暖或炎热的

春季和炎热的夏季。学校附近也有许多购物

中心和餐馆。由于佛罗里达四季温暖潮湿，

是冬季避寒的好去处。因而名人们争相在此

购买豪宅，不但如此，动辄上千万美金的游艇也很常见。劳德代尔堡这座小城很精致，城中有个区域是由

纵横交错的水道连接，所以被称为“美国的威尼斯”。 

佛罗里达州 (Florida -- FL) 是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州。位于东南海岸突出的半岛上。东濒大西洋，

西临墨西哥湾，北与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接壤。佛罗里达风景最亮丽的棕榈海滩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天堂

之一，适宜的气候、美丽的海滩、精美的饮食、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即使是最挑剔的游客，在棕榈海滩

也能满意而归。每年的四月，棕榈海滩的艺术活动是最丰富多彩的，包括各种海滩工艺品展览，其中于 4

月 4日启动的棕榈海滩爵士节以展示美国最杰出的爵士音乐而赢得了艺术爱好者的. 

【气候】 

佛罗里达的夏季漫长、温暖而潮湿。除了偶尔从北方吹来的凉风与冷空气，冬季通常都很温和。由于

地理位置 

院系设置及专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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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墨西哥湾的暖流以及盛行的南风吹拂，东南沿海以及佛罗里达群岛冬季十分温暖。在佛罗里达北部，一

月时的平均温度是摄氏十二度，七月则是二十八度。在佛罗里达南部，一月时的平均温度是十九度，七月

则是二十八度。佛罗里达全州每年的平均降水量为 128 到 166厘米之间。飓风相当少见，最常出现的月份

是在六月到十月之间。 

 

 

SLEP 55，GPA 2.5 

 

 

 

 

 

入学要求 

院校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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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料由美国 FLS教育集团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