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erbury School of Florida
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校
www.canterburyflorida.org

Niche A+
• 海洋学研究：世界上第一个库斯托潜
水的合作学校，拥有供海洋学习的
库斯托（Cousteau）中心，SCUBA
俱乐部；
• 丰富的夏令营项目：100 多个主题
夏令营，涉及科学、技术、美术、体
育等方面；
• 大学升学辅导：学校 9 至 12 年级都
有严格的升学辅导流程；
• 导师项目（CAP）：为每一位在校生
匹配一名导师，这位导师将作为学生
今后四年寻求帮助和指导的重要资源。

基本信息
学校类型：私立、混校
宗教背景：圣公会
建校时间：1968 年
年级：PreK-12 年级
学生人数：500 人（9-12 年级 175 人）
班级平均人数：14 人
高级教师比例：60%
师生比例：1:6
国际学生人数：6-8 人 (3 人来自中国 )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是否与剑桥寄宿项目合作：是
学校地理位置
校址：990 62ndAvenueNE, St. Petersburg, Florida,33702
所在州：佛罗里达州
周边主要城市：坦帕（15 分钟车程）
附近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全美排名 #50）
气候：夏季温暖湿润，冬季温和。
目的地机场：坦帕国际机场（TPA）
学校位于佛罗里达州第四大城市圣彼得堡。佛罗里达昵称是“阳光之州”，
圣彼得堡则被称为“阳光之城”，拥有北美第三大海滨公园系统，其中
最著名的是圣彼得堡码头，延伸进入坦帕湾 800 米，离学校也很近。作
为坦帕湾都会地区的一部分，圣彼得堡拥有 270 万人口，每年平均有
360 天日照。圣彼得堡市中心有许多历史性建筑，包括 600 街的艺术区，
那里有很多的美术馆、商店、特色美食和兼容并包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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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荣誉与高级课程 43，AP 课程 24
高等数学和科学课程
微积分 AB

生物 *

化学 *

微积分 BC

环境科学

物理学 C

统计学

物理学 B
高等人文学课程

英语语言

法语语言

人文地理学 *

室内艺术：2D

艺术史

西班牙文学

英国文学

心理学 *

西班牙语

室内艺术：3D
海洋研究

教育科技

Pierre-Yves Consteau 是 著 名 传 奇 海 洋 探 险 家 Jacques

科技不仅仅是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校的一门课，为帮助 PK3-

Cousteau 的儿子。2012 年 1 月他宣布坎特伯雷学校成为世

12 年级的学生进一步探索每一个科目，它还被编入我们的课程

界上第一个库斯托潜水的合作学校。库斯托海洋研究中心占地

中。我们的理念是让学生们接触到现实生活，将他们的课堂内

260 平方米，设备先进，为坎特伯雷所有学生提供良好的海洋

容与数字技能组合联系起来。我们的愿景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能

学学习环境。Pierre-Yves Consteau 本人曾多次到访学校，与

学会用有力的道德方式管理数字工具，用以实现他们的教育目

老师和学生见面。他曾和坎特伯雷 14 名学生一起去圣彼得堡海

标，并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不会为了技术而堆

湾的滩礁进行深海潜水。该中心的学习实验室有教室和实验室

砌技术；我们努力确保最有效、最合适的技术工具能够帮助哪

空间、触摸水箱、罗非鱼水箱、计算机实验室和一个互动智能

怕是最年轻的学生。因此，我们的学生都是聪慧、有见识、有

白板。一艘划艇、23 英尺长的海湾船、3 个接触水族箱（里面

礼貌的技术用户。每一个校园的技术整合专家与全体教员配合，

养着螃蟹、海星、鱼虾和被囊动物等），这些激发了学生们对

寻找和评估资源，并计划和实施丰富的数字课程；数字公民是

于当地海洋环境的喜爱。学生们在墨西哥湾探寻生物多样性并

我们课程的优先事项。

进行分类，为海湾编写野生生物指南，通过数据记录器监测水质。

• 创客空间
• 1:1 程序 / 数字教科书

国际研究

• 交互式图书馆

每年，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有许多机

• STEAM 课程和编程

会去世界各地进行激动人心的旅行。从在洪都拉斯和巴哈马的
潜水和海洋研究探险，到摩纳哥的国际电影节，或者哥斯达黎

大学升学辅导

加的服务之旅，我们竭力让学生有机会塑造全球公民的形象。

• 9 年级：学生将参加高中课程及 GPA 相关的短期学习，学校

我们为课程注入全球学习经验，比如我们每年去两次摩纳哥的

的新生重点项目包括高级学生小组，以及与大学招生官共同

姐妹学校，让学生们能够参与到校园和社区之外的世界。

进行的模拟录取工作坊。项目包括：“做你想做的”、学生
和家长都可以参与的“从你现在的地方到你想去的地方”、

美术和表演艺术

还有很多大学招生见面会和 PSAT 考试辅导。

经验学习的概念——我们教育哲学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
美术和表演艺术项目中最为明显。在将近 50 年的时间里，佛

• 10 年级：包括发掘个人优势的工作坊、就业兴趣分析、大
学招生见面会、PSAT 辅导和佛州本地大学的参观活动。

罗里达坎特伯雷的学生们探索了音乐、视觉和表演艺术，通过

• 11 年级：除了丰富的项目，学校还提供大学咨询课程，侧

参与社会演出发展技能、培养信心和合作精神。用回收材料建

重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反省、筛选大学、准备 SAT/ACT 考试、

造一个 9 英尺高的鹈鹕，为一场国家表演服装设计比赛缝制一

大学申请材料、撰写大学申请文书、个人简历、以及大学参观。

件衣服；在全国有色人种大会上为 3500 名观众演奏小提琴，
重塑 Keith Haring 的社区假日卡——这些只是我们鼓励学生们

• 12 年级：每年 8 月份的申请下午茶时间，将安排家长、学
生的单独会面，大学招生官校园访问，SAT/ACT 辅导。

通过贯穿整个学年的各种各样的表演、艺术展览和音乐会来超
越舒适区的方式。一旦发现学生的艺术热情，我们就会在高中
通过大量艺术课程 ( 包括大学先修课程 )、相关俱乐部以及表演
和展览的机会来加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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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
大学录取率 100%
SAT 平均 1160，ACT 平均分 25.2
排名 *

学院和大学名称

1

哥伦比亚大学

5

杜克大学

11

达特茅斯学院

11

布朗大学

11

康奈尔大学

14

范德堡大学

14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18

莱斯大学

21

埃默里大学

2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30

弗吉利亚大学

32

维克森林大学

37

密歇根大学

40

波士顿大学

40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46

纽约大学

46

罗切斯特大学
2018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

课外活动
俱乐部 30+
体育活动 12，参与率 81%
俱乐部
水族馆俱乐部

皮划艇俱乐部

国际象棋俱乐部

国家荣誉社团

合唱团

新闻摄影和艺术俱乐部

文化多样性社团

舞会协会

数码媒体制作俱乐部

回收资源队

进阶研习会

轻便潜水冒险队

法语俱乐部（法语荣誉社团）

模拟联合国

拉丁荣誉俱乐部

学生会

瑜伽俱乐部

世界语俱乐部

环境俱乐部

西班牙语荣誉社团
体育活动

拉拉队（女）

排球（女）

越野（混合）

篮球（混合）

橄榄球（男）

足球（混合）

高尔夫（混合）

棒球（男）

游泳

垒球（女）

田径（混合）

网球（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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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设施
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校是一所 PreK-12 年级的学校，分为两个
校区，一个是 PreK-4 年级的校区，另一个是 5-12 年级的校区（即
Knowlton 校 区）。Knowlton 校 区 占 地 19 英 亩，2011 年 1
月学校投资 300 万美元完成并建造了面积 18000 平方英尺的高
中教学楼。此外，还有无底支撑的美术楼和供海洋学习的库斯
托（Cousteau）中心，学校的硬件设施非常现代化。库斯托中
心在美国高中同类设施中是独一无二的，占地 2800 平方英尺，
包括教室、研究室和触摸水箱（浅水区水箱，可让学生与原生
态海洋生物互动接触），还有一个户外区域，可以养鱼和为康
复的海洋动物种植水培植物。校园的水道直通坦帕湾。
学生荣誉及奖项
• 3 名 12 年级学生获得 AP 学者奖。1 名学生获得 AP 荣誉学
者奖，2 名学生获得 AP 杰出学者奖。

海洋科学先驱

• 国家垒球冠军 2017，2014，2013，2011

2012 年，我校成为第一个和库斯塔潜水合作的学校，肯定我校

• 2015 年，4 名高年级生受邀参加埃克德学院研究讨论会，

在海洋科学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库斯塔潜水是由雅克库斯塔创

为他们对当地宽吻海豚总量的研究做现场展示。海洋生物课

建的组织，他是现代海洋科学之父，是深海潜水设备“水肺”

程和海豚研究俱乐部的高年级学生搭乘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

的开拓者。

校的校船去观察宽吻海豚并为它们拍照。
• 2016 年的“遥控车队”( 水下遥控 ) 在佛罗里达的遥控比赛
中赢得了第一和第二名。

知名校友
• Dr.Ursula Nawab 曾在 2010 届校友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Ursula 毕业于南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本科学位，

成功故事

之后获得波士顿大学工程学院硕士学位。她目前是德克萨斯

• 目前的 12 年级生 John 在剑桥联盟项目中已经三年了。他

大学新生儿小儿科的助理教授。

被很多大学录取了，他决定秋季前往东北大学学习。他被东

• Lora Saalman 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一直在坎特伯雷学校就读，

北大学的一个商科类专业录取了，他将在大学第一年选择一

1991 年毕业。目前她常驻在北京，是卡耐基基金核政策项

个地方进行国外学习。他研究了在蒙特利特、布拉格和伦敦

目的同事。她的研究重心是中国核武器和防扩散条约，还有

相关的项目，了解了更多不同的选择。John 对于接下来的

中印战略关系，链接卡耐基北京和华盛顿的工作。她在清华

机会感到非常兴奋，很高兴自己在这里有这样一个不错的体

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是清华大学第一个获得国际关系博士

验，并且一直有剑桥联盟的支持。

学位的美国人。

• 剑桥学生 Mino 今年被授予了公民奖，每期每个年级只有一
名学生可以获得该殊荣。真的是很棒的荣誉。同学和老师会
提名学生这个奖项，并且需要回答他们提名学生为何能获得

学校资质认证
• 佛罗里达坎特伯雷学校由佛罗里达独立学校委员会认证，同

这个荣誉。这些学生展现出优秀的领导力、责任心、服务意
识、合作精神，以及热忱。据 Ms. LoDico 所言，Mino 在

时也是全国独立学校协会 (NAIS) 的成员。
• 2015 年，学校从坦帕湾河口项目拨款中获得 5000 美元，用

海豚研究俱乐部有积极影响力，积极参与到收集数据的任务

来让学生们开发一个坦帕湾航标，该航标可以记录海洋数据，

中。同学们都说她认真、友好、温和且亲切。Mino 对每个

如温度、盐度等等。

人都很友好，她会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她对自己取得

• 2015 年的一期《起源》杂志将坎特伯雷学校的海洋研究主

的成就也很谦虚。她总是笑容满面，她的快乐会感染他人。

任 Jenna(Cummings)LoDico，列为他们的 100 位海洋英雄

Mino 在这里有精彩的第一年，她也期待获得更棒的体验。

之一。

国际生入学费用
2018 -2019 国际生费用（包括学费、住宿费、英语语言辅导费）：$50,710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I-20 签证手续费 $250；新生指导费 $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项目选修费和健康保险费；
* 国际新生指导费包括在中国举行的为期 2 天的行前指导和抵达美国以后在美国学校举行的新生指导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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