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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蒙特私立中学 2013 年度院校介绍 

 

 

中文名称 费尔蒙特私立中学 英文名 Fairmont Private School 

所在城市 美国加州 安纳汉 创建时间 1953年 

院校性质 私立 规模及人数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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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school.org/ 

联系地址 Fairmont Private School，2200 W Sequoia Ave，Anaheim, CA 92801 USA 

 

 

 

 

 

1953 年创校于加里佛尼亚州橘郡安纳汉市的费尔蒙特中

学，一共有 6 个校区，校园刚好位于安纳汉市 (Anaheim)的中

心，地理位置上很接近洛杉矶及圣地亚哥。费尔蒙特预备学院

（高中部）是一所获得美国西部院校联盟承认的高中，服务整

个南加州的本土学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具有多

年接受和培育国际学生的经验。费尔蒙特拥有顶尖的教师团队，

高级学位和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平均 14 年教学经验的雄厚师

资，从 2012年秋季入学开始导师与学生比例为 85:1，高度个性

化的课程，良好的校风，以及全球视野。 

费尔蒙特有一个国际化的 Homestay管理团队，到今年年底

将总共会有 7 名全职的员工在这个团队工作，为学生提供最好

的 Homestay服务。尤其在住宿家庭的选择上，费尔蒙特对申请

承担 Homestay 的家庭有着严格的筛选，对背景的调查甚至借鉴了 FBI 的信息，从递资料申请到电话面试

和家庭实地走访，每个环节都是为了保证每个国际学生在费尔蒙特学习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住宿和生活环

境，更快更好的融入美国的文化。 

费尔蒙特国际学院：7- 11年级 （每年 1月和 9月开学） 

费尔蒙特国际学院欢迎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学院提供一年制，多层次的密集ＥＰＬ（英语作为主要语

言的）课程，为学生进入美国一流的中学做准备．学生将体验到最佳的学习经历，通过密集文学分析课程、

阅读理解和写作课程掌握英文。除此之外，费尔蒙特还提供系统的数学课程，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研究、

美国历史、音乐、艺术、戏剧和体育等课程，这些课程都为学生提供有力的语言准备，协助他们将来升读

院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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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美国中学。 

ＥＰＬ课程还包括文化浸儒活动，比如美国假日庆典活动，文化短旅，提高学生对美国文化的理解。

对于喜欢本地美国家庭的学生来说，还可加入费尔蒙特的寄宿家庭计划。费尔蒙特国际学院竟ＷＡＳＣ（西

方学校和学院协会）认证，从国际学院毕业的大部分学生继续就读于费尔蒙特预备学院。 

费尔蒙特预备学院：9－12年级（每年 9月开学） 

费尔蒙特预备学院位于历史悠久的安纳汉市，是一所受ＷＡＳＣ认可的高中学院，吸引着来自南加州

乃至全世界的学生。经过多年的完善，费尔蒙特有别以往，已为学生提供非凡的学习体验，帮助他们进入

大学做充分准备。对于课程和教育方式，学生随时都有新的选择。学院开设如下课程：医学和工程强化课

程，国际文凭ＩＢ课程、大学先修课程(AP)、高级数学以及大学预备课程，费尔蒙特预备学院新校区散发

着蓬勃生气，又 55个社团，16种ＣＩＦ运动以及一流的艺术表演节目。 

得益于 21 门大学先修课程，很多费尔蒙特的毕业生只用了 3 年时间，就完成了一般需要 4 年的大学

学业，学生的 SAT平均分为 1769，远高于 1500的全国平均分，同时学校开设全新的课外项目 Prep  Plus，

免费向学生提供辅导补习，学校拥有 14种不同的体育项目，包括篮球、高尔夫、网球等，超过 50个学生

社团和组织，同时还有各式旅行活动和项目周活动，课外活动时间为每天下午 3 点到 6 点的，并提供配

套校巴接送和交通安排。 

温馨的美国家庭住宿环境 

经验证明，美国家庭寄宿是最快使学生适应美国生活，和学习英语最好的途径，这是其他住宿方式无

法媲美的。费尔蒙特希望学生安全到达美国之后可以尽快融入和适应新生活，为学生提供三种住宿选择： 

 1. 由费尔蒙特住宿部门安排在美国家庭住宿，学校提供多条校巴路线接送。 

2. 和家人住在自己家中或者住在橙郡范围内的亲属家中，学校提供多条校巴路线接送。 

3. 即将来临的学校寄宿生活！2013 学年费尔蒙特将开放学生宿舍，开始寄宿生活。 

 

 

 

拥有加州其他学校所没有的混合课程： 

大学预备课程: 各方面全面兼顾的课程 

工程强化课程: 修读大学级别的科目(AP课程) 

医学强化课程: 修读直接进入医学院的科目(AP课程) 

大学文凭 IB课程： 21个科目的课程 

高等数学课程：可修读多至 22个大学学分课程（AP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被美国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认可是加利福尼亚州内，在数学、自然科学和

科技方面，学生成绩最佳的学院之一 

优异的升学率水平 

费尔蒙特中学的学生以进入公立大学为主要升学目标，近年来，费尔蒙特中学的学生被美国境内最著

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所接受，而

每年高达 90%的毕业生得以申请进入加州大学系统就学。 

根据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排名显示，2011年 97% 在费尔蒙特学习过的高中生，申请全美前一

百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均被所申请的大学录取。 

为何选择费尔蒙特： 

安全的环境、严格的纪律让学生专心学习。 

升学率 100%，其中 95%的学生就读全美前 100位的大学： 

2012届毕业生优秀成绩：133位毕业生，100%升入大学，95%（115位学生）被美国前 100的大学录取；

GPA平均分 = 3.775， SAT平均分= 1797，学生共获得 140万美金的奖学金。 

每个学生收到来自教师、教职员工、学生顾问、导师、住宿家庭以及活动组织老师等多人的照顾和支

院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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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学校位于加力佛尼亚第二大城市橘郡(此地临近南加力佛尼亚的多处旅游圣地，如太平洋海滩、博物

馆、主题公园（迪斯尼）和大型购物商场)。 

 

 

 

费尔蒙特预备学院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课程选择包括：21 门大

学先修课程（大部分美国高中只

能提供 15 门，甚至更少）AP通

过率高达近 80%；大学级别的高

级数学课程；医学强化课程，提供直入大学医学院的机会；理工强化课程，提供大学水平的理工类课程，

以及全球认可的大学预科课程。 

 

 

【概况】 

橘郡（Orange County, California），是位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相对富裕的一个郡，西濒太平洋，

位处洛杉矶郡的东南方，面积 2,455平方公里，属於「大洛杉矶地区」的一部分。2005 年估计人口 3,056,865

人，是加州人口第二多的郡。郡政府位於圣塔安娜市（Santa Ana）。 

橘郡成立於 1889 年 3 月 11 日，名称来自当时的主要农作物—橘子。洛杉矶市郊的加州迪士尼乐园

即位於橘郡的第二大城安纳海姆市（Anaheim，该市亦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主场所在地），而郡内

的华裔人口则多聚居於橘郡中部、富裕的新兴规划城市—尔湾市（Irvine）。 

除了华裔之外，橘郡尚聚居了其他的亚裔，包括北部的富乐顿市（Fullerton）一带有相当数量的韩裔；

而西北部的西敏市（Westminster）也有越南本土以外最大的越裔聚居地，因此该区域周边还有「小西贡」

（Little Saigon）的别名。日裔和印度裔居民则相对分散。 

橘郡被誉为全美「共和党倾向」最明显的郡之一。由近几十年地方或联邦选举来看，大部分的投票

结果皆由共和党籍候选人胜出，而且与民主党对手有不小的差距（目前该郡六位联邦众议员中有五位是共

和党人）。一般认为，这样的政治倾向来自於当地居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的保守态度（无论是早

先由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移居至此的境内移居者，或後来大量的亚裔移民），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共和党传统

所持的立场。 

1994 年橘郡因市政府财务主管投资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发生大量亏损，橘郡政府只好宣布破产，并以

裁员和缩减市政服务来还钱。 

【气候】 

全年阳光明媚，基本上极少时间会在冰点以下，因此降雪的机率也不是很高。年降水量仅 378毫米，

以冬雨为主。 地中海型气候带，气候温和。大体上终年干燥少雨，只是在冬季降雨稍多。平均最高气温

23.3摄氏度，平均最低气温 13。降雨主要集中在冬季和春季，2月是最潮湿的季节。 

 

 

 

GPA 3.0，IBT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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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