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拉古特学校   创新课程的研发沃土    未来领袖的培养基地



学校概况
• 幼儿园至12年级共计410名学生
• 8-12年级包括40%走读生和60%
寄宿生
• 海滨校区占地35英亩
• 校园安保重中之重：拥有安保人
员并配备实时视频监控及警报器
• 通过FCIS，SAIS，SAC认可
• 为NAIS，TABS，
AMSCUS，SBSA，以及FHSAA
成员
• 提供助学金

核心价值观 

正直
自律
坚韧
健康

我们的职责 
 
法拉古特学校在多样化的校园中
为学生提供大学前期的准备环
境，促进年轻一代的学术成就、
领导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发展。
 

历史底蕴
 
学校于1933年在新泽西州松树滩
汤姆斯河边成立，以美国首位获
得海军上将军衔的军官大卫•格拉
斯哥•法拉古特的名字命名。圣彼
得堡校区于1945在博卡谢加海湾
沿岸建校，是目前唯一的校区。
学校通过国会法令成为荣誉海军
学院。

法拉格特经验 
在法拉古特学校所学的宝贵学术
和生活经验被校友称作＂法拉古
特经验＂。我们培养具有批判思
维的毕业生，他们随时为成功做
着准备，有些毕业生甚至在仍未
被发掘的专业领域准备着。也正
因如此，美国十二位登月宇航员
中就有两位毕业于法拉古特学
校，他们是1941年毕业的艾伦•谢
帕德先生和1953年毕业的查理•杜
克先生，另有众多美国商业和慈
善事业以及军事领域的领军人物
也毕业于本校。

Scientia Omnia Vincit

“Knowledge Conquers All”

探索
使我们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我们的学校
多样性
 
我们的学生来自世界27个国家和
美国16个州。我们致力于吸引
多样性、有天分的学生，不分种
族、肤色、宗教和性别招收合格
的学生。

先进性
 
我们的课程包括大学预修课、荣
誉课程和双录取课程。我们的独
特项目包括航空、航海科学、工
程学、潜水、帆船和领导力培
养。

全面发展
 
高中部运用海军教学方法教育学
生成为多才多艺、自信自律、独
立思考的人，为进入国家最好的
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标志性建筑
 
法拉格特主楼（左图所示）的前
身是由沃特•福勒于1925年建立的
一栋度假酒店，并于1992被指定
为历史遗产。如今这栋楼包含了
学生宿舍、休闲和学习区域、食
堂、医务室、行政办公室，以及
小船商店（Ship’s Store）。

热带气候
 
阳光与温暖的气候使得法拉古特
学校的所在地——佛罗里达州圣
彼得斯堡市成为全年进行户外活
动的理想地点。



家人与朋友

让我们的学生用一个词来形容法拉古特
学校时，许多学生都会用＂家人＂这个
词，的确如此。

你的同学同时也是你的学习伙伴、好朋
友、室友。寄宿生经常在周末和走读生
一起回家，在放学后也常常能在学校看
到走读生的身影。

由于我们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文化、语
言的分享交流在校园内非常重要。学校
放暑假后，友谊还在持续升温。全佛罗
里达、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学生们都
会互相拜访。

来自法拉古特的关爱



家的感觉

离开了家

我们的寝室

• 男女生宿舍分区
• 2-3名寄宿生一间，有独立卫生间
• 室友根据性别、年级和共同爱好分配
• 部分寝室可看到海滨风景
• 提供无线网络
• 空调
• 学习区域
• 有24小时宿管，并有部分其他老师住
在宿舍或校园内

我们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大家庭。一半以上高中生以及不少教职员工都住校。



良师益友

我们的老师和员工都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他们在学
生自我探索以及未来的旅程中帮助并鼓励他们。

他们不仅教导你，给你建议，还会记得你的生日，与
你们一同吃晚餐，并在自习时辅导你学习。他们发自
内心地激励着你做到最好。

鼓舞者



大学预修课程 
在荣誉课程、大学预修课和双录取课程
中都有包括。

独特项目
除核心课程和选修课外，学生还能学习
海军科学、工程学、航空、航海科学、
帆船和潜水。

小班教学
一个班10-17个学生，让老师更好地关
注到每一个学生，培养每个学生对学科
的真正兴趣。每个教室都运用先进的教
学科技，包括交互式智能黑板。

学术挑战与欢乐



个别指导及自习时间
从时间规划到掌握一门学科，我
们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深
入帮助。无论课上还是课下老师
都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寄
宿生每晚有两小时自习时间。

ESOL （说其他语种者的英语
课程）
学习生活中提供三个等级的
ESOL课程。

学术成就的中心
学生可以利用其他资源学习不同
的内容。我们的服务包括教学测
试、互动节拍器、学术教导、每
周项目计划、阅读等等。 自信地学习



海军科学
系统的环境
作为一所荣誉海军学校，高中部的
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军团项目是大
学预备任务中的一项。它提供品格
教育和集中的学术氛围，让学生受
到挑战。

传统价值观
我们的学生学习自律、有序、责
任，尊重自己和他人，在毕业时成
长为适应性强、情感上成熟的人。

技术与知识
高中部海军科学课程包括海军历
史、体能训练、军事训练、领导力
研讨会以及帆船。所有学生都要求
获得合格的船只驾驶证方可毕业。

＂我们想要让每一个年轻人都感觉到他们
敢于尝试任何事------因为他们可以做到。

他们也可以敢于做领导者。＂
--山农•L•格雷夫斯（执行校长）



课外活动
学生可以参加仪仗队、操典展示
队、龙舟和帆船队。他们也可以协
助或参与当地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军
团会议，参加暑期班，如领导学院
和杰出青少年夏令营，还能会见军
事领导人，等等。

树立榜样
学生根据资历、表现和自身条件可
获得同行领导地位。我们的海军科
学学生连续获得海军预备役军官训
练军团优秀部队将。

推荐名额及奖学金
每年法拉古特学校可以推荐六名学
生前往海军军官学校，五名前往空
军军官学校，三名前往西点军校。
一些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继续探
索他们的军事道路，而其他学生可
以继续传统的四年制大学生活，去
探索其他领域。

领导力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法拉古特学校使用的是被称作
项目领导方式（PLTW）的先
进STEM课程提供平台。这些
课程通过课堂上的现场实践让
学生们体验以活动、项目和解
决问题为基础的学习过程。学
生运用所学的数学和科学知识
进行创造、设计、建造、发
现、合作和解决问题。

工程课程和生物医学科学课程
让学生受到多层次的学习，让
他们接触到新领域，为他们今
后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打下坚实
的基础。

“STEM教育处于如今高科技、高技术的全球经济的
核心。我们的下一代领导人，也就是今天的学生，必
须发展批判性理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将有助
于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PLTW------
Project Lead The Way PLTW公司是全球领先STEM
专业课程提供平台）

前瞻思维 “
”



亲自探索
我们的临海校区位于博卡谢加
海湾，海水来自墨西哥湾。这
使得我们有更多亲身体验海洋
生活的机会。 
 
课程会安排学生用学校的船探
索岛屿，体验海洋生活，撒网
搜集海洋生物。各年级的学生
都会带回些新奇的东西给教室
里养的鱼，或放在水族箱里，
或留着用显微镜观察。 
 
高中海洋生物学和潜水课在一
年中会进行多日白天和夜间的
活动，探索佛罗里达地区的泉
水、洞穴和其他离海岸潜水
点。学生可最多获得四项潜水
证书。

海洋生活



艺术活动

表现自我 艺术
绘画

音乐
乐队，管弦乐队，合唱队

年鉴
摄影和图表设计 

戏剧
表演，服装设计，布景设计，制作 
(舞台灯光和音效)

＂艺术类课程满足所有技能和经验水平人群的
需要，为各类拥有创新思想的人而设计。＂ ---
---罗伯特•吉本斯 (课程主管)“

”



飞行 自1998年起，有超过500名法拉古特的学生接
受了飞行训练，其中超过20人获得了私人飞行
执照，超过30人被排名第一的航空学校安柏瑞
德航空航天大学录取。

地面训练
我们的先进设备包括Elite公司
开发的模拟飞行软件和气象
站。8年级开始开设此课程。 

空中训练
学习时间中有两小时在附近的
有塔机场进行飞行训练。

飞行课程需额外收费



体育运动
我们穿着蓝色运动服的运动员们喜欢获
胜，但不止这样，他们只是爱比拼。不论
我们的队伍是赢是输，我们知道，更重要
的是为尊严和荣誉而战。

不止为赢



运动设施
健身房
障碍训练场
体育馆
田径场
棒球场
垒球场
网球场
篮球场
沙滩排球场
船坞
游泳池

保持健康
除13种传统运动外，我们还开设瑜伽、有氧健身、混
合武术，以及核心和循环训练课。体育健身老师也为
希望得到一对一指导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营养计划和
锻炼\拉伸训练计划。



学生生活
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和老师
们会一起参加20多个俱乐部和
团队组织的体育、艺术和休闲兴
趣活动，你能找到从电影协会到
吉他俱乐部的各类社团。许多社
交和旅游机会，鼓励学生走出课
堂，探索周围的世界。

总有适合你的活动



社区服务

我们的学生随时随地关心环境，帮助社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领
导力和良好的公民意识成为这些年轻人的第二天性。

文化的一部分



全年不停歇
阳光与欢乐

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因其
宜人的气候（平均温度73.7
华氏度）、244英里的海岸
线，361天的阳光和多种多
样适合男女老少的活动，成
为全世界人们向往的地方。

一到周末学校教职员工就会
为寄宿生和走读生组织令人
兴奋的短途旅行。



海滩
圣彼得堡清水湾地区拥有世界
著名的海滩，步行或骑车就能
到达。 

市中心
附近的城市生活离不开丰富多
彩的市中心，那里有咖啡厅、
现场音乐、电影、购物广场、
博物馆、公园等等。 

特殊活动
航空表演、展览、节日活动、
职业体育比赛、戏剧和音乐
会，这些只是整个学年会参与
的少数的课外活动。

主题公园
附近有Busch Gardens, 
Adventure Island, Disney 
World, Sea World, Universal 
Studio和Islands of 
Adventure。

户外活动
学生有很多机会可以去野营、
划独木舟、潜水、钓鱼，或徒
步游览佛罗里达的公园、海滩
和天然温泉。

校园活动
寄宿生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海滨
区域、所有体育设施、举办电
影和游戏活动的东厅和学生会
区域。从学校步行就可以到达
商场、餐馆和公园。

周末之旅



旅行
在感恩节和春假期间，教职员工会组织旅行，例如去斯阔谷的斜坡滑雪，在哥
斯达黎加雨林高空滑索，在华盛顿揭开美国历史，或者去探索伦敦和巴黎。



升学指导 让我们更好地为大学
生活做准备

＂大学择校咨询人员告诉我，我们的学生在面试中都表现很好。
我们的学生表现镇定，吐词清楚，展现了良好的公开演讲技巧，
这让大多数成年人都会嫉妒。＂------小罗伯特•J•法恩（校长）“

”

咨询及择校
一名全职老师致力于在学术准
备和大学的选择、申请和录取
过程中引导和支持每个学生。
学校也有大学展会和大学参观
计划。

出类拔萃
在海军科学课程中培养的同行
领导力让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申
请者中脱颖而出。

大学式校园
我们的毕业生很容易过渡到大
学生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
在多样性的环境中生活。寄宿
生更是已经学会了独立，懂得
了尊重他人，与伙伴和谐生
活。



未来的成就

昨日的骄傲

＂在法拉古特学校学习期间，我的领导力和
社会成熟度都有所提高，并接受了杰出的教
育，这是我成功的关键。即使当时’宇航员’
这个词还不存在，但无论我的未来走向哪
里，法拉古特都为我的未来作好了准备，并
给了我登月的决心。＂

“
”

查理•杜克
1953级学生
阿波罗16号宇航员
第十位登月者



你的选择
作为录取过程中的一步，我们会问每一个准录
取的学生：＂你们想呆在这里吗？＂我们的学
生都对法拉格特海军上将学院提供的独特学习
和社会活动机会很有热情。

参观我们学校
特别安排的校园游览能让你见到我们的学生和
教职员工，参观教室和宿舍，并亲身体验让我
们学校如此独特的融洽氛围。

了解更多
www.farragut.org  |  727-384-5500 ext 220

定位自我 前往  不平凡的事业

• 参观校园以及面试
• 在线申请（须付申请费）
www.farragut.org/apply
• 两位老师的推荐信（数学
和英语）
• 过去三年的成绩单
• 其他个人考试或评价成绩
• 国际生需提供英语语言水
平考试成绩

下一步



寄宿和走读学校
佛罗里达州，圣彼斯堡市
www.farragu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