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olles School 博尔斯学校
私立合校，走读&寄宿，大学预备，无宗教
7400 San Jose Blvd., Jacksonville, FL 32217
www.bolles.org

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 1933 年
校园面积: 88 英亩(4 个校区)
开设年级:K-12,PG
寄宿年级：6-12
认证: SACS, SAIS, FCIS, FKC, NAIS
学生数量: 寄宿#90,全部#1,638
高中部学生数量：#782
国际学生比例:8% (来自 23 个国家)
中国学生比例：2%

学术相关:
班级大小: 15
师生比例: 1:11
AP 课程数量: 24AP
高级教师比例:70%
SAT 均分: 2000 (TOP50%)
夏令营: 提供
ESL: 提供

100% 四年制大学录取率!

 本校毕业生 100%录取四年制大学，超过一
半的学生录取美国 TOP 50 的学校。
 每年都有毕业生去往哈佛，耶鲁，普林斯
顿，哥大，UC 伯克利等等顶尖大学
 博尔斯学校的学生每年都会在各种国内外
学术、体育竞赛上有所斩获，或是获得著
名奖学金。
 2016 届毕业生获得大概 1500 万美金绩优奖
学金，延续大学四年。
 2016 届毕业生中有 64%学生获得佛罗里达
Florida Bright Futures Scholarships 奖学金。
 每年都邀请知名大学招生官到访我校和学
生见面，邀请过的学校：杜克大学， 佛罗
里达大学，UC 伯克利，维克森林大学等等。

全国知名的寄宿学校，一直以来它都以其出色的教学质量而闻名国际，尤其以极具
挑战性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极高声誉。学校提供的课程范围很广，设
有大学预科课程，广泛文化、艺术、体育和课外活动课程，完整而高质量地培养学
生，满足不同学生需要。学校也设有各种社团来丰富学生生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进行选择和平衡，严格的课程设置可以为学生将来更进
一步的学习打好坚实基础。除学业以外，学校还帮助学生充分了解自律、自尊、个
人责任、同情心的价值，并终身珍视这些品质。

大学预备

本校亮点：
1.位于四季温暖的佛罗里达，靠近海边，非
常利于户外活动，靠近奥兰多。
2.教学硬件设施一流,校园超级美丽！
3.小班授课模式，照顾每个学生，方面学生
参与学校各项学术和非学术的活动
4.超级大学校，学术实力强，课程设置非常
丰富，覆盖 10 大类别的学科，超过 100 门
学术课程,24 门 AP 课程
5.特色项目：天文学，机器人，海洋学，计
算机，多媒体
6.艺术课程相当齐全，视觉艺术，音乐，舞
蹈，戏剧应有尽有，还为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需求提供一对一指导教学。
7.体育强, 本校有 18 种体育竞技项目，体育
队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奖
8.游泳项目全国有名，校友中有多名奥林匹
克金牌，银牌，铜牌得主。

全面的大学升学辅导项目，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大学，符合他们的兴趣爱好，能
力，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做出明智的选择，比如学生在 11 年级时候会做一个关于
个人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的心理测试，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自己。学生和家长会
被要求参加学校一系列的项目，帮助他们了解选择大学和申请过程中的重要事项。
我们帮助学生和家长建立申请大学的时间计划表，更好的规划高中四年的时间。
我们的大学升学顾问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我们多年来累计的申请案例，给学生很
大的支持。我们每年都访问很多大学，更好的了解大学的招生要求。

校园：
学校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拥有 4
个校区，.其中高中部校区最大，有 52 英亩，
四个校区总面积 88 英亩。距离学校最近的机
场：杰克逊维尔国际机场（15 分钟车程）

国际学生学费和住宿费: $48,750
录取要求:
申请 6－11 年级学生需要 SSAT 或 ISEE 成绩，
无最低分要求。申请 12 年级或 Post-Graduate
Program 需要 SAT 成绩

校园设施：校园设施一流，采用最现代化的高科技用于教学，教室，图书馆，计算
机室，实验室等等设施齐全。高中部校区的体育设施包括体育场 4 个，健身房，室
内体育馆，网球场，游泳池，棒球场等等。艺术设施也是一流的，包括艺术教室，
艺术展厅，美术馆，音乐楼，美术中心，戏剧表演中心等等。

艺术项目

给国际学生支持：
为学生提供 ESL 英语课程，和 ESL 暑期项目，学
习英语对话，美国文化传统，学习技巧，写作技
巧，英语演讲，研讨会，等，学生的学习素材包
括实用报纸，历史书，科学杂志，电视台广播等

学术课程:

艺术项目丰富，包括视觉艺术，音乐（合唱，乐队，乐器）
，舞蹈，戏剧等等。学
生有非常多的机会参与各种艺术项目，校内和校外的各种艺术活动， 参加艺术类
展览，演出，比赛等等。

 英语: 英语语言,英语文学、修辞和写作、世界
文学、人文、写作、公众演讲、模拟审判,
 英语出版物: 报纸,文学杂志,年鉴
 社会研究: 地理、美国历史、世界历史、世界
宗教,美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政府与政治,现代
欧洲历史、经济学、东方现代历史、拉丁美洲
的历史、人文、世界宗教、经济
 数学: 代数、几何、三角函数、微积分,微积分
 计算机: 计算机应用, 多媒体应用, 机器人工
程,介绍数据分析
 科学: 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海洋科学、神
经科学、环境科学、心理学、人体解剖学、疾
病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天文学、健康
/生命科学
 语言: 法语、日语、中文、拉丁语、西班牙语、
神话、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
 视觉艺术:工作室艺术、绘画、油画、雕塑、
陶瓷、摄影、2 D 艺术、3 D 艺术,艺术历史
 音乐: 交响乐团,合唱团,
 舞蹈: 由舞蹈部门教师和学生试镜表演决定
 戏剧: 表演入门、高级表、导演和设计、戏剧
制作
 体育: 体育运动、健身
 其他: 驾驶、办公助手、自修

24

体育强，游泳项目突出

AP 课程:

微积分 AB、微积分 BC、统计学、计算机科学、
生物、化学、物理 1、物理 C、现代欧洲历史、
美国历史、美国政府和政治、比较政府与政治、
英语语言、英语文学、法语、拉丁语、西班牙语、
中文、绘画、2D 艺术、3D 艺术、艺术作品、艺
术工作室、艺术历史

19 荣誉课程

代数、几何、微积分预科、微积分、英语 1 - 4、
中文 2 – 5、 法语 2 – 5、日语 2 – 3、拉
丁语 2 – 3、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西班
牙语、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神经科学、环境
科学、世界历史、人文

18 竞技体育运动:

网球、游泳、潜水、高尔夫、舞蹈、赛艇、越野、
足球、排球、篮球、足球、摔跤、棒球、长曲棍
球、垒球、田径、举重、啦啦队

课外活动和社团:
亚洲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部、社区服务、电脑
俱乐部、辩论俱乐部、环保协会、外语俱乐部、
荣誉委员会、基督教运动联谊会、赛马俱乐部、
国际俱乐部、犹太学生组织、文学杂志社、数学
俱乐部、模拟联合国大会、学校报社、郊游俱乐
部、学校辅导部、摄影协会、学生会、学生出版
社、艺术俱乐部、铜管乐团、室内合唱团、合唱
团、戏剧社、爵士乐团、舞台乐队、舞蹈等

2016 届毕业生升学数据：
哈佛大学 1 人，耶鲁大学 2 人，普林斯顿大学 2
人、西北大学 1 人，芝加哥大学 1 人、波士顿大
学 1 人，哥伦比亚大学 1 人，达特茅斯大学 1
寄宿生比例：10%; 博尔斯的寄宿项目具备很多精英寄宿学校的特征：下午和晚上 人，爱默里大学 1 人，乔治华盛顿大学 5 人、乔
的安排井井有条，学生必须参加晚自习，宿舍活动丰富，周末安排校内和校外活动， 治城大学 1 人、密西根大学 2 人、乔治亚理工大
鼓励国际学生和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成为室友，更多练习英语的机会。
学 2 人、纽约大学 1 人、美国海军学院 1 人、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人、爱丁堡大学 1 人、佛罗
学生的目标：独立管理时间和学习，尊重他人，在大学一样的宿舍环境中建立信心， 里达大学 22 人、迈阿密大学 5 人、北卡罗来纳
度过愉快的时光。宿舍教职工的目标：帮助学生辅导作业，组织校外活动，关注学 大学 2 人、弗吉尼亚大学 2 人、维克森林大学 3
生的心理需求，为学生创造安全，支持，愉快的环境，让学生有家一样温暖的感觉。 人、威廉姆斯学院 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