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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位于佛罗里达布里瓦德县棕榈湾大都市区。棕榈湾因约翰肯尼迪航天中心而闻名。距离迪士尼世界、奥兰多环球影城、海

洋世界、鳄鱼乐园和野生水上公园的所在地奥兰多仅 1 小时车程。奥兰多被誉为“世界主题公园之都”。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类型：男女合校

宗教背景：无

建校时间：1957

年级：K-12

学生人数：840（高中部 350）

班级平均人数：18

高级教师：42%

师生比例：1:10

国际生人数：35（29 名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地址：5625 Holy Trinity Drive, Melbourne, Florida 32940

所在州：佛罗里达州

附近主要城镇：奥兰多（1 小时车程）

附近大学：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全美综合排名 #160）

最终目的地机场：奥兰多国际机场（Orlando International Airport-

MCO）

学校特色          

国际学生费用          

学习费用 （2014-2015）：$46,500 包括学费、食

宿费、语言辅导课程（ESL，TOEFL，SAT批判性阅读）。

额外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160；新

生指导费，$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选修费和健

康保险费。

** 国际新生指导费包括 2 个部分，一个是在中国举

行的为期 2 天的行前指导，另一个是抵达美

国以后在美国学校举行的新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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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门 AP 课程，通过率 81%

靠近迪斯尼世界和肯尼迪航天中心

与多所大学合作双学分课程

12 年级独立研习项目

全校平均分 1794

全美独立学校联盟优秀成员

STEAM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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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体育运动

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3   项体育运动

24   俱乐部和活动

SAT 成绩（2010 级）

1794     2139    2250       

  平均分                前 2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19       AP 课程

81%    AP 通过率

高级数学与科学课程

生物 物理 C：力学 & 磁力

微积分 AB 统计

微积分 BC 环境科学

化学 物理 C：力学

双学分课程：学校与佛罗里达理工学院、中央佛罗里

达大学和布雷瓦德社区学院合作提供双学分课程。学

生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课程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入读

双学分课程必须得到教务委员会认可。

ESL 课程：学校为国际生提供 ESL 课程。

12 年级论文：部分 12 年级生可结对参加由教师督导

的独立研习项目。项目涉及调研、主题研究、论文写

作和演讲。项目的主题会将学生高中的学习经历与大

学、职业目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新闻和大众传媒项目：为希望探索平面媒体、新闻广

播和平面设计的学生提供机会。学生通过课程制作优

秀获奖作品，可反映出该项目的高标准性。两个多功

能教室为新闻系学生提供行业标准和先进设备及软件。

项目鼓励学生继续从事新闻业学习，并为大学做准备。

STEAM（ 科 学、 技 术、 工 程、 艺 术、 数 学 ）：

STEAM 给学习艺术及科学类课程的学生提供机会，可

在毕业时获得 STEAM 项目认可。学生可从多种跨学

科的艺术与科学类课程中选择学习，参与相关课外活

动并完成此领域的独立研究报告。学生可以在 11 年

级开始前的暑假申请 STEAM 文凭项目。

全球公民：针对那些在人文背景下对全球时事感兴趣

的学生，学校提供了跨学科的全球公民文凭重点项目。

参与此项目的学生可从一些列课程中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参加校外组织的领导力训练，有机会到海外学习

并参与相关领域的实习。

A.P. 顶点：该项目是大学理事会开发的项目，旨在提

高学生独立研究、团队协作、沟通技巧等大学日益看

重的能力。该项目是 AP 教学的补充，用于增强学生

的深度和重点研究学习。学生需分别注册学习两个学

年的 AP 研讨班和 AP 研究课程，并获取 3 分及以上

才可准予从此项目结业。

* 男生联盟和女生联盟是为 11 年级学生提供的夏

季领导课程。学生通过模拟扮演市政官员、众议员

等创建并执行法案的政府工作人员，来了解佛罗里

达政府的运作模式。50 个州将分别选出 2 名优胜

者参加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家政府培训项目。在培

训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在白宫遇见最高政治代表、

参议员甚至是美国总统。

•2008-2012 年总计递交 2267 份大学申请，72%

被录取。

2013 届毕业去向：

1.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全美综合排名 #97）–14 名

2. 佛罗里达大学（全美综合排名 #54）–6 名

3. 乔治敦大学（全美综合排名 #21）–3 名

其他毕业去向：乔治华盛顿大学、东北大学、北卡

罗莱纳大学、乔治亚理工学院、波士顿学院、哥伦

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波士顿大

学、罗切斯特大学、佛罗里达理工学院、印地安那

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佛吉尼亚理工学院和

州立大学、迈阿密大学和杜克大学。

俱乐部

学术队 文学艺术杂志

艺术社 模拟审判

圣经 / 祈祷社 学生指导社

读书俱乐部 Pep 乐队

新闻广播 医学预科社

化学社 机器人技术团队

烹饪社 学生会

骑术社 冲浪社

企业家俱乐部 Tigrium（年刊委员会）

法语、拉丁语、西班

牙语社
国家荣誉协会

The Growl（学生报） 男生联盟 *

编制俱乐部 女生联盟 *

体育运动

棒球（男） 足球（男 / 女）

篮球（男 / 女） 垒球（女）

拉拉队（男 / 女） 游泳和潜水（男 / 女）

越野赛（男 / 女） 网球（男 / 女）

橄榄球（男） 田径（男 / 女）

高尔夫（男 / 女） 排球（女）

长曲棍球（男）

排名 * 学校和大学的名称

4 哥伦比亚大学

7 杜克大学

16 康奈尔大学

20 乔治城大学

30 北卡罗来纳大学 - 教堂山

31 波士顿学院

32 罗彻斯特大学

36 佐治亚理工学院

37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41 波士顿大学

54 佛罗里达大学

97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现代化设施          

高中部学术设施包括图书馆、艺术表演中心、科学

大楼、校友楼、艺术中心和咖啡厅。运动设施包括

体育馆、健身房、棒球场、垒球场、游泳池和水上

运动馆、网球场、田径场、更衣室、户外篮球中心

和练习场地。

教师档案          

Aaron Pishalski 高中部数学老师。他获有中央密歇

根大学数学理学士学位，韦恩州立大学教学硕士学

位。他为学生创建了一个和谐却不失挑战的学习氛

围。他将对数学的热情、激情传递给了学生，他认

为数学的实际应用是学生学习的动力。

知名校友          

Scott Alpizar，2005 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完成了

120 小时的社区服务。他是国家荣誉协会（NHS）

和 Mu Alpha Theta 数学荣誉协会的成员。他在哈

佛大学攻读了经济学和心理学，并于 2011 年拿到

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Scott 只是众多圣三一成功故

事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学生们在这里达到学术巅峰

并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

教学理念          

圣三一主教学校秉承圣公会传统，为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宗教背景、种族的学生提供严谨的学术课程，

以此激励学生超越他人。学校教育学生学会欣赏自

己的价值和对社区的价值，以使他们毕业时具备学

习与生活的技能。

高级人文课程

英语语言 心理学

英语文学 西班牙语

欧洲历史
室内艺术（2D，3D 和

绘图）

拉丁语 维吉尔 美国政体

人文地理 y 美国历史

音乐理论 世界历史

法语 

学校建筑

毕业季 篮球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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