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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接受任何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性别身份或民族和种族血统的
学生，他们在这里享受学校给予或提供的所有权利、权限、课程和活动。学校在
教育政策、奖学金与贷款计划、财务援助计划以及体育和其他学校管理计划的管
理中，不会在这些个人特征方面有所歧视。

使命。

愿景。

核心价值观。

Kingswood Oxford 在一个由老师、朋友和家庭
组成的社区里培养学生的才能，以此来激励他
们追求卓越，向往高尚和主动作为的生活。

诚信正直、以礼相待

激情满怀、坚持不懈地学习

保持求知欲

博爱

责无旁贷

努力工作、敢于冒险、积极参与

Kingswood Oxford 是一所变革性的走读学校，我们将教室扩展到
校园之外，并与大哈特福特地区的人和机构合作，让学生接触真
实世界和跨学科的学习机会。我们以标志性的教育方法培养富有
同情心的合作者、道德问题解决者和在更广泛的社区中领导和服
务的积极公民。



世界的变革离不开你的变革。

我们相信你能成为一支变革力量。

你有潜力带来积极的改变，这不
仅仅是你个人的改变，而是周围
世界的改变。

你人生的未来几年是利用这种潜
力的关键阶段。了解自己是谁，
探索自己会成为谁，并摸索自己
留下印记的方式。 

但是，变革不是孤军奋战所能达
成的。它离不开引导。离不开推
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为你提供一个
专注于你的成长的活跃社区。

你将迎接各种创意和体验，它们
会对你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 

你将被迫去冒险。
走出你的舒适区。
打破学校的常规界限。

你将磨砺自己独特的才华和能
力，哪怕它们以前并不为你所
知。

你将成长为一名学生和一位全球
公民，认识到诚信和“博爱”的
意义。

最终，你将改变你对自己的看
法，继而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Kingswood Oxford是一种变革式
的教育体验。来看看它将如何让
你转型吧。

-Jiddu Krishnamurti
  哲学家



 

同学。
父母。 
朋友。
教育者。
教练。
校友。
领导者。

KO 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是一个由关
心你的成长和成功的人组成的社区，
由一名专门的顾问负责。你将与自己
的顾问建立一种重要的关系，在学校
生活以及你周围的社会生活中接受其
引导。你们可以单独或以小组的形式
见面，正式或非正式的均可。顾问们
帮助确保你在追求所有人共同的重要
价值观的同时，也能自主追求自己的
个人兴趣。假如有一位你信任并且能
支持你的人伴在你身侧，你所能取得
的成就将是惊人的。

你们也可以在家里继续交流，此外，
家长也可以通过单独的学期会议、
家长通讯、以及与 KO 与社会学院 
#winatsocial 课程的合作关系的跟踪交
流来加入顾问计划。学生、家长和顾
问一起创造机会，让学生成长、建立
信任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为他们的
整体发展助力。

社区不仅仅存在于校园中

KO 让你走出校园，探索校外生活。但
走读学校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每天晚上
可以回到家里。同样重要的是，KO 与
家庭建立了密切关系。家长们可以参
与和享受多种多样的学校活动，还能
一起庆祝学生的成功。 

KO 的家长协会活力四射，他们每年会
举办定期检查、教育专家和心理健康
专家论坛、休闲咖啡和专题电影等活
动，使这种重要的关系进一步强化。 

成为 
变革性
社区的一部分。

KO 的学生在纽约巡演。



改变你对学习的看法。

准备好点燃你天生的求知欲，以
满腔热情开启学习旅程。当你真
正热爱放飞自己的思想时，你能
接受的东西是没有局限的。

KO 的实践课程将激发你的创造
力，并鼓励你去冒险。同学和老
师之间的热烈互动让小小的班级
变得活跃起来。在这种合作环境
下，你不仅能学会倾听，还能学
会如何激发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面对各种话题，你将进行缜密而
深入的分析，而不是死记硬背各
种事实和数据。

通过以下项目培养公开演讲技
能：

•  初中和高中“鲨鱼池”项目

•  初中“地理蜜蜂”竞赛

•  中学集会上的八年级演讲 

•  初中和高中公开演讲课程

•  初中和高中模拟法庭小组

• 每周全校集会

•  高中竞赛和俱乐部辩论计划

•  初中和高中模拟联合国

• 十年级演讲者论坛

•  初中和高中圆桌讨论

毕业论文

论文是 KO 英语课程长期目标的成
果。它引导学生将自己掌握的阅
读、写作和思维技巧应用到包含大
量文学内容的独立研究论文中。 

指定的论文顾问与小组学生在课堂
上一起探讨论文的主题选择、研究
方法和技术程序，然后由学生继续
进行独立研究和写作。

2016 年和 2017 年，KO 的两名高年
级学生获得全国优秀学生协会授予
的“国家论文优胜者奖”，这是学生
的殊荣，也是对 KO 写作计划的认
可。 

在 KO，我认识到我应该
尊重每一个人，哪怕我们
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或意
见。我更擅长与老师和成
年人沟通了。读一篇演讲
或做一场演示时，我感到
自信，因为我的老师告诉
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
的公开演讲技能得到了很
大提高。在 KO，我学会了
许多重要的技能，在很多
方面都得到了成长。”

Annabelle Jacobs，23 岁

“ 

反面：模拟联合国

下图：模拟法庭 - 2020 年
团队是联合州冠军！



刚来 KO 时，遇到挑战我
只能望而却步。我的顾问
和老师向我强调了走出舒
适区的重要性，并鼓励我
尝试新事物。我不断说服
自己超越舒适区，因为我
知道这会让我受益匪浅，
并成为更好的自己。”

Marrich Somridhivej，22 岁

 

每堂课
都是一次改变的课程。

尽管 KO 的课程和学术要求会为
你的大学学业铺好道路，但其目
的还在于让你掌握生活必备的技
能、动力和思维方式。

其目标不是学习新的课题，而是
让新的想法改变你看待世界的
方式。 

新生研讨会 VQV — 
在这场以我校的座右铭：
vincit qui se vincit (VQV) or “通过征
服自己来取胜。”命名的研讨会
上，学生开始认识自己

英语 — 学生经常在课堂上进行
自主讨论，他们会探索课文中的
各种看法和观点，并在写作中拓
展自己的想法。

全球在线学院 — KO 是全球顶尖
的高中之一，通过我们与全球在
线学院的合作，学生可以参与在
线课程。 

历史 — 通过历史课程穿越时间
和地点，为过去的事件赋予当代
意义。 

数学 — 在 BC 微积分和荣誉多
变量微积分等高级课程中增强推
理能力，并提高使用和应用数学
概念的能力。

现代和古典语言 — 在当今全球互
联的世界中，掌握多种语言至关重
要。现代语言课包括法语、西班牙
语和中文。古典语言课包括拉丁语
和希腊语。

科学 — 通过我们富有挑战性的动
手科学课程，开发现代科学询证
观点。 

技术 — KO 的 STEM 蓬勃发展，已
开设计算机科学、工程、机器人技
术和编程课，此外还有游戏和计算
机创建俱乐部。  

工程和物理 — 通过桥梁、过山
车、弹射器和蛋花等热门的动手创
建项目进行分析性和创造性思考。 

环境科学 — 参与现实世界的研究
并开发可行性解决方案。 学生们
于近期在校园周围设计了堆肥箱并
投入使用，还在 Trout Brook 进行
了水样测试。

统计学 — 通过个人理财项目和 
KO 民意调查探索数学在实践中的
应用。

跨学科课程

“ 

以全新的方式审视文化。跨学科课
程将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观点结合于
一个主题，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学
习方法。你会拥有不同的、更深
入的思考方式，摒弃先前存在的概
念，并获得对重要学科的更广泛理
解。 

例如：

幸福课（英语和心理学）

了解自己（英语和心理学）

全球问题：构建全球公民（历史、政治、人类学）



任何预备学校都能让你进入大
学，而 KO 让你在大学里取得成
功。首先，它能帮助你更好地了
解自己对未来的愿景，以便你选
择合适的大学来实现这种愿景。 

大学咨询是该计划的一个关键部
分。以学生为中心的四年制大学
咨询课程将让你受益匪浅。

例如，大二学年时，学校将为你
分配一名大学顾问，帮助你和你
的家人规划高等课程、研究和理
解大学选择，并筹备大学申请事
宜。

积极参与大学搜索和申请过程有
助于你培养长期成功所需的习惯
和技能。 

大学准备工作包括：

•  参加 VQV–“vincit qui se vincit” 
（通过征服自己来取胜）— 
初中的大学咨询课程，涵盖
与大学搜索和申请过程相关
的一系列课题

•  单独或与父母一起定期会见
大学顾问

•  确定一些备选的高校和大学

•  准备申请材料，包括大学论
文

•  参加 PSAT 和 Pre-ACT，并制
定标准化的测试计划

•  与每年访问 KO 的 100 余所大
学的招生代表会面

•  #winatsocial — 社会学院 
(TSI) 是一个游戏化的在线学
习平台，学生可在该平台上
积极地徜徉于自己的社交世
界 — 社交媒体和技术，为自
己的健康、幸福和未来的成
功添砖加瓦。

合适的大学能
改变生活。

在 KO 学习期间，学校的
大学咨询办公室为我提供
了极大的支持。Waldman 
先生（我的顾问）的大门
始终为我们敞开，他始终
如一地在大学申请流程的
每个步骤中为我提供始有
用的反馈和建议。从参观
学校到撰写论文，再到参
加校友访谈，大学咨询应
有尽有，如今我非常高兴
地说，我已经进入了我的
首选学校！”

Esha Kataria，20 岁
布朗大学 ’25

“ 



将教室改造成更
大的世界。

在 KO ，学习不会局限于教室的四面
高墙。无论是在果岭上还是自助餐厅
里，学习发生在对话和活动中的每一
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作家、科学
家、艺术家、行动主义者和运动员
主持的论坛，帮助你探索各种学科，
并为成为见多识广的全球公民做好准
备。

KO 每年都会举办“杰出的演讲者系列”，
学生可参加古德曼·班克斯对话艺术
家系列（Goodman Banks Visiting 
Artist Series） 、斯特劳德科学研讨
会（Stroud Science Symposium）、
作曲家对话艺术家系列（Composer 
Colloquy Visiting Artist Series）、沃
伦·贝尔德英语研讨会（Warren Baird 
English Symposium）和哈里·E·戈德
法布演讲者系列（Harry E. Goldfarb 
Speaker Series）等活动，聆听最优
秀、最聪明的伟大思想。

Tobati 团队
踏上改变人生之旅。20 余年来，KO 
70% 以上的高中生在巴拉圭参加了这
项独特的服务学习机会。在 10 天的时
间里，学生与社区成员一起生活和工
作，执行重要的服务计划，例如修建
学校和医院。

走向全球化
无需走出国门，就能改变你的视
角。KO 是久负盛名的全球在线学
院（Global Online Academy）的
成员。该学院是由 50 多个学校组
成的全球联盟，为 KO 的课程注入
源源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生物伦
理学、性别研究、博弈论、医学
问题解决和日语等。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时，你将建
立自信、独立能力和自我主张。

超越体验
模拟联合国和辩论团队曾前往俄
罗斯、英国、澳大利亚和葡萄牙
参加学生竞赛。其他游学机会包
括前往巴哈马群岛的伊柳塞拉岛
的港岛学校进行为期两周的体
验，由 KO 带领，旨在加深学生对
环境问题的理解。

自从我来到 KO，飞龙文
化的友善和开放让我获得
了成长。我将继续努力，
不仅是在 KO 学习期间，
而是我整个人生中，我
都会乐于帮助我遇到的所
有人，并与他们友好相
处。”

Isaias Wooden，22 岁

“ 

左图：Tobati 团队的学生在巴拉圭支
援住房建设

贝尔德研讨会作家系列

这项长期计划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常驻作
家 — 例如 Julia Alvarez、Arthur Miller、
John Updike、Gwendolyn Brooks、Gish 
Jen、Tony Kushner、Joyce Carol Oates、
Jonathan Safran Foer、Tim O’Brien、
Colson Whitehead、Sarah Ruhl 和 
Elizabeth Strout —与学生一起开展关
于写作技巧的研讨会。

改变表达就 
能改变世界。

图：普利策奖获奖小说家 Colson 
Whitehead  与学生一起探讨自
己的作品与写作技巧。学校每年
都会选一位作者参加贝尔德研
讨会作家系列，供学生学习。在
课程结束时，将邀请高年级同学
与作者见面和探讨。 



Margaret E. 和 Henry R. 
Roberts 领导力中心：
在诸多场景中 
有多种学习方式

•  社区参与：在工作坊和俱乐部
中，你作为更广泛的社区的一
员进行项目开发。

•  实习和介绍日：帮助你开发各
种技能，并更好地了解和接触
可能的职业领域。介绍日包括
参观哈特福特舞台、哈特福特
围场山羊杯比赛、卡曼公司和
康涅狄格州儿童医疗中心。实
习包括康涅狄格州反对家庭暴
力联盟的工作。  

•  全球经验：通过旅行和实践性
学习，你会更深入地理解如何
欣赏这个世界。

•  学校领导职位计划：作为学生
干部、高级顾问、学生会成
员、俱乐部负责人和运动队
长，你将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如
何做一位领导者以及如何为社
区、班级或团队提供最佳服
务。

无论你是天生的领导者还是需
要在领导素养方面获得提高， 
KO 的每一位学生都将学会如
何成为充满热情、积极进取的
全球公民，并服务于更广泛的
社区。 

•  午餐和榜样：这些非正式会议将帮
助你了解校友和地方领导者在各个
领域的经历。

•  VQV (vincit qui se vincit) 计划：你可
以学习如何反思，提出创意，作出
选择，采取行动，并定位自己的领
导风格。

•  月度工作坊：你将学习如何解决相
关的现实问题，例如网络、预算
101、面试技巧、管理压力、专业
精神、公开演讲和礼仪。

•  同伴辅导和飞龙助飞龙：我们通过
高中同伴辅导和飞龙助飞龙计划，
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和发展更密切的
同伴关系，并通过指导他人来巩固
自己的知识。

领导变革。 其实， KO 在领导力构建事业上投
入了大量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 
Margaret E. 和 Henry R. Roberts 领导
力中心，该中心通过多种途径提供
课外学习。

反面：公开演讲是我们月度工作坊
的一部分

右图：在唐恩都乐公园观看哈特福
特围场山羊杯比赛

这里的老师不仅教授知
识，还努力建立有意义的
联系。”

Teddy Crowther，22 岁

“ 



我非常感激，我没有被失
败击倒，我反而利用它们
来为自己的成功铺路。”

Lucia Martinez Castro，
23 岁 以从未想过的方式 

变革。

不对自己设限是时候挖掘自己，
利用好自己一直都拥有但却不曾
被发现的优点了。

在 KO ，你会发现各种创造、协
作和思考的机会。”艺术使得创
意可以实现跨学科应用。如果说
书法课启发了史蒂夫·乔布斯在 
Mac 上开创出一种漂亮的字体，
那么版画课又会给你带来怎样的
启发呢？ 

不试试，你永远都不知道。

35 项艺术课程，包括：
• 音乐 
   器乐、声乐 
 （合奏和无伴奏合唱）
    数字音乐

• 剧院 
   表演，跳舞，公开
   演讲、舞台艺术/剧院 
   设计

• 视觉艺术 
   油画、素描、雕塑、
    版画、陶艺

• 媒体艺术 
   摄影、电影制作
   新媒体

• 两大剧院演出
 （音乐剧和戏剧）
   光环奖（2019 年）最佳

   编舞和最具特色奖
   芝加哥舞者；光环奖
（2020 年）最佳音乐剧、最佳
   音乐二重奏和
   《摩登蜜莉》

   高中版最佳剧组成员

•  文学杂志、学生报纸、年鉴

• 黑匣子剧院表演

• 数字艺术

• 摄影

• 古德曼银行和 
   作曲家会话系列 
    国内和国际知名艺术家参与实习
期，阐述创意过程并展示将其应
用于日常生活。

• 舞蹈 
   编舞欣赏

“ 

下图：学生工艺作品



社区花园：Rose 热爱户外活动，
还希望同学们可以摆脱科技的束
缚。这种想法激发她开发了一
个 Red KOw 社区花园，这里种
出来的成果都能直接拿到餐桌上
享用。

学生独立实验室：Esha、Kush 
和 Luv 开展了有关家居用品对大
肠杆菌的抗菌能力的独立研究，
证明了妈妈们的天然成分同样有
效。

飞龙在天：Connor 有个大胆的
创意，想让学校的吉祥物——飞
龙——飞向太空。为什么？为什
么不可以？飞龙凭借一支勇敢无
畏的团队、几项筹款活动、一只
气象气球和一台 GoPro，飞上了 
83,000 英尺的高空。

电动汽车展会：
Matt 和机器人技术团队举办了一
场电动汽车展会，以促进向可持续
电动汽车和 STEM 教育的转变。展
会活动所得款项用于帮助该地区新
近安置的难民，并向这些资源匮乏
的年轻人传授有关机器人技术和 
STEM 的知识。

音乐剧院筹款活动：
Braeden 和 Snehaa 与其他学校的同
伴一起举办了一场虚拟现实福利音
乐会，收益用于支持 NAACP 法律辩
护和教育基金。

 

你的下一件人生
大事是什么？

 

为变革做好准备。

KO 的百老汇
屡获殊荣的戏剧节目会为你带来什
么？屡获殊荣的百老汇顶尖人才开
设大师班，与你共同学习，这些人
才包括 Kate Marilley（毕业舞会）、
Autumn Hurlbert（律政俏佳人）、
Janelle Robinson（欢乐满屋）、
Kate Baldwin（你好，多利！）、
Chris Fitzgerald（邪恶）和  
Deirdre Goodman（芝加哥）等。



参加大型比赛训练或集会
时能结识到的人脉将令人
难以置信。一个改变我的
具体例子就是去佛罗里达
参加游泳比赛。在那场奇
妙的经历之后，我意识到
要成为最好的自己，离不
开朋友和队友的帮助。这
种认识让我倍感自信，我
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如此自
信。”

Hannah Krause，23 岁

永远不要改变你
的颜色。 
我们每个人都是飞龙学生运动
员。

在学校的游戏日，黑色和猩红色布满了
田野、球场和看台，常常还会淹没走廊
和教室。飞龙运动意味着骄傲和兴奋。 

这不仅是胜利，也是学习。在运动场
上，你将发现 KO 的精神变得鲜活起来 
— 毅力、奉献和团队合作。我们有 17 
所中学和 40 所高中校际团队，其中包
括 23 个大学代表团以及众多的校内和
非竞赛团队。 

KO 参加了创始者联盟（Founder 
League）、菲尔切斯特联盟
（Fairchester League）和常春藤联盟
（Evergreen League）。KO 的学生和团
队频获以下荣誉：

•  全新英格兰和全州运动员奖

•  2016 年足球新英格兰冠军

•  2018 年足球新英格兰决赛入围者

我校 20%
•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男子游泳
和潜水新英格兰冠军

•  2016 年和 2017 年女子田径新英格兰
冠军

•  2016 男子网球新英格兰冠军

•  2016 年女子网球新英格兰冠军

•  2017 年男子篮球 NEPSAC 半决赛入
围者

• 2017 年高尔夫佩迪杯

•  2017、2019 年男子篮球保罗“霜冻”弗
朗西斯 KIT 锦标赛冠军

•  2019、2020 年男子壁球新英格兰冠
军

•  2019 年女子壁球美国高中组壁球冠军

•  2019 年足球 Mark Conroy Bowl 
NEPSAC 参赛者

•  2019 年女子排球 NEPSAC 决赛入围者

“ 

的毕业生继续参加I、II 或 III 级赛区的大学生运动会，
而全国平均参与水平为 4%



 

更多变革。 
KO 改变生活的计划、课程和活动示例。

新的沉浸式教学：康涅狄格
河流域项目 

KO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
机会，让他们积极参与自己
的学习和世界。

七年级学生将跟随老师一起
进行探索性或“探险”学习，
研究康涅狄格河谷的人类文
明和文化根源。

该流域项目探索学校如何让
年轻人为现实世界问题做好
准备，包括其所在社区和世
界各地的棘手和不明确的跨
学科挑战。

我的老师们给予我的，远
远不止是教育。他们培养
了我对学习的热爱，还激
发了我改善自己和周边社
区的欲望。我对他们感激
不尽。没有他们的指导，
就没有今天的我。”

Ahana Nagarkatti，21 岁

“ 

全球城市：世界既大又小

在这门高中课程中，你将对世界
各地有影响力的城市进行研究，
以探索当今的相关社会问题。探
索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环
境、文化、技术和艺术发展情
况，以帮助开发离家园更近的现
实解决方案。该课程以一个旨在
使哈特福特在 2030 年之前成为
智慧城市的项目达到高潮，该项
目鼓励开发综合的建筑类型和用
途、多样化的住房和交通方式以
及社区参与的发展方式。



教职工在 KO 工作 10 
年以上

接受基于需求的
经济援助的家庭

招收的学生

距离 Blue Back 广场仅几分钟的路程

上四年制大学的学生

生源多样性

515

我校 60%

5

53%

100%

我校 32%

指导小组平均人数
我们每个毕业班的平均社区服务小时数

服务的城镇

平均班级人数
师生比例

30+

8

170+

11,312

7:1 
KO 资料

12-14

提供的课程数量 
• 初中和高中

的学生以学生俱乐部或服务旅行的
名义出国旅行

我校 75%

60+

学生俱乐部，此外你还能根据自己的爱好成立其他学生
俱乐部



共同参与变革。
尽管 KO 致力于个人的改变，但你将拥有更
广阔的未来。 

KO 社区正在同心协力地改变学校的理念。
我们不仅仅是在为大学做准备，更是在为变
革时代的人生做准备。我们培养的是有道
德、有激情、有好奇心、有动力改变我们周
围世界的领导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