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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Dame Academy

www.ndala.com

地理位置          

地 址：2851 Overland Ave., Los Angeles, CA 

90064

所在州：加利福尼亚州

附近主要城镇：洛杉矶

附近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 - 洛杉矶分校（全美综

合排名 #23）

附 近 机 场： 洛 杉 矶 国 际 机 场（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LAX）

国际学生费用          

学费（2014-2015）：$39,950 包括学费、住宿费、

语言辅导课程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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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课程材料费、

体育选修课程费和健康保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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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A

学校坐落于洛杉矶西区的一个居民区兰乔公园（Rancho Park）内，这里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所在地，洛杉矶西区靠近

海滨城市圣莫尼卡，从学校到太平洋岸边只需 10 分钟车程。从兰乔公园到比弗利山庄也只需 10 分钟，比弗利山庄因著名电视秀

节目“比弗利山庄 90210”而被昵称为 90210。

基本信息

直飞洛杉矶国际机场

学校类型：女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

建校时间：1949

年级：9-12

学生人数：376

班级平均人数：25

高级教师：56%

师生比例：1:11

国际生人数：8（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学校特色          

教室

16 门 AP 课程

1:1ipad 项目

全校平均分 1714

临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两次获教育部优质蓝带学校称号

STEM 女子模拟火箭项目



现代化设施          

占地 16187 平方米的校园主要包含 4 座大楼：小学

教学楼、初中教学楼、高中教学楼和 1920 年修建

的女修道院。所有建筑都是砖砌的，小学和初中的

入口两边有柱子。高中部设有小教堂、四层教学楼、

图书馆、艺术室、计算机实验室、餐厅、体育馆、

健身房和舞蹈室。学校还有户外篮球场、手球场和

公园，运动队可以在附近的公园练习和比赛。

每个教室都有投影仪，用以连接电脑、iPad、DVD

机和文档相机。所有的数学和科学教室设有交互式

白板。

知名校友       

Kimberly Moekle 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写作与修辞项

目，也是斯坦福大学可持续发展学者（SUSS）项目

的创始人之一。她还曾是环境资源跨学科项目（IPER）

研究生试验研讨课的指导老师之一。她于 2000 年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她曾经在这个学校担任不同的教职和管理工作，曾

是本科写作教学副主任。

教师档案       

Kathy Griffis 博士 2013 年加入加州圣母学院，有

着 20 多年教学经验，包括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教本科生的 6 年。她还获得了该校的在职博

士学位。学校最近获得了 NASA 的许可开办模拟火

箭课外活动，因此 Griffis 博士启动了女子模拟火箭

STEM 项目。这个项目还得到了 Google 的支持，

通过网站（www.rocketgirls.us）来推广该项目。

荣誉奖项       

学校于 1991 年和 1996 年两次获得蓝带学校殊荣。

Notre Dame Academy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11 年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0项体育运动（44% 的学生参加）    

28个校俱乐部和活动（80% 的学生参加）

SAT（2012 届）

  1714    2014    2174     
       平均分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8 荣誉课程               16 AP 课程

3 AP 平均分           68% AP 通过率

24 高级课程           3 AP 平均分

AP 数学与科学

微积分 AB 化学

生物

AP 人文科学

英国文学 美国政体与政治

英语 艺术史

西班牙语 室内艺术：绘画

欧洲史 * 室内艺术：2-D 设计

法语 心理学

世界历史 * 艺术史

带 * 课程隔年开课

俱乐部

舞蹈社 时装设计

国际生俱乐部 铁人料理俱乐部

数学和科学俱乐部中的

女性 **
学术十项全能

模拟审判 艺术俱乐部

地球俱乐部 正义社

体育运动

排球 垒球

越野赛 田径

网球 由于

篮球 骑术

足球 沙滩排球 *

体育运动

严谨均衡的课程设置：  

•24 门高级课程，包括 8 门荣誉和 16 门 AP 课程。

• 该校追求学术卓越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每学

期最多选修 3 门 AP 课程和 1 门荣誉课程。想要修

读更多课程则需学校的同意。

科 技 教 学： 学 校 将 给 2017 届 学 生 开 展 1:1 的

iPAD 配备项目。

宗教课程：学生需要每个学年学习一门宗教课程。

国际学生支持：学校与美国剑桥国际教育合作，为

国际高中生提供学术支持项目，帮助学生提高英语

技能和学习成绩，获得理想大学的录取无论是一对

一的辅导，还是按水平分班教学，我们经验丰富的

辅导老师都将会帮助学生取得学术成功或在大学申

请上需要加强的方面给予学生额外支持和必要的帮

助。辅导老师将与学生的任课老师在作业、配合及

交流方面保持联系，确保双方及时了解学生的进步，

辅导计划也将根据学生的需求及时改变。对于那些

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他们可以选择按小时收费的

更有针对性的辅导项目。

足球

多媒体教室

学生们在课堂上

* 沙滩排球队是 2014 年春季新开设的，这得益于

洛杉矶全年温和的气候条件。

** 该俱乐部提供那些本校课程范围内没有提供的

数学及科学活动。学生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领域的

优秀女性代表，从她们的经历中获取帮助。

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去向

（2012、2013、2014）

校名 排名 *
# 学生人数（总

计 121）
加利福尼亚大学 - 伯克

利分校
21 22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23 22

加利福尼亚大学 - 洛杉

矶分校
24 27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圣地

亚哥分校
38 36

加利福尼亚大学 - 戴维

斯分校
38 21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圣巴

巴拉分校
41 25

加利福尼亚大学 - 欧文

分校
44 27

* 数据来自 2013 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

美大学排名

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

其他毕业去向：纽约大学（5 名）、西北大学（2 名）、

波士顿学院（2 名）、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乔

治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圣母大学和华盛顿大

学路易斯安那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