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蒙娜女校
Ramona Convent Secondary School

www.ramonaconvent.org

地理位置          

校址：1701W, Ramona Rd, Alhambra, CA 91803

所在州：加利福尼亚州

附近大城市：距离洛杉矶市内 8 英里

附近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10）

气候：一年四季气候温和

附 近 机 场： 洛 杉 矶 国 际 机 场（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LAX）

国际学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6-2017）：$50,500。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TOEFL 和 SAT 备考）

附加可返费用：学生杂费，$1000；学生账户，$1000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160；I-20 费，

$1000；新生指导费，$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服装费和保险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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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坐落在阿尔罕布拉市的西圣盖博谷 （Western San Gabriel Valley），位于洛杉矶市区东北部。西圣盖博谷在帕萨迪纳

（Pasadena）南部，这里有洛杉矶地区的地标：加州理工大学，玫瑰碗体育场还有蒙特利公园（Monterey Park）北部地区（是

全美最大的华人聚集区）。

学校特色

学校类型：女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

建校时间：1889

年级：9-12

学生人数：240

班级平均人数：21

高级教师比例：100%

师生比例：1:9

国际学生人数：24（24 人均来自中国）

住宿类型：校外公寓

学校特色          

partner

超过 120 年悠久建校历史

直飞洛杉矶国际机场

开设 17 门 AP 课程

STEM 重点课程

2 次被评为杰出蓝带学校

优秀的合唱团

天主教优良的教育背景

开设 20 门荣誉课程

校园环境

69

毕业生被 4 所常青藤名校录取

学院录取率 100%

临近洛杉矶市中心



70

现代化设施          

学校占地 7.8 公顷（19.25 英亩），校园宁静开阔。校
内设施堪比大学校园。有 8 栋建筑，学生有机会在课间
到户外活动。不同的教学楼代表了学校的不同发展时期，
最新的建筑是玛丽玫瑰科学中心，于 2008 年开放使用，
配置最先进的设备。玛丽玫瑰科学设施包括现代生物、
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一个水族馆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花
园。运动场（足球和垒球）于 2012-2013 年进行了升
级改造，而教堂、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健身房和户
外游泳池等组成了完整的教学设施。

教师档案          

Aulikki Pekkala-Flagan- 教授 AP 生物、工程、物理和
机器人。拥有医学科学和化学工程的理科双学位，加州
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教育学硕士学位，加州教师资格证，
以及迈阿密大学的动物学硕士学位。
Mary Mansell- 学校校长，持有斯坦福大学艺术史 / 英
语文学士学位和旧金山大学行政管理文学硕士
Halina Szymanski- 副校长，持有一个加州大学物理学
理学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荣誉奖项          

• 分别于 1993 和 1998 年 2 次被美国教育部评为优秀
蓝带学校。
• 合唱团奖项：
• 学校在 2012 年南加州声乐协会赞助的合唱比赛中，
获得了室内合唱“杰出”称号。
• 成立 2 年以来，手铃乐团已经多次受邀去洛杉矶儿童
合唱团的音乐会上参加表演。洛杉矶儿童合唱团是全美
最富盛名的儿童合唱团之一。
•8 名室内合唱团的成员已经被选中参加 2013 年加州洛
杉矶荣誉合唱团的演出
•Ramona Rampage 机器人队获得 2005 年和 2013 年
机器人首次比赛评判大奖，2011 年、2012 年和 2015
年团队精神奖。

知名校友          

• Lucille Roybal-Allard，59级校友，2003年起担任
加州国会参议员，是第一位被选入国会的墨西哥裔
美国女性。

• Francie Alexander，63级校友，担任Scholastic 
Education教育公司（又称Scholastic Books）的副
总裁和学术办公室的主任，拥有加州大学圣巴巴拉
分校的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教师资格证，以及加州路德大学的教育硕士学位。

• Lisa Manibog Lew-Brennan作为执行制片人获得
艾美奖。

国际生住宿          

学校宿舍位于 Altadena，距离学校约 25 分钟车程。
2016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将全部安排入住这座新的宿舍
楼。宿舍管理员提供每天往返学校的交通。设施包括：
一楼：7 个学生宿舍，1 个员工 宿舍，1 间厨房，1 间餐厅，
和 1 个公 用洗手间；
二楼：5 个学生宿舍，1 个公用洗手间；
地下室：有充足座位的公开场地，可供大家阅读，1 间
游戏室，用来进行娱乐活动，2 间员工宿舍，1 间洗衣
室。近期翻修的不完全统计：全新自动喷水系统 , 全新
的绿化环境，10 个停车位，全新电梯，整个建筑将按
照 ADA 的标准建造。
旅游活动：徒步旅行，逛公园，登山。帕萨迪纳市：距
洛杉矶仅 25 分钟车程（16 英里），这里有艺术博物馆 
, 玫瑰花车游行 , 玫瑰碗体育场。

Ramona Convent Secondary School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2007-2014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8   项体育运动（50% 的学生参加）    

35 个校俱乐部和活动（90% 的学生参加）

SAT

      1965       2094     
               前 30%                  前 10%   

100%    大学录取率

28 高级课程         10 荣誉课程         

18 AP 课程          75% AP 通过率

高级数学与科学

微积分 AB 物理 *

生物 统计 *

化学 微积分 BC *

* 独立课程

高级人文科学

英语语言 室内艺术

英语文学 法语

欧洲史 西班牙语

美国史 汉语 *

美国政府和政治 西班牙文学

心理学

俱乐部

* 哈佛模拟国会 烹饪俱乐部

机器人 戏剧俱乐部

科学 / 数学俱乐部 舞蹈俱乐部

科学奥林匹克 未来美国经济领导

和平正义社团 花样游泳

书籍俱乐部 艺术俱乐部

时尚俱乐部

体育运动

篮球 游泳

越野 网球

足球 田径

垒球 排球

体育运动

宗教课程：每个学生每年都必须上一门宗教课。

STEM 课程：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方面的能力，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课

程，甚至超出了 AP 的范畴，包括： 

• 工程：设计和应用

• 机器人科学

• 游戏编程入门

• 网页编程

• 制作者空间（一个学生实验室）有一个 3D 打印

机包括设计制作软电路的微处理器和设备

• 法医学

• 程序设计和物理计算

• Web 图形

• 电脑动画

• 科学概念，科学应用（科学研究课） 

国际生辅导：学校为非英语母语的学生提供语言浸

入式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用以学习英

语言课程，特别是分析文学作品。学生在课上改

进自己的英语，可以应对标准化考试，如 SAT 和

TOEFL。每周有四次课程，每次 50 分钟。

国际生协调员的职责是看管学生在校的生活，包括

师生关系、与剑桥沟通、帮助学生参加活动、关注

学生所取得的进步。

还有其它的帮助：学校领导工作室、国际好友项目、

同学辅导、担任学校俱乐部和活动的领导、与指导

咨询师多次会见，解答升学要求和个人学术要求。

排名 * 学校名称 录取学生
数目

2 哈佛大学 1

5 斯坦福大学 2

10 达特茅斯学院 1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

12 西北大学 2

14 布朗大学 1

16 康奈尔大学 2

18 圣母大学 1

2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4

23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30

23 南加州大学 6

41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 1

42 波士顿大学 3

48 华盛顿大学 8

*2013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全美大学

篮球

课堂上

大学录取数据（2007-2013 年）：

• 加州大学 –142 名

• 伯克利 –12 名

• 戴维斯 –6 名

• 欧文 –15 名

• 洛杉矶 –29 名

• 河滨 –30 名

• 圣地亚哥 –13 名

* 类似于模拟联合国，由学生自发组织，真实体

验模拟美国国会和政府的活动，最后在一年一度

的哈佛大学举办的模拟联合国活动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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