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多米尼克女校
Saint Dominic Academy

www.stdominicacad.com

校园占地一平方英里，位于泽西市中心。泽西市是新泽西州的第二大城市，毗邻哈得逊河，与曼哈顿隔河相望。泽西市近年来地

位突出，有越来越多的纽约市居民搬来这里，这是因为泽西市有多条火车、渡轮及巴士线路通往纽约市。作为一个多种族和多元

文化的地区，泽西市内居民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群比例是全美最高的，大西洋杂志因此在 2011 年将之评选为“全美第十大艺术城市”。

基本信息 地理位置

学校类型：女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

建校时间：1878 年

年级：7-12

学生人数：299（9-12 年级 284 人）

班级平均人数：20

高级教师比例：50%

师生比例：1:12

国际学生人数：2（均来自韩国）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校址：2572 J. F. Kennedy Boulevard, Jersey City, NJ 07304

所在州：新泽西州

附近大城市：纽约市 15 分钟车程

附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全美综合排名第 4）

气候：亚热带气候，冬季凉爽，夏季炎热潮湿。

附近机场：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JFK）

学校特色          

国际学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4-2015）：$37,135。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费（ESL、托福、SAT 批判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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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活动费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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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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 年悠久建校历史

21 门 AP 课程

观看 NBA 比赛，第五大道购物休闲

靠近纽约市和哥伦比亚大学

54 门大学双学分课程

直飞肯尼迪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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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俱乐部

体育运动

2013 届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9     项体育运动（50% 参与率）

17+俱乐部和活动（65% 参与率）

SAT 成绩

           1945            

                         前 10%              

97%    大学录取率

* 虚拟高中：虚拟高中提供超过 100 多个在线选修

课程。课程内容涵盖所有学科领域。想要申请的学

生可以访问：www.thevhscollaborative.org 了解

更多关于网上课程的信息。学生在上学期间的某一

固定时间里上这些选修课，需要学生自学。

大学学分课程：学校与圣彼得大学（距离学校不到

2 个街区）合作，11 和 12 年级学生可以借此机会

参加大学级别的入门课程，获得高中和大学的双重

学分。如果学生时间允许的话，就可以在平时上大

学学分课程。学校共提供了 50 门多个学科的课程。

参加该课程需要额外付费，每门课收取 100-250

美元。

ESL 课程： 学校与剑桥国际教育集团合作，为学

生提供学术辅导项目以满足中学水平国际学生的需

求，帮助他们提高英语和学术表现，增加国际学生

申请名校的几率。

宗教课程：学生在校的每一年都需要学习一门宗教

课程。 

2011-12 级毕业生被以下大学录取：杜克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东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

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普渡大学、马里兰大学、北卡

罗来纳大学、维克森林大学。

体育资格：如想参加体育，学生必须符合新泽西

州校际运动联盟要求。

俱乐部

动漫俱乐部
多元文化 / 世界

语言俱乐部

亚洲兴趣俱乐部 国家荣誉协会

戏剧俱乐部 学生管理会

欢乐合唱俱乐部 年鉴

好客俱乐部 文学杂志

礼拜合唱团 学生报纸（小号）

数学俱乐部 学生会

大都会俱乐部 学生大使俱乐部

模拟法庭

体育运动

越野 舞蹈

足球 田径

网球 游泳

排球 垒球

篮球

现代化设施          

学校的设施有：1 个图书馆 / 媒体中心，拥有超过

25 台电脑，2 个计算机实验室，拥有最先进技术的

生物、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学校就像位于市中心的

一所大学，校内没有体育设施，学生可以去附近的

林肯公园使用运动场地，还可以前往泽西城军械库

和圣彼得大学使用那里一流的运动设施。

教师档案          

• Joseph Napoli 在校任教 36 年。他教授哲学、

AP 心理学、人格理论、音乐分析和音乐会合唱。

他拥有圣皮特学院的历史学士学位，还拥有纽约

大学人文学科硕士学位。他获得美国私立教育协

会颁发的 2005 年度的教师奖。并获得了贝永哥

伦布委员会和但丁学会颁发的意大利美国教育年

奖。他除进行教学研究外，还是 SDA 合唱团俱

乐部的主管。在他的带领下，合唱团俱乐部赢得

了锦标赛大奖，赢得了 22 个地区中的第 12 名。

• Cristina Manuel 任教 29 年。在圣多米尼克学

院任教 14 年。她教 AP 物理学、AP 化学、AP 

物理学、概念物理学和 STEM 科学。她拥有森特 

艾斯克拉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和菲律宾马尼拉阿

达森大学的硕士学位。

知名校友         

Ellyn McColgan 是 1971 届毕业生。之后她以优

异的成绩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毕业，并获得了

哈佛商学院的商业硕士学位。她还为希尔森美国

运通和富达投资工作过。在 2002-2007 年之间，

McColgan 使富达经纪公司在客户资产和客户数量

上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将业务资产增加到

1.9 万亿美元。作为摩根士丹利全球财富管理集团的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她领导着拥有 17000 人的团队，

以及 65 亿美元的收入。

93 高级课程      18 荣誉课程

21 AP 课程       54 大学水平课程

高级数学与科学

微积分 AB 生物

微积分 BC* 物理 B*

电脑科技 * 物理 C*

经济学 * 统计学 *

环境科学 *

高级人文学科

英国文学 美国历史

西班牙语 心理学

法语 艺术史 *

人文地理 * 英语语言 *

音乐理论 * 欧洲历史 *

世界史 * 美国政府 *

田径

排名 * 学校和大学的名称 录取学生

28 密歇根大学 1

32 纽约大学 1

41 波士顿大学 1

57 福特汉姆大学 4

69 罗格斯大学 23

75 美利坚大学 1

91 麻省大学 - 安姆赫斯特 1

97 德雷塞尔大学 3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综合排名

学生活动

Saint Dominic Academy

开心课余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