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约翰博斯克男校
St. John Bosco High School

www.bosco.org

地理位置          

校 址：13640 Bellflower Blvd., Bellflower CA 

90706

所在州：加利福尼亚州

附近大城市：距离洛杉矶 20 分钟车程。

附近大学：加州大学 - 洛杉矶分校（全美综合排名

第 23）

气候：终年炎热干燥。

附近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国际学生费用          

国际生费用（2015-2016）：$47,425。包括学费、

住宿费、语言指导（ESL、托福、SAT 批判性阅读）；

一次性费用（仅第一年）：申请费 $160；I-20 费，

$250；新生指导费 $2000*；

以上费用不包括书本费，服装费，体育活动费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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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flower 位于加州，属于洛杉矶大区的外围。名字来源于风铃草苹果，这是 20 世纪初当地果园里种植的一种植物。学校距离海

滩和洛杉矶市驱车仅需 20 分钟即可到达。

学校特色

基本信息          

学校类型：男校

宗教背景：天主教

建校时间：1940

年级：9-12

学生人数：800

班级平均人数：21

高级教师比例：60%

师生比例：1:18

国际学生人数：15（10 名中国学生，1 名韩国学生）

住宿类型：寄宿家庭

科学实验

partner

PLTY 科技项目

非常优秀的橄榄球队好越野队

现代化高科技校园

NBA 湖人与快船所在地，阳
光海滩

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直飞洛杉矶国际机场

18 门 AP 课程

提供 70 多个学分的双学分课程

机器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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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设施          

校园占地 36 英亩，包括可容纳 200 多人的高级剧院，

最近翻新的化学、生物、物理实验室，配置高新科

技技术。学校的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能板。体育设

施包括可容纳 1200 人的体育馆，可举办篮球、摔跤、

排球等比赛，还有一个可容纳 5500 人的橄榄球场。

校园还有 2 个全尺寸的橄榄球练习场地、力量训练

场地、棒球场、2 个足球场、一个室内摔跤场馆、

沙滩排球场、游泳池和网球场。

在校游览校园请前往：

姐妹学校          

圣约翰博斯克男校的姐妹学校是一所具有天主教背

景的圣约瑟夫女子高中，该校位于 Bellflower 附近

的 Lakewood 镇上。两个学校每年都会举行很多的

互动活动，比如返校节、戏剧表演、舞会等，学生

们聚集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荣誉奖项           

学校的越野运动队在本州享有盛誉，在过去的 10 年

中获得过 3 次加州州立冠军，2 次地区性冠军和无

数个人奖牌。橄榄球队在 2012-2013 赛季全美排名

第一。

加州校际学术联盟最近提名本校为“品质冠军”，

该校从南加州地区的 568 所学校中脱颖而出，评选

标准为“激烈的竞争性和 6 种品质的结合：信任、

责任、尊重、公平和公民意识。”

特色俱乐部           

学校机器人俱乐部参加了当地举行的州级和国家级

机器人比赛。俱乐部的指导老师 Mr. Devries，

是波音公司的材料和工序工程师，并拥有材料工程

学学士学位。该俱乐部完成学校的 PLTW 工程课程。

同时有很多的学生都参加了 PLTW 课程中的计算机

比赛。学校机器人俱乐部网站 http://frc4123.org/

St. John Bosco High School

体育项目和课外活动

AP 课程 2010-2013 学生升学情况

学术项目 升学情况

15项体育运动（80% 学生参加） 

25+个校俱乐部和活动（85% 学生参加）

SAT（2013 届）

      1808      1985 
               前 30%                前 10%

99%    大学录取率

18 AP 课程                25 高级课程  

7 荣誉课程  

体育运动

越野 田径

橄榄球 排球

水球 长曲棍球

篮球 英式橄榄球

足球 冰球

摔跤 网球

棒球 游泳

高尔夫

俱乐部

毕业生大多升入：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或者加

州的社区学院系统，但是在 2012-2013 届学生中，

也有很多被以下的顶尖大学录取：波士顿学院、波

士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福德海姆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宾州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母大学和

南加州大学。

高级数学和科学

生物 微积分 AB

化学 微积分 BC

物理 C 统计学

高级人文课程

英语文学 英语

世界史 法语

美国史 艺术史

政府和政治 比较政治学

西班牙语 人文地理学

双学分课程：本校与玛丽蒙特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为
学生提供 AP 课程，学生可以借此机会修到最多 70 个
大学学分，这些学分可以转到其他任何大学。课程需
要收取额外费用，一门课大约需要花费 $700，这些课
的学分可以转到大学。

Project Lead the Way 课程：学校与 Project Lead 
the Way（PLTW）有合作关系，提供了一系列标准严
格的学术和技术课程，使得新兴科学家可以将学术和
技术技能运用到他们所选择的领域。学术在 3 个学术
方向中选择 1 个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工程、运动医
学和生物医学。每种学术方向需要上一门选修课来辅
助该学术课程的学习，还需进行实习，并完成高级核
心项目。只有 9 年级学生可以直接申请参加这个项目。
10 至 12 年级的学生如果对此感兴趣，将会被列入每
门课的候选申请名单。

宗教课程：学生每年入学时需要上一门宗教课。

俱乐部

动漫俱乐部 数学俱乐部

海滩俱乐部 彩弹俱乐部

新闻俱乐部（The 
Brave） 爬虫俱乐部

汽车俱乐部 火箭俱乐部

辩论俱乐部 西班牙语俱乐部

健身俱乐部 学生会

初级政治家 年鉴

志愿者俱乐部 机器人俱乐部 *

风筝俱乐部 长曲棍球俱乐部

体育运动

橄榄球

2010-2013 届加州大学各校区录取情况

排名 * 校区
被录取人
数（共 72

人）

20 伯克利 7

23 洛杉矶 18

39 戴维斯 3

39 圣地亚哥 8

41 圣巴巴拉 6

49 欧文 26

86 圣克鲁兹 4

*2013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排名

舞台剧 篮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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