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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顿(Atherton)是圣马特奥县下属的一个城市。是美国

最富有的城市。2010年9月，福布斯杂志将邮编94027

地区列为美国第二贵的地区。2013年10月，94027地

区上升为最贵的地区。

这座风景优美的硅谷小镇只有2000户人家，80%是跨国公

司的CEO和高管们，其中包括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

阿瑟顿地理与人口

目前，有很多成功人士和开发商将目光锁定阿瑟顿，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

这里的房源上市销售，比如那些历史悠久的多层住宅和古老的农场住宅。

2013年，福布斯将阿瑟顿评为“美国房价最昂贵邮编区”。

(EricSchmidt)、惠普首席执行官(CEO)梅格·惠特曼

(MegWhi tman)以及证券经纪大亨查尔斯·施瓦布

(CharlesSchwab)。除了硅谷高科技巨头外，来自中国和

印度的超级富豪也正在迁入该地区。根据2010年的人口

普查，它的人口数为6914。其中白人占 80.5%，亚裔占

13.2%，非洲裔占1.1%。

1

2

3

4

5

城市边界

区域边界

西阿瑟顿 (West Atherton)

林登伍德 (Lindenwood)

阿瑟顿奥克斯 (Atherton Oaks)

西阿拉梅达(West of the Alameda)

林登帕克(Lloyde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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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人士聚集的投资热地

阿瑟顿人口年龄阶段统计

阿瑟顿犯罪率

目前，有很多成功人士和开发商将目光锁定阿瑟顿，迫

不及待地希望看到这里的房源上市销售，比如那些历史

悠久的多层住宅和古老的农场住宅。新建住宅的建筑面

积基本都超过 929平方米，这已经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标

准。此外，很多海外买家也渴望入驻阿瑟顿，不仅是为了

成为这尊贵社区的一部分，更是由于多年来的发展趋势证

明，这里的地产拥有绝佳的投资价值，除了市政厅、邮局、

图书馆和火车站，阿瑟顿的公共设施中还包括另外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霍布里克帕莫公园(Holbrook Palmer 

Park)。

霍布里克帕莫公园(Holbrook Palmer Park)属镇政府所

有，占地面积 22 英亩，内设各种社交活动设施、球场、

网球场、游乐场和步行径。1958 年，霍布里克帕莫女士

将这片个人所有土地捐赠给市政府，它也是该家族数代人

慈善精神的代表。公园由“霍布里克帕莫公园之友”( The 

Friends of Holbrock-Palmer Park) 负责日常运营成本

和各种改善工作。该组织由小镇一些积极活跃的居民组

成，自愿付出时间和智慧维护公园的美观，此举也进一步

强化了社区精神。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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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找一套
心仪的美国房产吧! 

查看房源

据报道，一个名叫Atherton (阿瑟顿)的美

国加州小镇近日成为热门话题，由于小镇临

近硅谷，且有像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和

“脸谱”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这样的

大人物在此买房，当地的房价号称超过洛杉

矶比弗利山庄、纽约上东区、佛罗里达棕榈

滩，成为美国房价最高的地方。

阿瑟顿小镇几乎在美国毫无名气，很多美国

人都没听过这个地方，但它却吸引了不少人

在此兴业，尤其是有钱人，原因无外乎是因

为这里临近硅谷。小镇大约有7000人，在这

里买房的最低门槛价格却高达160万美元，

大约只能购买158平方的房屋。

据旧金山当地媒体称，由于科技企业在过去

一年里成长迅速，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的估

价飙升25%，造成科技公司的财富急剧增

长，于是阿瑟顿当地的房价也水涨船高。

除了靠近硅谷外，这个小镇还有什么理由吸

引富翁呢？阿瑟顿镇号称“小巧、田园、宜

居，没有任何工业设施”，6平方英里的土

地上种满了各种植物，绿化率非常高。

最新资讯：加州小镇因名人效应成美国房价最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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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阿瑟顿地区的房屋均价为479万美元，远远高于加

州44万和全美18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在最近的一年中，阿

瑟顿的房价上涨了4.5%，而在未来的一年中，预期将继续

有3.1%的增长。在租金方面，阿瑟顿的均价为1万美元，

几乎10倍于美国的平均水平。对于该地区房产的升值潜力，

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其高于平均水平的升值预期。有三个原

因支持这种持续强势攀升：在整个旧金山半岛，阿瑟顿的

房屋建设管理相对比较宽松，利率处于历史地位，处于中

心的地理位置。由于置业阿瑟顿就是个人成就的标志，因

此，在住宅的建筑结构和外立面的选择方面，当地政府不

做过多限制。从某种角度而言，半岛地区房地产价值的走

势，也取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毕竟很多上市公司都

位于这片地区。因此，鉴于美国股市的长期向好，半岛地

区也将保持着全世界最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地位。

房产市场分析

3

阿瑟顿房价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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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顿 $4.8M 加利福尼亚 $441K

阿瑟顿房屋用途比例

12.5%

80.2%

7.3% 

出租房 

闲置房

私有房

阿瑟顿租金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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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顿 $10,343/mo 加利福尼亚 $2,212/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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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街区

西阿瑟顿 West Atherton

小镇面积 600 英亩，创建之时还是法克森·迪恩·阿瑟

顿的私人土地。如今，在小镇的五个社区中，西阿瑟顿毫

无疑问是最炙手可热的一个。这里的街道宽敞，道路两旁

是郁郁葱葱、历史悠久的橡树、红杉、雪松和松树。由于

对隐私的高度重视，几乎家家户户的院落周围都由修剪整

齐的灌木丛遮蔽，同时配有高大庄严的大门。此外，阿瑟

顿街道的命名，也一直延续着比较老派的方式，这也是对

历史传承的尊重。

随着硅谷高科技新贵和投资家不断涌入，传统名门王族日

渐稀少，西阿瑟顿的社区外观也开始出现变化。此外，由

于西阿瑟顿资产价值增值稳健，名声远扬，加之毗邻斯坦

福、硅谷和旧金山的很多文化胜地，因此也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海外购房者。

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高档地产市场一样，这里的住宅基本都

由购房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但可能也会出现比其他等

级地产市场更大的波动性。开发商们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些

较老旧的房源上市，因为在整个半岛地区，阿瑟顿的建筑

管理部门的监管最为宽松。因此，当您行驶在西阿瑟顿宽

敞的大街上时，经常会看到建筑施工车辆来往，自然也不

足为怪。在新建豪宅中，比较常见的房型为三层别墅，住

宅建筑面积基本都超过929平方英米。与西阿瑟顿最核心

位置的住宅相比，相对边缘地带的房价大约低10 -15%。

学校

橡树林小学 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奥克诺尔小学 Oak Knoll Elementary                                      API 961

山景中学 Hillview Middle                                                         API 950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Las Lomitas Elementary                           API 942

圣罗莎小学 La Entrada Elementary                                         API 963

塞尔比路小学 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伍德赛德高中 Woodside High                                                 API 758

4

何为API ?

API又称学业表现审核系数，是英文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的简称，是美

国加州对于一个学校中学生的学术成就和总体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用通俗的

话讲，就是简单评判一所学校好坏的标准，API分数越高，说明这学校越好！

橡树林小学

奥克诺尔小学

圣罗莎小学

山景中学

西阿瑟顿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娱乐

西阿瑟顿距离斯坦福大学仅需几分钟，大学中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

己邻。西阿瑟顿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场所，当属私人所有的门罗俱乐

部(Menlo Circus Club)。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提供了多种娱乐设施，

包括一个马厩和一个马术场。半岛地区最高端的社交活动往往都选

择在此进行。附近还有两个私人高尔夫球场。

塞尔比路小学

伍德赛德高中

门罗阿瑟顿高中



橡树林小学

山景中学

林登伍德

门罗阿瑟顿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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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伍德  Lindenwood

在阿瑟顿的几个主要社区中，林登伍德的房地产市场增值

速度最快。

这片土地曾是詹姆斯·C·弗洛德(James C. Flood)的避

暑庄园，在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弗洛德曾被誉为

康斯托克矿(Comstock Lode)的白银之王。后来，土地被

分成了 433 个小地块，修建起一栋栋的住宅。由于这片社

区位于弗洛德庄园的地界之内，因此延续了美国老派上流

社会的温雅气息，比如蜿蜒的街道和绿意葱葱的环境。外

来车辆通常只能在主路上穿过，因为很多岔路限制外来车

辆进入。

由于林登伍德现有的住宅外观比较统一，因此几十年来，

这里一直都是阿瑟顿房价最稳定的区域。在上世纪40-50 

年代，除了最中心地区有几栋超豪华别墅之外，所修建的

房屋大多都是大面积的农场风格住宅，充分利用当地的绿

色植被，极富田园情调。地产大亨约瑟夫·艾克勒

(Joseph Eichler)就把自己的家安在这里，在威斯特亚路

(Wisteria Way)，还有著名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怀特

(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一栋代表性住宅：阿瑟·马

修宅邸(Arthur Mathews House)。

如今，林登伍德的居民构成比较多样化，既有硅谷创业

家，也有湾区望族的后代。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居民们悠

哉地遛狗、取邮件、讨论最新的房屋装修计划。很多居民

都是林登伍德居民委员会的活跃分子，帮助进行各种有利

于社区发展的工作，比如防灾组织、维护社区公共绿地、

规划一年一度的社区郊游活动等等。

5

哪里能看到 API 报告

1999年立法通过的API报告和成长报告，是学生家长了解所在学区、学校教学品

质的主要参考依据，也是州教育厅决定是否给予学校奖金的重要指标之一。

API 的查阅范围包括小學、初中到高中，家長可到加州教育局网站查询。

点击查看最新的加州中小学API报告

阿瑟顿奥克斯 Atherton Oaks

在阿瑟顿的几大社区中，阿瑟顿奥克斯也许没有最响亮

的名气，但其受青睐程度却丝毫不逊于其他几个社区，

因为这里也同样有着宽敞的住宅、私密的私人土地和优

质学校。该社区的住宅大多面积为一英亩或更大，在土地

中央位置矗立着单层农场式住宅。但沿着一些较窄的街道

前行，也会发现几栋古老而豪华的宅邸，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该地区尚未改名为阿瑟顿之前。那时候，这片土地名为

法瑞奥克斯(Fair Oaks)，对于当时的旧金山大家族而言，

住在法瑞奥克斯车站旁，才算是最理想的安家之选。

学校

劳蕾尔小学  Laurel Elementary                                               API 927

橡树林小学 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山景中学 Hillview Middle                                                         API 950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娱乐

尽管阿瑟顿镇只有一个公立公园（霍布里克帕莫公园），但附近的

马迪诺县(San Mateo)却有19 个独立的公园、3 条长线路的步行

径和数不清的开放设施和保护区，大多都在海湾、海滩和圣克鲁兹

山（Santa Cruz Mountains）附近。这里毗邻斯坦福大学，因此

可坐享大学中丰富多彩的活动，周边几个私立俱乐部更是提供了绝

佳的社交活动场所，比如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自行车道

和马术场等。

劳蕾尔小学

http://www.cde.ca.gov/ta/a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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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房地产市场一样，阿瑟顿奥克斯的房屋售价也由位

置所决定。最贵的房屋位于法瑞奥克斯街旁边的巷路尽头，

比如弗吉尼亚巷(Virginia)和弗农山巷(Mount Vernon)，这

里的环境非常幽静。而位于社区边缘主要街道或加州铁路两

旁的住宅，价格就要低于中心位置14%-15%左右。

由于毗邻的林登伍德区房价涨幅较快，自然也会对这里的价

格起到拉动作用。但由于这里的很多住宅为新建项目，加之

整体的社区氛围略逊于林登伍德，因此如果购房者更注重学

校质量和住宅空间，那么阿瑟顿奥克斯就是更实惠的选择。

事实上，这片社区所体现的也正是阿瑟顿目前的土地使用目

标：保护阿瑟顿风景秀美、乡村田园、林木葱郁、拥有充足

开放空间的住宅区特色。阿瑟顿唯一的公园和市政建筑都位

于该社区，社区内还有多个民间组织，致力于保护这里的历

史传承，包括阿瑟顿传承协会(Atherton Heritage Associ-

ation)、阿瑟顿艺术委员会(Atherton Arts Committee)、

阿瑟顿树木委员会(Atherton Tree Committee)、阿瑟顿社

区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 the Atherton Community 

Library)、霍布里克帕莫公园基金会(Holbrook-Palmer 

Park Foundation)、阿瑟顿妇女协会(Atherton Dames)、

警察特勤队(Police Task Force)和阿瑟顿公民利益联盟

(Atherton Civic Interest League)。

学校

橡树林小学 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山景中学 Hillview Middle                                                         API 950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娱乐

霍布里克帕莫公园即位于该社区。公园内除了历史悠久的建筑，

还有多块网球场，一个幼儿园和一个三角型棒球场地。此外，几

个街区外的社区边缘位置，就是法瑞奥克斯加州铁路火车站、阿

瑟顿图书馆、邮局和市政厅。而斯坦福大学更是如在隔壁，几分

钟即可到达。从这里去往周边的几个私人俱乐部也非常便利，这

些俱乐部不仅有各种体育设施，比如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网球

场、自行车道和马术场，还是举行社交活动的最佳选择。

6

API 评分标准

API指标分为基础指标和增长指标两项。基础指标的测算依据的是学校中学生的各

项标准化考试成绩，将其转化为一个介于200-1000之间的分数。增长指标的测算

依据是基础指标与往年同期相比的变化趋势，能够体现出学校一段时间内学术表

现的变化情况。当前，加州的基础API指数为768，其中小学为800，初中为765，

高中为729。洛杉矶地区的许多华裔及亚裔聚居学区学校一直都有上乘表现，API

分数遥遥领先。

橡树林小学

山景中学

阿瑟顿奥克斯

门罗阿瑟顿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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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阿拉梅达 West of the Alameda

西阿拉梅达是阿瑟顿镇最幽静隐秘的所在，仿佛一片世外桃

源。地处沃什路(Walsh Road)和斯托克桥大街(Stock-

bridge Avenue)之间，位于阿拉梅达拉普拉斯大道

(Alameda de las Pulgas)西侧。起伏的山丘、苍天橡树、

清澈欢畅的溪流，这里的风景散发出浓郁的田园牧歌风情，

整体氛围与附近的伍德赛德县比较接近。但这里的交通却非

常便利，几分钟即可抵达门罗帕克市区、砂山路(Sandhill 

Road)的风投公司聚集地以及斯坦福的便利设施。

由于西阿拉梅达的地形起伏，因此这里住宅的间距要比其他

社区更远，整体设计会考虑与周边绿色环境相协调。在某些

山丘的山顶位置，还可以欣赏到旧金山湾迷人的风光。该社

区常见的建筑风格包括传统殖民时代建筑、农场式建筑和地

中海式建筑。但无论是哪种风格，都带着一种乡村气息，比

如长车道、独立车库以及主建筑周边的辅助房屋。

在西阿尔梅达，决定房屋价格的因素包括地块面积、建筑的

精美度和视野。开发商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这里，重新挖

掘这片宁静社区的潜力。此外，由于该地区毗邻声名显赫的

西阿瑟顿，因此房价也水涨船高，但与阿瑟顿其他几个社区

相比，这里的整体氛围毫无疑问更加轻松休闲。

学校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API 942

圣罗莎中学 La Entrada Middle                                              API 963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伍德赛德高中 Woodside High                                              API 758

娱乐

西阿拉梅达距离斯坦福大学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因此可坐享大学举

办的丰富活动。此外，从这里可便利抵达附近的几家私人俱乐部。

俱乐部中不仅有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网球场、自行车道和马术

场，还提供了绝佳的社交活动场地。附近的马迪诺县有19 个独立

的公园、3 条长线路的步行径和数不清的开放设施和保护区，大多

都在海湾、海滩和圣克鲁兹山附近。

7

哪里能看到 API 报告

1999年立法通过的API报告和成长报告，是学生家长了解所在学区、学校教学品

质的主要参考依据，也是州教育厅决定是否给予学校奖金的重要指标之一。

API 的查阅范围包括小學、初中到高中，家長可到加州教育局网站查询。

点击查看最新的加州中小学API报告

门罗阿瑟顿高中

西阿拉梅达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伍德赛德高中

圣罗莎小学

http://www.cde.ca.gov/ta/a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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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塞尔比路小学 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娱乐

距离林登帕克社区正门一个街区远，即是法瑞奥克斯加州铁路火车

站、阿瑟顿图书馆、邮局和市政厅。霍布里克盘公园毗邻而立，拥

有一个游乐场、几块网球场、一个篮球场和散步花园，是儿童和成

年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8

林登帕克 Lloyden Park

林登帕克位于国王高速路(El Camino Real)和加州铁路之

间，在阿瑟顿的所有社区中，这里最具有美式郊区的特色。

20世纪初，这片土地还是一位富有工业家的私人资产，20

世纪20年代末，土地经过分割后修建了 86 栋独立住宅，

每个地块的面积大约三分之一英亩。在整个阿瑟顿，这里

也是唯一拥有地下管线、街灯和人行道的社区。

这里的很多住宅内部都曾进行过彻底的重新装修，但从外

观来看，整个社区仍然保持着原汁原味的氛围。建筑风格

多种多样，既有都铎复兴式建筑，也有地中海式建筑和瓦

顶殖民时代风格建筑。如果您是建筑爱好者，那么一定会

对这里的两栋特别建筑感兴趣：1939 年，在旧金山的金

银岛举行了金门国际博览会，该社区的两栋建筑即专为本

次盛会而修建，并命名为“未来之家”。在过去的几年

中，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 林登帕克的地产价值增值速度

相对较慢。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住宅的地块较小，而且毗

邻铁轨，因此不是开发商的首选。此外，红杉市(Redwood 

City)校区的实力相对较弱，也阻挡了购房者的脚步。此外，

由于社区的面积较小，因此很少能看到3套以上的林登帕克

房源同时上市，因此销量非常低。

塞尔比路小学

门罗阿瑟顿高中

林登帕克



学校

塞尔比路小学 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娱乐

距离林登帕克社区正门一个街区远，即是法瑞奥克斯加州铁路火车

站、阿瑟顿图书馆、邮局和市政厅。霍布里克盘公园毗邻而立，拥

有一个游乐场、几块网球场、一个篮球场和散步花园，是儿童和成

年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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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顿学校一览

门罗-阿瑟顿高中（简称M-A）是一所四年制中学，从九年级到十二

年级共有近2,100名学生。近年来，M-A斩获了数不清的荣誉，包括

被美国教育部称为全国顶尖高中之一；《新闻周刊（Newsweek）》

连续多年将 M-A 评为美国顶尖公立高中之一；门罗-阿瑟顿高中是

圣马特奥县唯一获得“2013年加州优秀学校”称号的一所学校

（1986 年与 2007 年也曾获得此称号）。

门罗-阿瑟顿高中为学生提供了范围广泛的课程，全部都按照最高

学术标准设计，包括十七门大学预修课程。无论是学生学习的过程

还是教职员授课，都采用了很多高科技设施。通过 GAFE（

Google 教育应用程序），所有学生和员工的 Google 账号都能与

高中连为一体，用来获取功课、家庭作业、分数、课堂授课、博客

和讨论等其它资源。

为什么 API 会被戏称为“亚裔家长搬家指数” ？
中国人历来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都把培养孩子作为头等大事。加州当地的华

人家长就是通过API来寻找他们理想的安家地点，因此，API被人们戏称为“亚

裔家长搬家指数”(“ASIAN PARENT MOVING INDEX，API”)。

伍德赛德高中 Woodside High
API 758

伍德赛德高中以其多样化的学生组成和注

重全球视角的课程而闻名遐迩。此外，学

校的几大组成部分也备受学生家长的好评，

包括高标准大学预科课程、格林学校、商

学校、特殊教育学校、英语学生发展计

划、项目发展计划（工程类预科课程）和

艺术学科。这些课程主要针对不同专业取

向的学生、存在学习障碍的学生、以及希

望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学生。校内的体育

部提供常规体育课之外的男生/女生/男女

混合运动课程，比如羽毛球、曲棍球、水

球和高尔夫。2010 年，学校连续第二年

列入美国最佳高中评选榜单，在加州同类

学校排名中获得 10 分的好成绩。

伍德赛德高中位于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部，

该地区经济环境的巨变，也对学校产生了

深远影响。新教学楼I-Wing刚刚落成，这

也是学生们进行数字多媒体课程的教室。

社区对学校也予以大力支持，近期通过债

券形式募集资金，代表学校即将拥有更多

的先进基础设施，包括可容纳500人的表

演艺术中心，371平方米的科学和工程教

学设施以及奥林匹克标准的游泳馆。

伍德赛德高中 Woodside High

门罗－阿瑟顿高中 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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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景中学 Hillview Middle
API 950

山景中学服务于整个门罗帕克市学区，也

是小学生们下一步的学习殿堂。山景中学

共有 879 名学生，兼具了大规模学校和

小规模学校的优势。这是因为其教学模式

是将学生分为多个组，核心科目由共同的

老师进行授课，其他为选修课。学生将首

次体会自己决定部分课程安排的感受。通

过选修课，学生将开发出自己在戏剧、木

工、外语、艺术或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与兴

趣。此外，学校在教学中融入科技，为每

一名学生配备了一台平板电脑，供学生在

课堂上使用，以这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学习

经历。

劳蕾尔小学 Laurel Elementary
API 927

劳蕾尔小学的课程设置为学前班至三年级，

受到学生和家长一致好评。之所以能获得

这样的高声誉，主要是因为该小学的学生

可以接触到独一无二的发展机会，比如 

STEAM大型活动（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和数学）。由教师与家长们主持各种

研讨会，让学生通过体验各种活动，学习

相关主题。劳蕾尔是一所真正的社区学校，

家长可携带学生及其兄弟姐妹一起，参加

“家庭数学之夜”和“秋季家庭野餐”等

趣味活动。三年级之后，学生将升入橡树

林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但之前的美好

学习时光，将永远被他们所铭记。

橡树林小学 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橡树林小学的年级设置为学前班至五年

级，服务范围为埃尔卡米诺东区和门罗帕

克市区。学校的校园近期耗资 2500 万

美元进行了彻底的翻新，包括扩建和现代

化改造。校方比较注重语言艺术与数学教

学，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受到家长的极大

尊重。学校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比如备受学生好评的园林项目并与饮食健

康活动和运动项目相结合。学生还可以参

加一项体育运动，获得更全面的教育经

历。正如学校的座右铭所说“橡树林与卓

越齐名”。

奥克诺尔小学 Oak Knoll Elementary
API 961

位于溪流附近的宁静社区中，是门罗帕克

地区评分最高，最受尊敬的小学。学校致

力于让“每一名学生成为堪称典范的学

者、备受尊敬的朋友和勇敢的公民”。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校方在教育过程中不

仅专注于传统的书本学习，还注重讨论

与辩论，让学生熟悉技术，学习如何演

奏乐器，自制早间新闻节目，并通过行动

不断改善自己的学校。在奥克诺尔就读的

学生，大部分来自门罗中心区和艺术联盟

的高管和企业家等知名人士的家庭。

山景中学 Hillview Middle

TIPS 1 :

API 不是一项针对学校的简单测试结果，
而是一个完整复杂的综合评价体系。

美国华人最为集中的城市，
旧金山房源。

点击查看

http://www.juwai.com/USproperty/c-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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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Las Lomitas Elementary

API 942

学校服务于门罗西区，莎伦高地以及阿瑟

顿市、波托拉谷(Portola Valley)和伍德赛

德（Woodside）的一部分。很多家长都

会将自己其他的孩子也送来这里，享受优

质的教育机遇。他们在选择住址时，会将

是否位于本学区视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由

于这种忠诚度，有五家服务于该学校和学

区的组织携手筹集资金，对教师提供帮助，

举办提升和改进学校

品质的活动和志愿者

活动，并协助拟定年

度预算。在教室中经

常能看到家长的身影，

他们志愿贡献自己的

时间，以确保教学的

顺利进行。

几个统计数字即可证

明拉斯罗密塔斯小学的卓越性。自 2008 

年起，这所学校的 API 评分一直高于 940 

分，很大比例的八年级生最终升入了顶尖

大学。除这些统计数字外，学校的硬件设

施品质也很先进，近期更是按照现代化标

准和外观，经过了彻底整修。这些原因综

合起来，让拉斯罗密塔斯小学收到了家长

和学生的青睐。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Las Lomitas Elementary

TIPS 2:

API指标不仅能反映出该学校学生当年的学业

成绩，还能从增长指标中看出与去年相比的发

展趋势。 

塞尔比卢小学 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塞尔比卢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招收K-8 

阶段的学生，全年授课。学校隶属红杉市

校区(RCSD)。与学区内其他学校一样，

塞尔比卢小学会根据统一指导框架的规

定，进行严谨的课程设置，但是每所学校

也可以自行决定教学重点和授课方法，拥

有自己特殊的学风。塞尔比卢小学最近推

出了针对学前班和幼儿园的西班牙语浸

入式课程，每年增加一个年级，一直到 

K-5 年级。

学校还开展“艺术在行动活动”(Art-In-Ac-

tion)，与社区合作进行，培养成年志愿讲

解员，在 K-6年级课堂中介绍伟大的艺术

品，同时讲解艺术品的创作手法。儿童音

乐（2-5年级）和乐器课程（6-8年级）则

向学生传授音乐的基础知识，为学生们提

供学习多种乐器的机会。

半岛学校
Peninsula School

半岛学校位于门罗帕克的一处维多利亚式

庄园中，学校占地面积6英亩，洋溢着宁

静的田园氛围。这所男女合校年级设置为

幼儿园到八年级，提供非权威式、非竞争

式教学环境，学生们在这里可以参与设置

目标，可以自己选择课程，对自己的成绩

进行评估，学校不会给学生评出成绩，而

是通过采取家长会的形式，对学生的进展

进行沟通。课程安排根据学生的选择和特

别兴趣来制定，兼顾强调学生的个性和社

会意识。由于学校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

因此对于一些专业性的课程，任何一个年

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圣罗莎中学 La Entrada Elementary
API 963

圣罗莎中学是门罗西区的一所名校，内设

四到八年级，是其姊妹学校拉斯罗密塔斯

小学的延续，圣罗莎最著名的一点是，始

终致力于开发真正的社区意识。学校的学

生与教师比例为17:1，因此师生间可以建

立牢固的关系。另外，圣罗莎的教学中融

入了高科技元素，通过个人平板电脑来强

化学习体验。

该学校以豹为吉祥物，经常举办类型丰富

的课外活动，包括学生们为家人和朋友制

作礼物的节日市集(Holiday Fair)；家庭

教师协会赞助举办的艺术比赛 Reflec-

tions；还有书市、招聘日、地理比赛、拼

字比赛和科学展览等，为对某一领域感兴

趣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学校还

有着强烈的文化意识，经常参与各种公益

活动，比如建筑、宽容、冲突解决和防霸

凌等主题。

德美国际学校
German-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德美国际学校(GAIS)成立于1988年，年

级设置为学前班至八年级，共有300名学

生。学校采用双语浸入式教学环境，学生

毕业时将掌握两种语言能力。核心课程由

常规教师进行授课，而英语、科技、体育

和音乐则有专业教授提供，他们将使用最

先进的教学法和最佳实践，采用提问式授

课形式。这是一所国际文凭世界学校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World 

School)，提供国际文凭课程，将国际文

凭组织(IBO)、加州政府和德语国家的教

育要求充分结合于一体。GAIA校园仿佛

是一个小世界，汇聚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

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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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诞天主教学校 

Nativity Catholic School

耶诞天主教学校（耶诞学校）由进殿派修

女会成立于1959年，年级设置为学前班

至八年级，目前有300名学生。学校的课

程设置除了普通的核心课程，还根据具体

内容结合了21世纪的先进教学理念，通

常还需要家长参与到教学工作之中。这种

形式在当地也比较普遍。学校的师资力量

非常雄厚，其中95%拥有教育硕士学位。

除了严谨的课程安排，这所天主教学校还

为学生提供特别的能力强化机会，比如已

获得杰出成绩的体育课程、西班牙语、音

乐、国际象棋、机器人科学和一个学术十

项全能团队。
耶诞天主教学校 Nativity Catholic School

美国华人最为集中的城市，
旧金山房源。

点击查看

门罗学校
Menlo School

门罗学校是一所私立大学预科学校（男女和

校），年级设置为六年级至十二年级，共

有 795 名学生。门罗学校致力于提供充

满挑战的学术课程，并辅以出色的创意艺

术与体育活动。学校提供 17 门优等生级

别课程和22 门大学预修课程。2013 到 

2014 年间，共有 291 名学生参加了

688 场大学预修课程考试。95% 的学生

达到三分（大学学分“合格”）；74% 

的学生得到四分或五分（大学学分“良好”

或“优秀”）。另外，100% 的学生都参

加了学校的创意艺术课程，81% 的高年

级学生加入学校的 41 个体育队，共参加

了22 个运动项目的比赛。

圣心学校
Sacred Heart Schools

橡树林小学的年级设置为学前班至五年

级，服务范围为埃尔卡米诺东区和门罗帕

克市区。学校的校园近期耗资 2500 万

美元进行了彻底的翻新，包括扩建和现代

化改造。校方比较注重语言艺术与数学教

学，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受到家长的极大

尊重。学校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

比如备受学生好评的园林项目并与饮食健

康活动和运动项目相结合。学生还可以参

加一项体育运动，获得更全面的教育经

历。正如学校的座右铭所说“橡树林与卓

越齐名”。

圣雷蒙德学校
St. Raymond’s School

圣雷蒙德学校是一所天主教预科学校，目

前共有280名学生，课程设置为幼儿园至

8年级。学校对学龄前儿童数量的限制最

多34名。多年来，该校毕业生全部都按照

自己的心愿，升入当地最优秀的私立预科

高中，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学校采用

了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每间教室都配有

智能版和Apple TV进行辅助教学。校园内

新增了一个STEM实验室（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并在整个校园内实现全联

网。学校目前为4-8年级的学生开设了课

外机器人和视频游戏设计课程，还有针对

K-3年级的探索机器人(Exploratory 

Robotics)课程，这些都是STEM授课内容

的一部分。

TIPS 3:

由于每年政府和媒体会公布所有学校的API指标，
加州学校非常重视提升自己的API分数。 

http://www.juwai.com/USproperty/c-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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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学校

Phillips Brooks School

门罗帕克的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学校是一

所私立学校，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共有 280 

名学生。成立于 1978 年，地址位于艾维

大道（Avy Avenue）旁。学校幼儿园的

班级规模从 14 人到 16 人不等，学前班

到五年级的班级规模为 18-20 人。核心课

程科目在独立教室中授课，并会有专业教

师教授艺术、图书馆、音乐、体育教育、

科学、技术和西班牙语。所有课程设置均

符合美国教育法案《共同核心标准》，课

程范围与课程顺序具有挑战性，旨在帮助

学生达到高标准，为进入中学做好准备。

学校的师生比例较低，课程设计旨在最大

程度发挥每个孩子的潜能。

三一学校
Fremont High 

三一学校成立于1961年，是一所私立男女

合校，隶属于圣公会，年级设置为学前班

至5年级，目前共有学生121人。学校规模

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因此学校

了解校内的每一位学生，这种教学环境的

优势将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日益重要。三一

学校有两个校区。上校区(Upper 

Campus)位于砂山路，共有7间大教室，

1个宽敞的图书馆、一个校内教堂和一个

大会议厅。这里的校园提供了优美的小型

学校环境，设有多种户外学习和展示空

间，包括一个温室花园、可容纳所有学

生入座的户外舞台、体育场、两个球场

和其他的创意户外空间。2005年，下校

如何要给阿瑟顿的房产市场贴上标签，那就是“贵”，“美国房价最昂贵邮编区”的头衔绝非徒有其名，而

能否承受阿瑟顿的房价也是成功人士的标志之一。阿瑟顿房价的贵是有充足的道理的，因为阿瑟顿在软硬件

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顶级的，而房产市场的升值潜力，则仍将十分乐观。

区(Lower Campus)迁至门罗帕克雷文伍

德大街330号的新校址，专门接收3-4岁儿

童入学。

居外观点

TIPS 4:

API仅衡量学术表现，并非全部标准，应避
免只根据API指标择校。

TIPS 5:

API是全面衡量一所学校学术表现的指标，
其数据来源包含不同族裔以及不同社会群
体的学生。

全面了解阿瑟顿的优势，
看当地真实房源！

点击查看

http://www.juwai.com/USproperty/v-0_r-126_c-3647/


1

2

3

4

5

6

7

8

橡树林小学(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奥克诺尔小学(Oak Knoll Elementary) (API 961)

山景中学(Hillview Middle) (API 950)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Las Lomitas Elementary) (API 942)

圣罗莎小学(La Entrada Elementary) (API 963)

塞尔比路小学(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门罗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伍德赛德高中(Woodside High) (API 758)
1

2

3

橡树林小学(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山景中学(Hillview Middle) (API 950)

门罗-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塞尔比路小学

奥克诺尔小学

伍德赛德高中

圣罗莎小学

圣罗莎中学

山景中学

西阿瑟顿 (West Atherton)

1

2

3

4

劳蕾尔小学(Laurel Elementary) (API 927)

橡树林小学(Encinal Elementary) (API 930)

山景中学(Hillview Middle) (API 950)

门罗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林登伍德 (Lindenwood)

阿瑟顿奥克斯 (Atherton Oaks)

4

1

2

3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Las Lomitas Elementary) (API 942)

圣罗莎小学(La Entrada Elementary) (API 963)

门罗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伍德赛德高中(Woodside High) (API 758)

西阿拉梅达 (West of the Alameda)

1

2

塞尔比路小学(Selby Lane Elementary) (API 730)

门罗阿瑟顿高中(Menlo-Atherton High) (API 819)

林登帕克 (Lloyde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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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林小学

劳蕾尔小学

拉斯洛密塔斯小学

门罗阿瑟顿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