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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ational University，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社区中。National University坐落在南
加州，在圣迭戈和洛杉矶设有分校，提供商科、工程和计算机、健康科学、教育和文科的学士和
硕士学位课程，以及强化英语语言课程。

National University成立于1971年，是加州第二大的私立和非盈利大学，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大
学之一。我们独特的每月一门课程的加速模式让学生每次专注于一门课程。有了我们灵活的夜间
课程，为国际学生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活动和体育运动，您取得学位的速度比您想象得要快。

National University已经超越全国学术严谨性的基准，并获得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nd Colleges（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简称WASC）的认证，美国西岸的所有主要大学都是经过
该机构认证的。  

信息速览：
• 大约有3万名在校生
• 平均每班有17名学生
• 可讲多种语言的学术顾问
• 适用所有学生的统一学费标准
• 常年招生，随时受理申请

NATIONAL UNIVERSITY

在加利福尼亚州培养全球思想家
强化英语语言课程
以及学士和硕士课程

要了解更多信息或下载我们的指南，请浏览：nu.edu/discover-california



Virginia Tech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www.lci.vt.edu/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关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	创立于1872年
•	弗吉尼亚州最大的综合型大学
•	150个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	
•	超过90个学士学位课程
•	名列前茅的建筑、工程和MBA课程
•	工程/技术专业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	Jiao	
Tong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位列第	33	名

•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为顶尖公立大学第	25	名

关于我校的语言文化中心

•	主校区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黑堡镇，分校区接近华盛顿特区
•	为合格学生提供有条件本科录取
•	先进的计算机辅助学习中心
•	MBA预科培训
•	 TOEFL	IBT备考课程与测试
•	大学录取指导和分级协助
•	经英语语言课程鉴定委员会（Commission	o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ccreditation）认证

强化英语课程特色

•	注重会话和写作技巧
•	初级至高级，共计十个级别
•	每年六个开课日期
•	每期八周（秋季班和春季班）和六周（夏季班）
•	每周授课20至24小时
•	校内住宿:	寄宿家庭和公寓住宿

Virginia Tec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Blacksburg, Virginia, USA
电话：+1 (540) 231-9814
电子邮件：lci-info@vt.edu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区域：大西洋中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语言课程的学生人数:	4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31,000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	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	$2,875	-	$3,900
最佳课程:	 •	建筑名列前	5	位
	 •	工程排名第	8
	 •	商科排名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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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hill College 
fhinternational@fhda.edu

De Anza College 
dainternational@fhda.eduwww.international.fhda.edu

环境： 美西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3,6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35,000
学校规模：大型
住宿选择：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6,732 美元 /每学年
最佳课程： 
• 商业/创业学
• 工程
•  计算机科学

Foothill + De Anza Colleges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在Foothill College和De Anza College，您有机会为成功的未来奠
定基础。我们为学生提供攻读四年制学士学位的前两年课程。我们的
学生转学到UC Berkeley、UCLA、USC、Stanford、Yale等一流名
校，开始本科第三年课程。

• 在大部分学生成功转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以及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CSU）体系的学校中，本校排名第一

• 2015年秋季学期，有289名国际学生被UC Berkeley录取，140名被
UCLA录取，344名被UC San Diego录取，以及385名被UC Davis
录取。 

• 可负担的学费 - 每学年$6,700
• 灵活的入学选择，一年三次接受申请，无需SAT成绩
• 位于Silicon Valley（硅谷）的心脏地带，靠近旧金山。硅谷是6000

家一流企业的所在地，包括Apple（苹果）、Ya hoo!（雅虎！）
、Cisco（思科）、Tesla（特斯拉）、NASA Research Labs（美
国航空航天局研究实验室）等等均设址于此。 

• 小班制，学生可获得个别关注
• 提供荣誉课程、实习课程以及海外学习课程 

 

Foothill Colleg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12345 El Monte Road  
Los Altos Hills, CA 94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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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http://cie.siu.edu

SIU 拥有独特的传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机会，包括研究方面的卓
越性、创新性和创造力，以及着重于促进学生学有所成的杰出教学。
 
作为登上全国排行榜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与区域经济催化剂，我们创造并进
行知识交流以培养未来的领袖，改善我们的社区并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SIU 拥有：
• 第一级的研究机构排名
• 超过 200 个本科学位课程
• 70 个研究生课程
• 30 个博士课程
•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中心
• 为学业突出者提供奖学金
• 受到高度尊重、在其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教师团队
• 在国际教育领域 50 年的辉煌历史
• 治安良好的小镇环境，对专心于学业的学生是完美选择  

在 SIU，我们从您现有的知识开始奠定基础。我们帮助您发现解决方案。

Mr. Dustin Gao
SIU Center - UIBE, Beijing

010-6449-3873, dustingao@gmail.com

环境：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大学、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1,500
学校的学生人数：19,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类型：学生宿舍、公寓
就学费用：每学期 $19,000
顶尖课程：  1. 商业 

2. 工程 
3. 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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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步骤

 8	 	为何选择	Study  

in the USA 

 12	 认识美国教育	
16	 选择学院或大学	
 22	 申请入学	
24	 英语学习 

 28	 取得学生签证	

美国教育掠影

 36	 “最好”	的大学	
 38  在社区学院开始您的本

科生学位	2 + 2	协议
 40	 特定用途英语课程	
 66	 有条件录取
 84	 	建教合作及选择性实习

培训	(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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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B.A.	课程
 56	 科技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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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攻学位  

 42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在美
国工作

	44	 艺术课程	
 60	 探索美国的理科课程		 	

各种测试

68  托福考试	考试	
TOE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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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I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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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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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婧
English Language Cultur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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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ouston

http://lcc.uh.edu/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强化英语课程

美国强化英语课程大学联盟（UCIEP）和美国强化英语课程协会（AAIEP）的成员课
程，并经英语课程评鉴委员会（CEA）认证
University of Houston 是一所主张平等机会/平权行动的大学。我们鼓励少数族裔、
妇女、退伍军人和残障人士来申请我校。

居住在一座适宜生活的城市，并在一所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习英语。
校内住宿、便利的三餐计划和到景点地区的校外旅游。
• 课程于九月、一月和五月开始（每周 20 课时）
• 短期课程于六月份开始（每周 20 课时，为期 6 周）
• 授课程度分为 6 级（涵盖初级、中级和高级）
• 计算机实验室
• 顺利完成英语 6 级课程的 UH 本科生申请者可免 TOEFL 成绩
• 提供定制的课程

UH 各大学院

Gerald D. Hines 建筑学院
C. T. Bauer 商学院
教育学院
Cullen 工程学院
荣誉学院
Conrad N. Hilton 酒店和餐饮管理学院
人文和社会学院
科学学院
法律中心
自然科学和数学学院
眼科视光学院
药学院
社工研究生院
技术学院

ADMISSIONS OFFICE
Language and Culture Center

Departmen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Houston

116 Roy Cullen Building
Houston, Texas 77204-3014, USA 

电子邮件: lcc@uh.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家庭寄宿、 
 公寓
就学费用：三个学期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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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现在是到美国学习的最佳时

机。当今全球经济需要拥有

国际经验、精通英语的专业

人士。选择 EnglishUSA 或 

UCIEP 成员课程学习英语，

您即可放心，它满足学生对

于教学质量和服务的最高标

准。

因为我们国家的美丽和

人民的多元化而选择美国;因

为不可胜数的文化、历史和

娱乐目的地而选择美国;因为

优秀的大学和庞大的教育机

会而选择美国。选择一流的

质量，充分利用您为未来所

做的投资。选择一种美国的

教育。

Suzanne Panferov
UCIEP President
Director, Center for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ESL) 
University of Arizona 
www.ucie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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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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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感言 
在美国学习不仅使我获得了实实
在在的学位和证书，学习的体
验还展示了真实的自我。在一
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和学习，特
别是你不熟悉当地的语言或文化
时——是颇具挑战性的，你需
要有勇气和一个积极的态度。有
时，这些特质会比我的学位更有
影响力。在美国，任何梦想都可
能会实现。

 来自德国的	Landry

我目前正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学
习，但我希望能在两年之后留
学美国开始学习一些课程。首
先，我想先过了语言关，然后再
出国。有一些院校让我很感兴
趣。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些资料，
我对于其中一些院校的提供的内
容感到很惊奇。我觉得你们的网
站非常有用。我可以了解了不同
院校所的各种特色，并从中选择
我想要学习的课程。非常感谢你
们。:)

 来自波兰的 Paulina

Study in the USA® 让我了解到
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我从中了
解到许多提供给美国的国际学生
的机会。

 来自荷兰的 Malaku

我所想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在你们
的网站上找到答案。因此我感到
很满意。继续保持下去！

 来自肯尼亚的 Leah

我从学校的学生顾问那里得到了
一本你们的杂志，在作出留学美
国的决定的过程中，它给了我很
多帮助。感谢你们带给我的灵
感！	:)

 来自日本的 Senko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杂志，因为它
易读易懂，同时为国际学生准备
了一些有用的建议。我很喜欢阅
读有关签证面谈准备和学费的文
章。祝你们再接再厉！

 来自意大利的	Gianina

你们的杂志办得棒极了。我在
学校里担任学生咨询顾问，我
在曼谷举行的最近一期的博
览会上得到了一本《留学美
国》（Study in the USA）
杂志。我将确保让我们的高中
学生获得最新的美国大学入学
的信息。

 来自泰国的 Ju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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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llegeofthedesert.edu/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he Desert
Intensive English Academy

College of the Desert（COD）是一个经全面认证的社区学院，坐
落在加利福尼亚州美丽的棕榈泉。College of the Desert让学生成
功地转入各大学，包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和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CSU）体系。我们的学生成功地转入了UCLA、UC 
Berkeley、CSU Long Beach、CSU Fullerton、UC Irvine和其他许
多学校。学生可以从许多各种不同的文、理科课程中进行选择，包括
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酒店管理和建筑等 。

学生可以在College of the Desert的Intensive English 
Academy（IEA）开始他们的学习。IEA提供每周25小时的英语教
学，涵盖初级到高级等不同的级别。

在College of the Desert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包括一些专门
设计的服务，来帮助我们的200多名国际学生。我们的低托福成绩要
求和平实的收费使得COD和IEA成为您开始在美国学习的理想之选！

College of the Deser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43-500 Monterey Ave., Palm Desert, CA 92260 USA
电话: 760-776-7205   传真: 760-862-1361
电子邮件: IEP@collegeofthedesert.edu

环境: 郊区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220
学校的学生人数: 11,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 $2787 
最佳课程: 
 • 大学转学
 • 工商管理
 • 酒店管理

 www.intostudy.com/marshall

Marshall University
INTO Marshall University Pathway课程 
和英语语言课程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南部地区大学排名中位居第17位的Marshall 
University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在美国大学享受校园生活的所有优点和体验，另外
专门为您设计的INTO Marshall的支持服务也会为您带来额外的好处。我们尽职尽
责的教师和员工会在课堂内外为您提供帮助，在课业辅导、住房、社交活动和其
他方面协助您。

我们的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Pathway（本科生和研究生衔接）课程
非常适合那些需要额外的英语语言学习和学术准备的国际学生。我们在课程中融
入了强化语言学习、学术技能发展和学术课业内容，旨在让您顺利度过在美国第
一年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位课程的学习。

INTO Marshall的英语语言课程使您能够在一流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同时与来自全
球的学生成为同学。在课堂以外，您还会拥有大量机会探索美国文化并与美国学
生进行互动。 

One John Marshall Drive
Huntington West Virginia 25755 
电话: 304.696.4686

地理位置：美国南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195
学校的学生人数: 13,390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 每年 $11,980 至 $23,400
最佳课程: MBA
 人力资源管理
 医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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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让任何国际学生享受到多重
优异条件：全球最著名、名列前茅
的教育，兼容并包的城市，优美的天
然公园，艺术、文化、政治和体育活
动，以及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口。

或许您希望享受到最优质的教

育。或许您希望通过精进或

学习英语，与本行业的顶

尖专业人员共事，以谋求更快的职业

发展。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有一件事

是确凿无疑的——您的下一步计划是

到美国学习，这将帮您实现自己的目

标，享受无穷乐趣！

您每天在报刊中读过美国的大事小

情，看过好莱坞电影，欣赏过美国歌

曲和音乐影片，与来自美国的人士进

行过交谈。但只有进入美国的学校就

读，才能真正流利地使用英语，深入

体会和了解美国文化。

无论作为国际学生，还是作为游

客，这里的生活可能与您的预期截然

不同。您会惊喜地发现，影视节目中

的景象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也就是

说，美国人的高矮胖瘦、肤色和体型

原来各异其趣。美国人通常很友好，

乐于了解您和您的祖国。

美国能让任何国际学生享受到多

重优异条件：全球最著名、名列前茅

的教育，兼容并包的城市，优美的天

然公园，艺术、文化、政治和体育活

动，以及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口。

多元化
美国土地景观之多样和族裔之繁多，

令人不可思议。无论您选择在哪里学

习，都会体验到含有丰富历史内涵的

地域文化、当地传统与习俗。美国是

一个多族裔社会，仍在不断吸纳新移

民，使这里成为一个体验蓬勃朝气与

新鲜事物的国度。虽然学生在某些地

区必须多加小心，但路上和大学校园

通常是整洁而安全的。

差异
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在几个方面可能与

您所在国家的院校有所不同。举例来

说，班级容量一般较小。每个班可能

只有十到二十个学生，您能获得更多

的个人关注，这对于您取得成功至关

重要。在课堂上，学生受到鼓励并被

预期参与讨论。教授在办公室里与学

生会面，甚至与他们一起喝咖啡或用

餐。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有助于激励

学生，并促使老师因材施教。在美国

就读，您有机会结识自己职业领域中

的良师诤友，积累宝贵的人脉资源。

教授勇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会令您

惊讶不已。学术自由是美国大学的特

质之一。您将留意到对教育的不同理

念。在这里，学生学会观察和分析问

题，然后解决问题。这里鼓励您听取

同学的意见，并挑战他们的观点。目

标切合实际，因此，您能获得组织并

展示论据的信心与能力。

多数美国大学的学生住校或住在校

园附近。在美学习期间，您有很多机

会，可以与其他同学参加计划周密的

非正式活动，如徒

步、滑雪、参观博物

馆、到新城市旅行、游览

当地观光景点等。不妨设想

一下，参观纽约，乘轮渡到自由

女神像！许多学校设有国际学生组

织与社团，这些组织和社团也会筹划

一些活动。与其他学生的互动，有助

于提高您的英语技能。同学们还会帮

您了解美国文化，以及任一所美国大

学或学院校园中所体现的多元文化。

领先优势
在此学习期间，您将接触到一些最新

的技术发展。美国是众多技术领域的

领导者。您可能有幸结识并师从自己

所选领域的顶尖学者。何不向最优秀

的人才求教？

美国的生活与学习将充实您的人

生，激发您的斗志。它将永远改写您

的人生蓝图。我们可以保证，您将以

焕然一新的面貌回国：更自信、更开

放，知识更渊博，成为一名拥有更开

阔视角的世界公民！

Study in the USA®助您踏上激

动人心的求学之旅，帮您制定下一决

策——作为一名国际学生选择哪所学

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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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Los Angeles College

www.WLAC.EDU/International

在West，您可以用远低于四年制大学的学费，修完学士学位要求的头两年课
程。随后，您可以以“Junior ”（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身份“转入”一所四年制
大学。

West属于加州公立院校系统，兄弟院校有 UCLA、UC Berkeley和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的23所分校。  

顺利修完大约20门指定课程（60 学分）的 West 学生，将自动获得加州州立
大学23所分校中其中一所的录取资格。  

还有许多私立大学对West学生予以优先考虑和提前录取。

无需英语熟练度测试！West Language Academy 全年开设每期 7 周的英
语强化课程。

如需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WLAC.edu/WestLanguageAcademy。

网络课程 —— 您可以利用网络课程来补充在校课程。如果您需要回国待一到
两个学期，您可以通过学习West 的网络课程来继续进修。

West的教师们毕业于UCLA、USC、Columbia、M.I.T.和 Harvard 等众多名
校。几乎所有教师均持有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由于我们的班级人数较一般大学的班级人数少，West 学生可以得到更多的关
注和帮助。

West学生可转入名校深造，为将来的光明前程预作准备。 

游览洛杉矶的同时，亦提高英语技能。

9000 Overland Ave.  
Culver City, California 90230

电话: +1 (310) 287-4458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Student@WLAC.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社区学院

学校的学生人数:  11,000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 
 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 
 $3,500

顶尖课程: • 英语课程 
 • 商科 
 • 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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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 Intensive English Consortium

www.EnglishinFlorida.org

•	您在美国一个令人高度向往的区域学习	

•	您将受教于高素质的教师

•	您可以尽享大学的各种设施并参与大学内举办的活动

•	您将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一同学习

•	您会获得帮忙	、确保住宿安排妥当

•	您会有友善且有能力的学校员工在旁协助、让您轻松
适应新的环境

1.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2. 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 Jacksonville
3.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4.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Orlando
5.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Boca Raton
6. University of Miami, Coral Gables
7.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Miami

类型	：	 大学、社区学院、	
	 强化英语
最佳课程	：商业英语
	 英语课程
	 暑期强化英语

7 

6

1

5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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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体系可为国际学生提
供丰富多样的专业选择。大
量的学校、课程和地点选择

可能会让学生眼花缭乱，即便美国当
地的学生亦是如此。当您开始寻找学
校时，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熟悉美国的
教育体系。了解此体系可帮助您缩小
选择范围并研拟自己的求学计划。

教育结构
中小学
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美国学生
要完成合计 12 年的中小学教育，
即所谓的一年级至十二年级。美
国的孩童在六岁左右进入初级学
校 (primary school)，也就是通称
的“小学”(elementary school)。他们
经过五年或六年的学习，再升入中学 
(secondary school)。

中学由两个阶段的课程组成：第
一阶段是“初中”(middle school 或 
junior high school)，第二阶段课程
则是“高中”(high school)。高中毕
业时，学生可以取得文凭或证书。从
高中（12 年级）毕业后，美国学生可
继续进入学院或大学深造。学院或大
学学习亦称为“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评分制度
与美国学生一样，您必须提交学业成
绩单作为申请入读大学或学院的证明
文件之一。成绩单是学业成绩的正
本，在美国，成绩单包括“评分”
和“平均成绩点数”(GPA)，也就是对
学业表现的各项评定。课程通常是以
百分比给分，再转换成字母评分。

美国的评分制度和 GPA 可能一时让
人摸不着头绪，特别是对国际学生而
言。对于分数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
举例来说，就读不同高中的两名学生
分别提交成绩单申请同一所大学。他
们的 GPA 同样是 3.5，但其中一名学
生就读的是普通水平的高中，另一名
学生则是就读学业要求深具挑战性的
名校。该所大学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
看待他们的 GPA，因为两所学校的评
分标准明显不同。

因此，请牢记以下重要事项：
  您应根据您所在国家最后完成课业
的学校，寻找教育水平相仿的美国
学校。
  密切注意各所大学和学院的入学要
求及其个别的学位课程，学院可能
会有不同于大学的要求。
  定期与留学顾问或辅导咨询专家会
面，以确认您确实符合条件要求。

留学顾问或辅导咨询专家会建议您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了解美国的
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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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某学生的主修专业为新闻学，修毕
该专业时将取得新闻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in Journalism) 的学位。您必须
修满该领域一定数量的课程，才能符
合主修专业的学位要求。您必须从第
三年开始选择主修专业。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有个特色，就
是您可以多次更改主修专业。美国学
生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于特定时间
点转换主修专业是十分常见的，通常
是学生发现自己擅长或喜爱的其实是
其他领域，因而转换主修专业。美国
教育体系相当具有弹性。但请记得，
转换主修专业可能需要修读更多的课
程，这意味着得付出更长的时间以及
花费更多的金钱。

第二等级：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现今，许多取得学士学位的学院或大
学毕业生可能认真地考虑攻读研究生
课程，以便日后从事某些职业或提升
自己的职业生涯。如要谋求图书馆
学、工程学、行为健康和教育方面较
高级的职位，研究生学位通常是一项
必备的条件。

此外，来自一些国家的国际学生只
被允许到海外学习研究生课程。您在申
请就读美国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前，应就
在本国谋职所需的文凭进行咨询。

研究生课程通常是大学或学院的
一个系所。要获得录取，您必须考 
GRE (研究生入学考试) 。部分硕士
学位课程要求特定的考试，例如：法
学院要求 LSAT、商学院要求 GRE 或 
GMAT，而医学院则要求 MCAT。

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课程通常
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例
如，MBA (工商管理硕士) 是十分热门
的学位，一般需要两年。其他的硕士
学位课程 (如新闻学) 只需一年。

硕士学位课程大部份是在课堂内学
习，研究生必须准备长篇研究论文 (称
为“硕士论文”(master’s thesis) 或完
成“硕士专题”(master’s project)。

第三等级：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许多研究生院把取得硕士学位视为获
得博士学位 (Ph.D.) 的先决条件。但在
其他一些学校，学生可直接准备攻读

博士学位，而不必先取得硕士学位。
取得博士学位可能需要三年或更久。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可能需要长达五
或六年。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最初两
年要参加课堂学习和研讨会。学生
至少还要再花费一年亲自从事研究
工作，以及撰写论文或博士论文 
(dissertation)。论文中必须包括观
点、设计或之前未曾发表过的研究。

博士论文是对指定主题当前的学术
情况所做的讨论和总结。多数授予博
士学位的美国大学还会要求学生能够
具备两种外语的阅读能力、在“居留
地”住满要求的时间、通过正式录取
学生就读博士课程的资格考试，并且
通过与论文同一主题的口试。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色
课堂环境
从数百位学生参加的大型讲座，到较
小规模的课堂授课和只有几名学生
的研讨班 (讨论课)，课堂教学形式多
样。美国大学的课堂气氛非常生动活
泼。您要分享您的意见、为自己的观
点提出论证、参与课堂讨论和进行口
头报告。国际学生会发现这是美国
教育体系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其中一部
分。

  平均成绩	
分数	 	 点数
A 93-100% 4.00
A- 90-92% 3.67
B+ 87-89% 3.33
B 83-86% 3
B- 80-82% 2.67
C+ 77-79% 2.33
C 73-76% 2
C- 70-72% 1.67
D+ 67-69% 1.33
D 60-66% 1
F 0-59% 1
I 未完成 0

评分标准

其中一大挑战是选课和研拟学习计划的方式。我真的不知道要学习什么，因为
可以选择的课程太多了。我与 Angela Khoo [学术顾问]会面，就可修习的课程
进行讨论之后，选课对我而言变得容易许多。
—Meiyun Han, 来自中国，就读于梅里特学院 (Merritt College)（波罗塔社区
学院区(Peralta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成员) 护理系

STUDENT  
TIP

是否必须多花一两年的时间，准备美
国大学的入学申请。国际学生若尚未
取得其居住国的大学入学资格，即先
行入读美国的大学或学院，部分国家
的政府和企业主可能不会承认其美国
学历。

学年
校历通常从八、九月开始，一直持续
到五月或六月。大多数新生是在秋季
开始学习，所以国际学生在此时开始
其在美国大学的课程是一个不错的做
法。学年一开始通常会举办许多精彩
的活动，而且学生们此时多半正忙于
适应开展新阶段的求学生活，所以容
易建立许多良好的友谊关系。而且，
许多课程的设置都是为了使学生们循
序渐进地学习，从秋季开课开始，持
续整个学年。

许多院校的学年均以两个称为学期
(semester) 的期 (term) 所组成。(有些
院校则采三期的校历，也就是大家所
熟知的“三学期”(trimester) 体制。) 
还有其他院校则进一步把一个学年分
成四期的学季 (quarter) 制，其中包括
一个选择性的夏季班。基本上，如果
您将夏季班排除在外，学年通常是由
两个学期或三个学季组成。

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学习等级
第一等级：本科
对于就读学院或大学且尚未取得学士
学位的学生而言，其学习均属于本科
等级。取得学士学位通常需要大约四
年的时间。您可以在社区学院或四年
制大学或学院开始攻读学士学位的课
程。

学习的头两年一般会要求您修习
各种不同科目的课程，此通常称为预
修课程：文学、科学、社会科学、艺
术、历史等等。这些课程能让您在专
注于特定的专业学习之前，拥有各种
科目的一般知识，奠定基础。

许多学生选择在社区学院就读，以
完成头两年的预修课程。他们会取得
文科副学士 (AA) 转学学位，再转入四
年制大学或学院。

“主修专业”(major) 是您的学位所
专注的特定学习领域。举例来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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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教授通常会指定课本和其他
阅读材料。您应按时完成必要的阅读
和作业，以便参与课堂讨论和理解授
课内容。某些学位的课程还会要求学
生花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

教授为每位修课的学生打分数。评
分通常依据：

  每位教授将会有一套独特的课堂参
与 (class participation) 要求，但是
学生应加入课堂讨论，特别是专题
讨论课。这往往是决定学生成绩的
极其重要因素。
  期中考 (midterm examination) —
通常在课堂中进行。

  学生还必须提交一篇或多篇研
究或学期论文 (research or term 
papers) 或实验室报告以进行评
估。

  也可能进行小考 (exams) 或测验 
(quizzes)。有时教授会进行未事先
宣布的“随堂测验”(pop quiz)。
这在成绩中不会占太大比重，目的

大一
Jane 在 Highline 
College 开始了她

的本科学习

大二
她修读了不少预 
修课程，并且从 

Highline College 拿
到了文科副学士 (AA) 
学位。她准备要转升

大学了！

大三
她转到华盛顿大学，主修
市场营销。在她完成了一
半的课程后（一个学期）
才发现自己更想读计算机
科学专业。她与一位顾问
会面，获得宝贵建议，因

而正式转了专业。

大四
Jane 毕业了！

美国高等教育的类型
1/ 州立学院或大学
州立学院由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资助并经营。美国的 50 个州中，每个州
都至少经营一所州立大学，有的还经营数所州立学院。这些公立大学之
中有许多会冠上州名或将“州”字加入校名中，例如：华盛顿州立大学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和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 私立学院或大学
相对于由政府机构所属的学校，这些学校是由私人所经营。其学费往往
高于州立院校。通常情况下，美国私立大学与学院的规模小于州立院
校。
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和学院是私立学校，几乎所有此类院校都欢迎各种宗
教与信仰的学生就读。但是，其中部分学校倾向录取与创校者的宗教信
仰类似的学生。

3/  社区学院
社区学院是两年制学院，授予副学士学位 (可获承认) 以及证书。副学
士学位有许多类型，最重要的区别因素是该学位的学分是否被承认。通
常，有两种主要的学位类型：一种用于学位转换，另一种是为学生能立
即就业做准备。大学的转换学位通常是文科副学士学位或理科副学士学
位。比较不可能转换的是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和结业证书。

社区学院毕业生最常转入四年制学院或大学，完成他们的学位。由于
可以抵免原就读社区学院取得的学分，所以学生可以在两年或更长的时
间内完成学士学位课程。许多院校还提供 ESL 或强化英语课程，帮助学
生为本科等级的课程做好准备。

如果您不打算取得比副学士学位更高的学位，请务必查明副学士学位
在您的国家是否能够让您顺利就业。

4/ 技术学院
技术学院是指能提供至少四年科学和技术课程的院校。有些学院设有研
究生课程，其他则提供短期的课程。

是督促学生完成作业和按时上课。
  期末考 (final examination) 会在最
后一堂课后的某个时间举行。

学分
每门课程都会授予若干学分或学分时 
(credit hours)。其数目与学生每周学
习该课程所花费的时数大致相同。一
门课程一般给予三到五个学分。

多数院校的全时制课程为 12 或 15 
个学分时 (每学期四或五门课程)，并
且必须完成一定的学分数方能毕业。
国际学生在每个学期必须在一个全时
制的课程中就读。

转学
如果学生在完成学位前转至另一所大
学，一般情况下，在第一所院校所获
得的多数学分可用于完成新就读院校
的学位。这意味着学生可以转学至另
一所大学，并仍旧在合理时间内毕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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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mmer-eli.yale.edu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美国邮寄地址：P.O. Box 208355  
New Haven, Connecticut 06520 USA

Yale University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大学、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200（概估）
学校的学生人数: 12,3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 每期3,025 - 6,045 美元
最佳课程:  • 强化英语 

• 法律研讨班 
• 商务研讨班 

7月至8月

• 为期6周的英语强化课程（中级和高级） 
• 为期6周的专业研讨班 
• 为研究生举办的法律研讨班、商务研讨班和英语课程 
• 为中学生举办的3周大学预科课程

在耶鲁大学具有历史意义的住宅提供校内住宿。

坐落在纽黑文，位于波士顿和纽约之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

课程侧重于口语和书面沟通技巧，并在相关领域提供专门的下午课程，
如小说写作、诗作坊、视频制作工作坊、探讨当前生物医学科学争议的
研习班，以及探索纽黑文社区和其他地区的课程等。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www.tiep.edu   www.tiep.edu/university-express

Texas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学习英语
您所见过的最友好的人们
• 尽职尽责的教师和职员
• 综合学生服务
• University Express – 速成课程
• 有条件入学服务和托福免试进入经认证的大学
• 课外活动
• 学生安全和保安
• 极高的学生满意水平
• 吸引人的价格；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机构
• 1965 年建校
• 课程隶属于德克萨斯州国际教育联盟（Tex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sortium，TIEC）—德克萨斯州 32 所公立大学组成的一个协会

1103 W. 24th Street, Austin, Texas 78705-4603
电话: +1(512) 477-4511   电子邮件: tiep@tiec.org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2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公寓
就读费用: 12个月的就学费用为13,000美元
顶尖课程: • 学术英语

• 沟通和文化英语
• TESOL 教师团体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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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vid P. Anderson

CHOOSING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Visit StudyUSA.com 
to find more schools 
and contact them 

directly!

选择学院或大学



美国吸引了数百万国际学生就
读高等院校，因为美国可提
供众多选择，并且拥有全球

最好的一些设施。但恰恰因为选择非
常多元化，要决定攻读哪一门课程，
殊非易事。本文提供了一些指导，可
让您更好地决定哪类院校最适合您。

美国拥有 3,000 多所学院与大学，
选择之多简直不可胜数。因此，您必
须先决定优先顺序。美国高等教育系
统最大的优点就在于每个人都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选择，从社区学院到职业
学校，从私立文科学院到大型公立大
学，不一而足。您还必须考虑到院校
的地理位置、规模及其设置的学位课
程等因素。

作为海外申请者，您还会面临特殊
挑战。您可能从未到过美国或参观自
己感兴趣的校园。您务必格外留意每
所院校的地点和那里的学生与教师构
成。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不亚于该校学
术课程的质量。

及早开始您的搜索 ——并考虑
您的长期目标
首先，我建议您多花些时间研究自己
可能的选择。确定哪些院校适合自
己，这会花很长时间，因此，务必要
在计划开始学习之前 12 至 18 月时开
始此流程（切记，美国的新学年从 8 
月或 9 月开始）。对于许多申请人来
说，您还要考虑到，您会需要三至九
个月英语为第二语言(ESL)课程的学
习，以为高级学术课程做准备。参见
右边栏的问题列表。

1. 教育顾问
因为选择众多，教育顾问帮您了解
到哪里寻找相关信息，以缩小您的
搜索范围。许多学生求助于教育
顾问，在搜索过程中为其提供指
导。“教育顾问”是个广义词，不同
的人员及机构均可充当您的顾问。美
国政府设有顾问中心，通过使领馆或
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处(Public Affairs 
Section)和 EducationUSA 及全
球的富尔布莱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ssion)办事处提供赞助。您
的国家可能与美国政府共同赞助“两
国中心”，同时还有美国中东教育培
训服务中心(AMIDEAST)和国际教
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一些非盈利组织。

许多这些组织不收取咨询费，
但可能会收取影印或邮资等服务
费。多数组织备有手册与目录，
并可提供对研究型大学的互联网
访问。这些组织还可提供有关 

TOEFL、SAT、ACT、GRE、GMAT 
等重要考试的信息。

它们还经常组织一些团体咨询会，
学生们可观看有关院校和美国大学生
活的短片。看完短片后，即可向顾问
征询意见和提问。

有些学生会向曾在美国学习过的
家人或朋友寻求建议。由于您熟识并
信赖他们，因此可向其提一些有关其
就读大学的具体问题。但要记住，这
些“非正式教育顾问”也许只能提供
一两所院校的相关信息，因此，仅以
他们的建议为凭是不足取的。

许多国家还设有私立教育顾问机
构。这些公司通常比非盈利顾问机构
掌握更多资源，而且也有许多英语强
化课程与大学建有直接关系。只需一
些费用，这些机构即可帮潜在学生对
吸引他们的学校做出决定，并且在学
生申请和签证流程中在旁协助。

2. 互联网
当然，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当今的学
生可获得比以前多得多的信息。但问
题就在这里——信息量过大。在您需
要查找具体院校或专业的信息时，使
用万维网通常是最理想的做法。 

StudyUSA.com 和 ESL.com 
等网站专门针对国际学生而设，
可提供在美学习的综合信息。这
些网站有助于缩小您的调查范
围。StudyUSA.com 提供您可定制
的搜索引擎，帮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院校与课程。这些网站还提供选择课
程、获取签证和预计学费等方面的宝
贵信息。您可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搜
索，直接联系相关课程，以获取更多
信息，并可在线申请。

3. Study in the USA® 杂志
此刊物列举了许多欢迎国际学生就读
的优秀课程。

要考虑的因素
由于考虑美国高等院校时，选择众
多，为此，我们收集了一些标准，帮
您开始搜索。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很
重要，但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有些标
准比其他标准更重要。考虑这些因
素，确定您最重要的优先顺序。

1 / 学习领域（专业）
与多数国家的大学不同，在美国，通
常在您刚入学时，可不必先决定自己
的主要学习领域（“专业”）。但如
果您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则请务必弄
清您选择申请的院校是否设置有该领
域的认证课程。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

选择学院/大学的整
个决策过程中，您必
须要自问许多问题。

  我想要接受哪类教育？
  我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我是否愿意背井离乡，在
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家里学
习四年或更长时间？

  我是否考虑过这一教育
的总成本（包括生活费
用）？

  我是否已决定未来职业发
展需要哪类文凭？

  对于赴美学习，我所属国
家是否有任何规定？

  我对哪类学生组织感兴
趣？

  是否有需要考虑的特别宗
教信仰？

  我所属国家的政府是否承
认美国大学或职业学校的
学位课程？

  我到哪里可以找到有关美
国大学院校的信息？

设有商务和信息技术等热门专业。但
如果您对海洋生物学或考古学等更专
业的领域感兴趣，请务必要事先查
明。

除了为数不多的高等专业院校外，
美国多数院校均设置范围广泛的学
科。通常，您在专攻自己主要领域的
同时，还可学习其他学科。传统文科
院校一般可授予理科及文科的学士学
位。这些院校与其教授及教授的研究
工作密不可分，因而具有额外优势。

您可决定就读一所主要提供您感
兴趣领域课程的院校。例如，有一些
美国院校专精于商业或工程。另一方
面，您可能希望在一所教授多种学科
的院校就读。在这里，您既可专攻自
己的专业，亦可学习其他学科。

2 / 学位及研究生学院
在您的搜索与申请过程中，请务必确
保查找相关信息并申请正确的学位课
程。如您已完成中学（高中）课程，
或已进行了部分大学院校学习但尚未
修完学位，则可申请本科学习（两年
制副学士学位或四年制学士学位）。
对于多数此类课程来说，您不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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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学位，只需由该学院或大学录取
即可。

硕士和博士学位被视为研究生课程
（有时称为“学士后”课程）。请务
必确保您申请的院校设有适合您的研
究生学位。您要保持作为全时制学生
的身份，仅为夜间班或周末班的学位
课程的强度可能不够（许多 MBA 课
程为夜间和/或周末班）。不同于本科
生录取流程的是，您可直接向您所申
请大学的相关院系直接提交申请。

对于多数研究生学位，您必须提交 
GMAT（适用于商务研究生课程）和 
GRE 等考试的标准化测试成绩。要符
合取得这些学位的资格，您必须拥有
相当于四年制大学的学位。

3 / 学术标准与声誉(排名)
要进入一些美国学院和大学—特别是
最知名、最享有声望的大学—竞争相
当激烈，对国际学生而言尤其如此。
要确定您是否有望被录取，教育顾问
的意见可资借鉴。对多数学生来说，
寻找一所具有学术挑战性的优质院
校，而不是坚持就读美国排名前 50 
的院校，更为实际可行。

研究每所院校的录取标准，以及
您的成绩是否达标。征求顾问和老师
们的意见，了解自己被所选院校录取
的机会有多大。切记，多数大学院校
都会依据学业成绩做出录取与否的决
定。同时也会考虑您的课外活动。标
准化入学测试的分数固然重要，但您
在学校的表现或成绩更重要。

4 / 地点与地区
国际学生面临众多选择，在这样的情
况下，一个方法就是考虑您更喜欢哪
个地理位置，或至少哪些区域您能接
受。以总数而言，在美国的大多数国
际学生都居住在东西岸或附近。您来
自于热带气候地区吗？如果是这样，
您应考虑是否要住在新英格兰，这里
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气候寒冷。

另一要考虑的因素是，您在文化、
体育或休闲任一特定类型活动中的兴
趣能否在课堂外得以发挥。有些人因
喜爱滑雪或滑板滑雪而钟情于科罗拉
多或佛蒙特等山区，而另一些人则希
望在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海岸或南加州
享受冲浪的乐趣。戏剧迷则会被旧金
山或纽约等城市所吸引。

有些学生更喜欢与本国居民聚集的
社区比邻而居，因此纽约市和洛杉矶
等地颇受欢迎。其他学生选择住在 
“美国中部”(Middle America)，他
们在这里可以充分感受到地道的美国
文化。让您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许多
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都设在堪萨斯州
劳伦斯(Lawrence)或威斯康星州麦迪
逊(Madison)等小城市或城镇中。这
些城市在其他国家或许并不出名，但
却是著名的“大学城”，生活费用较
低，生活质量却很高。

5 / 城市、市郊还是小镇？
区域类型与地区一样重要。您需要了
解，多数院校都不在纽约、旧金山或
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市中心。许多每年
吸引数千位国际学生的一流大学都设

在小城市，乃至小镇上。对于来自大

城市的学生来说，这需要进行一番调

整，因而也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每年

有数万名学生都居住于小城市或城镇

进行学习。多数人都能适应新环境。

大城市外的生活区——市郊不失为

折衷之选，这里也设有许多具有吸引

力的院校。市郊可提供全球一流院校

所需的宁静氛围与空间，却又毗邻繁

华的大城市。当然，如果您乐意，也

有数百所设于美国大城市中心的院校

供您选择。

6 / 教育总成本
试着计算一下学习的总成本，包括生

活费用。您通常可在院校的网站上获

得这些信息。私立精英院校的学费通

常高于公立大学。但也有一些私立院

校的成本低于公立大学。

总体来说，东西海岸以外地区

的生活成本较低，有时还相当低。

加利福尼亚州的两所著名大学体

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和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设有

数十个吸引人的校区，学费却相当平

实。但生活成本却是其他州的两倍，

因此，您在加州学习的总成本会比较

高。请注意，成本每年都在增加。

要考虑的因素

 学术领域（“专业”）
 学位和研究生院
 学术标准与声誉 

（排名）
 地点与地区

 城市、市郊还是小镇？
 教育总成本

 大型大学还是小型学
院？

 托福成绩要求（或免托
福成绩）

 认证
 认证类型

18  Study in the USA®    中文版



www.umbc.edu/eli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UMBC)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	全美排名上升速度第一的大学
•	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与耶鲁大学齐名
•	为没有TOEFL成绩的学生提供就读本校的特别入学许可
•	英语强化课程、英语学术课程、英语发音纠正、TOEFL、GRE、职场商务英语和其他等等
•	提供“英语对话伙伴”计划，为每名学生寻找一位母语为英语的对话伙伴
•	免费个人辅导、免费签证及学术咨询、免费往返巴士及校外参观学习等等
•	免费使用大学各项资源（图书馆、	游泳馆、体育场等等）
•	1月、3月、5月、8月及10月均可入学
•	由具有英语教学背景的合格教师授课
•	临近美国首都华盛顿、费城及纽约市

1000 Hilltop Circle, UC 207, Baltimore, MD 21250  USA
电话：+1(410)455-2831 • 传真：+1(410)455-1115
电子邮件：eli@umbc.edu

环境:		巴尔的摩近郊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2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13,979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	US$2,300
最佳课程:	 •	信息技术和工程
	 •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
	 •	商务技术管理
	 •	教育、公共政策和其他等等

www.eli.ufl.edu/

University of Florid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一套均衡的英语课程 

ELI是一个将学术英语学习与每日课后和每个周末的玩乐以及教育活动相结合的地方。在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您可以让自己沉
浸在英语的环境中，生活在其中、热爱它、掌握它，并使它成为您的国际专业交流和个人交流的一个精确工具。在佛罗里达州，您还
会感受到阳光明媚的气候并可到一些全世界最著名、最激动人心的旅游景点参观！

教学

• 小班制（每班最多15名学生）
• 每个学生将依英语等级和技能分发到不同的班级
• 全时制课程每周23小时 
• 核心课程包括阅读/写作、听力/口语和语法
• 每个听力/口语班级安排两名语言助教（由UF的本科生担任）
• 在登记人数允许的情况下，开设以下选修课程：TOEFL、IELTS、

商务英语、写作和写作语法、发音、会话攻略和跨流派写作。

文化融入课程

• 每天下午有社交、文化或体育活动
• 对话伙伴计划
• 志愿者机会
• 每个周末举办计划完善、由语言助教陪同的旅游活动

一般概述

• 可享用大学教学设施和健身设施
• 适合学习和休闲的理想气候
• 住宿安排协助
• 课业和文化咨询
• 出行方便，可前往华特•迪士尼世界

（Walt Disney World）、布希花园
（Busch Gardens）和美丽的海滩

入学条件

• 17周岁 • 完成中学学业证明
• 财务支付能力证明 • 免疫证明

Gainesville, FL 32611 USA
电话: (352) 392-2070 • 传真: (352) 392-3744
电子邮件: studyenglish@eli.ufl .edu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350

学校的学生人数:  50,000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 3,850 美元

最佳课程: • 商科
 • 医学
 • 法律

我们欢迎您来到 University of Florid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鳄鱼”代表队，加油！

创立于
1954年
庆祝超过
60年的
卓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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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大型大学还是小型学院？
多数国际学生入读大型的研究型大
学。这些大学多为公立大学，由其所
在州政府提供补助。这些大学都是
优良“品牌”。在国外，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和 Yale 
University 等名牌院校都为家人和未
来雇主所熟知。但在您决定申请这些
大型院校前，一定要知道还有数百所
较小型大学院校对您来说也许是更好
的选择。

小型院校通常拥有更优美的环境，
班级规模也较小。这些院校也有更好
的师生比，因此，国际学生个人可受
到更多关注，这对于他们接受教育和
体验文化都大有助益。在较小院校
里，融入学生生活也更容易。

大型的研究型大学设有更多的建
筑、工程等技术专业，如为公立院
校，学费往往也较低。这些大学也拥
有较多国际学生，因此，更可能遇到
与您来自同一国家的其他学生。

8 / 托福成绩要求 （或免托福
成绩）
对于多数国际学生来说，托福考试是
让人担忧的症结之一，但除非您在英
语环境中接受教育，否则很难避开。
每门课程都设有各自的要求，通常大
学越享有声望，要求的托福成绩也就
越高。请务必研究您将申请院校的要
求。

有些大学拥有托福免试选项，这对
许多国际学生来说极具吸引力。这一
般会涉及在大学的英语强化课程（或
其他附属英语课程）学习，直至修完
最后等级。语言中心等一些私立语言
学校与许多大学签有协议，可以不要
求托福成绩就读。

9 / 认证
认证是院校或课程达到既定学术标准
的证明。务必要弄清一所学院或大学
是否经过认证。如就读未经认证的学
院或大学，则无法将学分转至经认证
的学院或大学。您的国家可能不会认
可您的学位；而且您可能无法找到想
要的工作。

美国不设制定高等教育标准的国家
政府机构或教育部。有些州可授权或
批准设立院校，但这是指财政和许可
要求，而不是针对教育质量。

相反地，学院和大学组建协会，自
行定制标准。这些协会称为“认证机
构”，对美国每所学院和大学进行评
估。如学院或大学达到认证机构的最
低标准，即获得合格评级，从而被指
定为“经过认证”。这意味着，该院

校有权被列入认证机构的合格院校名
单中。院校必须维护这些较高标准，
才能保持经认证这一资格。

10 / 认证类型
认证机构分为不同类型：院校认证和
专业认证。贵国政府可能还会要求您
获得由经过这两类认证院校授予的学
位。院校认证是对整个学校的认证。
专业认证则依据法律、医科、工程或
商业等专业院校遵循的标准进行，并
由这些专业的评审人士决定。

高等教育认证协会网站 
chea.org 和美国教育信息网络网站 
www.ed.gov/NLE/USNEI 可提供有
用资源。

本 Study in the USA® 杂志中所提
到的授学位学院与大学均经过完全认
证。英语学院等不授学位院校或课程
的认证标准依其专业联盟的规定而各
不相同。

联系院校
列好您感兴趣的学院与大学名单后，
请分析您的选择，将名单上的院校
缩减到六至八所。您可在本杂志和 
StudyUSA.com 上找到各院校的联
系方式。

与课程取得联系前，请弄清英语语
言课程、本科课程与研究生课程之间
的区别。每种课程都有其指定的招生
办公室。如您将就读本科课程，请仅
致函本科招生办公室。如您要就读研
究生课程，请务必仅致函设有研究生
院的大学。

如学习研究生课程，您需联系即将
就读的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例如，
如果您对某所大学的研究生工程课程
感兴趣，您需联系工程学院招生办公
室。 

您可通过 StudyUSA.com 直接向
学院和大学发送在线信息索取函。前
往 StudyUSA.com，阅读有关您名
单所列学院的更多信息，并联系其招
生办公室。 

如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学校，请了
解，一定要让对方知道您是如何获悉
该校的，因此，请提及 Study in the 
USA®。学校将为您发送介绍学业课程
与活动的电子邮件或手册。

撰稿人： David P. Anderson. 招生和

合作支持部 (Recruitment & Partner 
Support) 副主任； ELS 语言中心，

全世界最大的校园强化英语课程教育

机构，提供进入全球 650 多所大学的

便捷途径，请浏览 www.ELS.edu 或 

www.UniversityGuideOnline.org。

人文素质教育
美国的本科生通常在大学里学习
一年或更长时间后，才选择某一
专业学习领域。有些学生在后来
更改专业，即使他们可能会因此
延长在校学习时间。

如您仍不能确定自己的专业领
域，您可继续寻找，很多人都这
样做。每年，数千美国学生以 
“专业待定” 状态进入学院或大
学。要问他们的兴趣领域，他们
通常会选择“人文素质教育”，
而这一学业领域则涵盖不同领域
的多个选择。“人文素质教育”
可使其毕业生具备全面的教育背
景。

在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强项
的学院或大学中，您需学习从科
学到人文学科——历史、音乐、
艺术和文学——的各种不同课
程。您可选修不同领域的课程，
接触一些让人感兴趣的全新科
目。您还会发现，自己在一些从
未想像过的领域居然颇有天赋。
您可能甚至决定攻读在进入学院
或大学之前从未考虑过的领域。

您可只因为这是一次宝贵的经
历而入读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人
文素质教育让您接触到一些全新
的学术科目与思维，而且让您终
生受益。对任何职业来说，有效
沟通和对于批判性思考技能都必
不可少。事实上，许多学生渴望
先从人文素质教育学院接受全方
位教育，然后开始研究生院或特
定专业的学习。

社区学院
许多国家没有美国社区学院（亦
称“大专学院”）直接对等的机
构，这属公立学院，学生们可在此
攻读副学士学位，或进行大学头两
年的学习。这类学院在国际学生中
日益受到欢迎，这是因为录取门槛
不高，而且非常经济。例如，有些
学生选择获取技术领域的副学士学
位，然后携此文凭返回他们的国
家。但许多其他学生以此作为学习
大学头两年课程的经济方式，然后
只需转至就近的院校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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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tudy in the Beautiful American West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是一所经完全认证的公立大学，创立于 1874 年。作
为内华达州最古老的高等教育院校，我们拥有追求卓越学术成就的悠久传统。学生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可以从超过 145 门专业课程中进行选择。本校的 21,000 名
学生来自全美各地和 80 多个其他国家。

仅略述学生决定就读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的其中几个原因：
• 学术成就上卓越的可靠信誉
• 平实的学费和生活费
• 安全、友善的环境

本校的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强化英语中心）为有意攻读学位或
想要提高英语技能的学生提供全时制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课程。该中心还引导学生了解美国文化和大学生活，提供初级到高级
各等级的课程，全年均有授课。

环境：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大学
ESL 课程的学生人数：80 -150 
学校的学生人数：21,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公寓
最佳课程： • 商科
 • 工程
 • 分子生物学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电话：(775) 784-6075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Scholars 
电话：(775) 784-6874 

ESL@unr.edu
www.unr.edu/ielc

international@unr.edu
www.unr.edu/oiss

Center for Intensive 
English Studie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www.cies.fsu.edu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634 West Call Street
Tallahassee. FL 32306-1125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120 
学校的学生人数:  43,000

Center for Intensive English Studie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CIES（英语强化课程中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校区。
CIES对国际学者教授英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CIES学习英语。过
去已有来自91个国家的3000多名学生参加了CIES的学习。我们目前就读
生员为120名。
通过提供学术用途的英语教学及托福/雅思备考，CIES为您成功就读美国
大学做好准备。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2,100 美元 
最佳课程:  • 强化英语 

• 英语外语教学/雅思备考 
• 文化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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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FOR ADMISSION
申请入学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美国每间大学或学院均有自己
的录取标准，并自行决定哪
些申请人符合这些标准。

您必须分别向每间大学或学院提出申
请。

即使您已选择好确定要出国就读的
学校，仍应申请其他学校——因为您
的“首选”学校有可能拒绝接受您。
您选择的学校中，至少应有一至两所
是您和您的顾问有十足把握会录取您
的。请记住您是在与世界各地极具潜
质的国际学生竞争有限的名额。

美国许多学校鼓励国际学生至少在
计划入读该校之前一年联系学校。

申请到美国大学和学院就读时，请
按以下步骤进行：

向几所学校去函。
选好要就读的学校后，与学校联系，
索取关于招收国际学生的更多信息和
申请表。您可将本杂志刊载的学校广
告作为信息来源，帮您做出选择。
访问我们网站 StudyUSA.com 上
的 “Contact this Program”（索取
信息）链接，填写在线申请表，或单
击 StudyUSA.com 网站的学校页面 
“Apply Now”（立即申请）按钮，直
接联系招生办公室。如您有意就读本
科或英语（如 ESL）课程，请致函每
所学校的招生办公室。

多数申请将要求提供以
下信息：
个人信息——包括您的姓名、年
龄、地址、家庭背景、出生地、国
籍等等。
活动——将社团会员身份、荣获奖
项、团队体育项目经历或您担任的
领导角色列成一份清单。
教育计划——写一篇短文，说明您
想就读该校的理由、想要学习哪些
课程、您的生涯目标和研究计划。
自述——有些学校要求提供就您选
择的某个课题撰写的个人自述。
推荐函——申请表将包括几张空白
页，供随附推荐函使用。请您的几
位老师撰写推荐函，并将推荐函直
接寄至您所选择的每所学校的招生
办公室。
确保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将您的申
请送达每所大学或学院。

同样的测试。您的分数为招生办公室
提供了统一的国际标准，便于将您的
能力与其他学生进行对比。

参加入学测试。
您的测试分数直接寄送至您申请的大
学。您在报名参加SAT® 或 ACT® 测
试时，需注明这些学校的名称，如果
是使用计算机答题的测试，您需在考
场上指明学校名称。测试机构将直接
把您的分数寄送给这些学校。如日后
向测试机构查询分数，需支付相应费
用。

接收录取通知书。
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您将开始收到所
申请学校的函件。有些学校在申请者
文件送抵招生办公室之后即通知申
请者的录取情况。这称为“滚动录
取”。但其他学校则要在几个月之
后，一次性通知所有申请者。

支付押金。
如学生希望预留入学名额，多数学校
会要求学生在特定截止日期之前支付
押金。对于国际学生，押金数额相当
于一个学期或全学年的学费。

如申请助学金或准备在学校宿舍住
宿，您应立即支付押金。由于许多学
校的校内宿舍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住
宿需求，因此，如能尽快寄送住宿申
请和宿舍押金，则获得校内住宿的机
会更大。

您选择的学校可能还会要求提供一
份说明，指明您在该校学习期间有多
少可供使用的资金。如您拥有奖学金
或您所在国家政府或公司为您提供资
助，则需寄送有关奖助的详细资料。   

申请就读研究生院，则必须直接向
您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院申请，如物理
系或历史系。与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或系主任联系。如希望就读研究生课
程，您应成绩优异。

请提及您是通过 Study in the 
USA® 得知该校信息的。

寄送申请表。
美国的大学和学院通常根据学生的学
习成绩和 TOEFL®、SAT®或ACT® 等
适用考试的得分做出录取决定。如
申请研究生院，还需提供 GRE®或
GMAT® 等其他测试的分数。

招生办公室或研究生院系将寄送给
您有关其学业课程的信息和申请表。
（您可从网络或当地教育咨询中心取
得特定学校的申请表。）每份申请的
费用在 35 美元到 100 美元之间。这
笔费用用于处理您的申请，并且即使
您未被该校录取，也不予退款。

招生办公室将审核您在中学最后四
年的成绩和您所在国家全国中学考试
的成绩。如申请研究生院，将审核您
的大学或学院成绩。请您目前就读的
学校或您最近曾就读的学校向您正在
申请的学校寄送您的学习成绩证明复
印件或“成绩单”。参加入学测试之
前，您应安排将正式的分数报告单寄
送给您拟就读的大学或学院。

报名参加入学测试。
申请美国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必须参加
衡量学生能力倾向和成就的测试。国
际学生还必须参加测量英语能力的测
试。世界各地的测试中心均提供这些
测试。测试为“标准化”题目，因
此，学生在每家测试中心参加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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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学子不约而同
地来到这里。许多人是为了进入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做准备；有一些人
是为了边学英语边体验美国生活；还
有一些人则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以
便回国后谋求一份更好的差事。

也许英语课程并不是您心目中的优
先考量，而且您认为自己的英语能力
还可以。但是，您应该慎重考虑完成
英语语言课程，特别是强化英语语言
课程。提高您的英语语言技能将会让
您获得较高的托福或雅思分数，这意
味着您将可以有更多的大学和学院可
以选择。（请记住，每所院校都有不
同的英语熟练度要求。）您有优秀的
英语技能，将可以在课堂上更为得心
应手，也能接受更为充实的教育。

在美国，课堂环境和高等教育制度
是非常独特的。您要参与课堂讨论、
分享您的意见、为自己的论点进行辩
论与解释、参与课堂讨论和进行口头
报告并与同学合力完成任务。课堂参
与以及考试、小考和专题项目将是决
定您所修课程的总体分数的因素之
一。

学习并改善您的英语会为您的大学
教育奠下良好基础。

美国是一个庞大且多元化的国家，
规模或大或小的公、私立学院1和大

LEARNING ENGLISH
您的英语水平如何？可以问您自
己几个简单的问题……

  当您看电视、电影或听歌曲时，您

是否可以理解英语，但是对尝试明

白母语人士的意思（即便是基本的

交流）却有困难？

  您对于理解和自然地使用短语动词

和成语是否有困难？

  您的发音和口音是否让您对于在团

体中说英语感到紧张？

  您是否认为您懂的词汇过于基本以

至于让您无法完整表达您想要呈现

或是讨论的所有想法？

  您是已否准备好托福成绩但是需要

在一个美国式的课堂环境表达自己

的经验？

  您是否能够阅读复杂的文章和文字

内容，但仍然以基本的方式书写？

—承蒙新英格兰英语学院(The New England 

School of English, NESE)主任 Martha Hall 

教育硕士提供

  

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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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i.ilstu.edu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英语语言学院

• 通过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着重于课业发展的 
强化英语课程

• 小班制，每班4至20名学生
• 每周 20 小时课堂指导
•   学生在顺利完成ELI课程后，可以申请ISU（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的学位课程
•  位于美国中间地带，距离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仅短程火车车程
• 提供富有多元文化的校内住宿
• 亲切、乐于助人的职员们帮助您安心度过过渡期 

eli@IllinoisState.edu
+1 (309) 438-2072

环境：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公立
类型：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40-70 
 

学校的学生人数：20,807
学校规模：大型
住宿类型：学生宿舍、公寓
ELI课程费用：每学期$5,120

 iao.uark.edu

University of Arkans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yetteville：美国“最安全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信息速览
•  创立于1871年
•  26,000多名学生
•  最高的研究分类
•  200多门学位课程 
•  19比1的生师比
•  坐落于风光明媚的奥沙克山区（Ozark Mountains）
• 为需要强化英语的合格学生提供有条件入学。
• 斯普林国际语言中心（Spring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enter） –  

强化英语
顶尖课程：商业、工程、建筑、农业、环境科学、高密度电子及其他等等！

地址: 1 University of Arkansas 
Fayetteville, AR 72701 USA
电话: 479-575-2000    电子邮件: iao@uark.edu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1,545
学生总数: 26,761
所在位置：东南部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家庭寄宿、 公寓 
就读费用: 每年 $32,000 – $38,000
最佳课程:  • 商科
 • 工程
 • 强化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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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以及私立的英语语言学校分布于全
美各城市与市郊。

英语语言课程的类型
学院和大学课程
美国有许多学院或大学提供全时制强
化英语课程。学生每周必须至少学习 
18 小时的英语强化课程，才符合取得
学生签证的资格。多数强化课程每周
提供 20-25 小时的课堂授课。学生通
常在学期（半学年制或学季制）开始
时参加这些课程的学习。

学习这些课程的优势之一是英语班
学生通常可以住校并充分利用学院或
大学的图书馆、休闲与运动区域以及
其他设施。学生们还有机会与在宿舍
或食堂遇到的大学部同学对话，练习
英语。

有些学校允许英语课程高级班的学
生在进行语言学习的同时，选修几门
大学课程。在大学学习 ESL 课程的另
一项优点是持 F-1 签证的学生每周最
多可在校园内打工 20 小时。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强化英语课程
通常不是学院或大学学位课程的组成
部分，因此，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获
取学术学分。入读 ESL 机构的学生不
一定会被该学院或大学录取。查询申
请的大学或学院是否提供有条件录取
以及其相关要求。

请记住，公立学院、大学以及社区
学院的学费通常低于私立大学和学院
的学费。

专属英语语言课程
有些私立英语学校亦为学生提供进入
美国大学院校的预备课程，其中有许
多实际上设在学院或大学的校园内或
附近。其他一些学校则设在市区写字
楼或购物中心。（请记住，仅有一些
私立英语学校提供住宿或为学生安排
家庭住宿。）

在一些私立 ESL 机构，高级班学生
可在附近的学院或大学学习一或两门
学术课程。许多 ESL 学校还提供假期 
ESL 课程，学生可在去景点旅行或参
加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英语。

在私立学校，课程的安排可能较学
院和大学更为灵活。每隔几周可能就
有新班开设。对于有兴趣进行短期学
习的学生，这可能是一项优点。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选择学校前，务必要做足“功课”。
思考此页上的问题。查看本期Study 
in the USA™上所列的学校，并浏览
StudyUSA.com以了解个别学校的
信息；其中有些介绍是以数种语言撰

写，而且您可以直接与学校进行联

系。前往您当地的教育咨询中心，他

们有许多资源，可帮您找到您可能感

兴趣的学校。

您将开始一个激动人心、收获丰富

的探险旅程。审慎选择，您将拥有精

彩而受益匪浅的体验。

已经通过认证或是属于知名强化
英语语言组织成员的强化英语课
程已经达到高质量的标准并接受
过严格的评估。为了能够核发入
境证件，学校位于美国的英语强
化课程必须经获批准机构的认
证。由大学或学院“治理”或管
理的英语学校涵盖在其所属院校
的区域认证中。许多学校也拥有
单独认证或可给予额外声誉的会
员资格。您可以在这些院校的网
站上找到更多信息。

认证机构
英语课程评鉴委员会 
(Commission o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ccreditation, CEA）
CEA 认证意味着英语课程已达
到英语课程与院校（English 
Language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的 CEA 标准。
www.cea-accredit.org

继续教育和培训认证委员会 
(Accrediting Council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CET) 
ACCET 对非学院式继续教育和
培训课程进行认证。
www.accet.org

强化英语语言会员组织
大学与学院英语强化课程联盟 
(Consortium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s, UCIEP)
强化英语课程需经历严格的评估
程序并接受实地查勘，才能成为
会员。
www.uciep.org

EnglishUSA
EnglishUSA 为强化英语课程设
立标准，其成员必须遵循这些高
标准才能维持其会员资格。
www.englishusa.org

我应该怎样选
择课程？

1/ 考虑您想学习哪类课
程。您要学习正规的学

术课程还是休闲的假期课程？

2/ 考虑您在学费、住宿、
膳食、活动、书籍等方

面能够负担多少费用。

3/ 您想就读哪里的学校？
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市

郊？或是美国的特定地区？

4/ 了解老师们是否为经过
专业培训且经验丰富的

语言教师。

5/ 平均班级规模多大？理
想的班级规模应是 10-15 

名学生。

6/ 课程是否提供住宿？课
程是否为您做好一切住

宿安排，还是帮您寻找住处？

7/ 该校会提供哪些服
务——国际学生顾问、

对于大学或学院入学申请的协

助、熟悉环境指引、医疗保

健、咨询？

8/ 有哪些课外活动？有学
生可以参加的社团或运

动队吗？

9/ 学校的环境如何？是大
型还是小型学校？

10/ 该校是否允许高年级
学生在大学或附近的

学院学习课程？

11/ 该校是否经过认证？
许多学院和大学的 

ESL 课程均通过其所在大学或

学院取得认证。

认证和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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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ierracollege.edu/int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5000 Rocklin Road, Rocklin, California 95677 USA
Internationalstudents@sierracollege.edu

环境: 郊区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2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20,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17,000
最佳课程:  • 商科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

Sierra College

就所授予的副学士学位而言，Sierra College在全美排名前25名，提供超过70个副学士学位课程。
Sierra College位于北加州一个安全而友善的环境中，是一所重视学生学习和高品质教学的两年
制社区学院。
Sierra多级别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课程吸引了具有初
级到高级各英语技能等级的国际学生，并且不要求TOEFL成绩即可入学。
Sierra的转学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平稳地过渡到四年制大学，甚至可以提供有保证的转学协议。
学生接着只需在这些大学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即可。
Sierra的学生选择转入各类大学，比如UC Berkeley、UC Davis、UCLA、UC 
San Diego和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及加利福尼
亚州州立大学体系的人数在北加州排名第一。

www.skagit.edu/international

区域：西部
环境：小型/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社区学院
您的课程的学生人数：193
全校人数：55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类型：学生宿舍、寄宿家庭
就学费用：每学年 $9465 
顶尖课程： • 文科
 • 大学转学          
 • 商科
 • 理科  

Skagit Valley Colleg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2405 East College Way
Mount Vernon, WA 98273 USA

学2以及私立的英语语言学校分布于全
美各城市与市郊。

英语语言课程的类型
学院和大学课程
美国有许多学院或大学提供全时制强
化英语课程。学生每周必须至少学习 
18 小时的英语强化课程，才符合取得
学生签证的资格。多数强化课程每周
提供 20-25 小时的课堂授课。学生通
常在学期（半学年制或学季制）开始
时参加这些课程的学习。

学习这些课程的优势之一是英语班
学生通常可以住校并充分利用学院或
大学的图书馆、休闲与运动区域以及
其他设施。学生们还有机会与在宿舍
或食堂遇到的大学部同学对话，练习
英语。

有些学校允许英语课程高级班的学
生在进行语言学习的同时，选修几门
大学课程。在大学学习 ESL 课程的另
一项优点是持 F-1 签证的学生每周最
多可在校园内打工 20 小时。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强化英语课程
通常不是学院或大学学位课程的组成
部分，因此，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获
取学术学分。入读 ESL 机构的学生不
一定会被该学院或大学录取。查询申
请的大学或学院是否提供有条件录取
以及其相关要求。

请记住，公立学院、大学以及社区
学院的学费通常低于私立大学和学院
的学费。

专属英语语言课程
有些私立英语学校亦为学生提供进入
美国大学院校的预备课程，其中有许
多实际上设在学院或大学的校园内或
附近。其他一些学校则设在市区写字
楼或购物中心。（请记住，仅有一些
私立英语学校提供住宿或为学生安排
家庭住宿。）

在一些私立 ESL 机构，高级班学生
可在附近的学院或大学学习一或两门
学术课程。许多 ESL 学校还提供假期 
ESL 课程，学生可在去景点旅行或参
加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英语。

在私立学校，课程的安排可能较学
院和大学更为灵活。每隔几周可能就
有新班开设。对于有兴趣进行短期学
习的学生，这可能是一项优点。

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
选择学校前，务必要做足“功课”。
思考此页上的问题。查看本期Study 
in the USA™上所列的学校，并浏览
StudyUSA.com以了解个别学校的
信息；其中有些介绍是以数种语言撰

写，而且您可以直接与学校进行联

系。前往您当地的教育咨询中心，他

们有许多资源，可帮您找到您可能感

兴趣的学校。

您将开始一个激动人心、收获丰富

的探险旅程。审慎选择，您将拥有精

彩而受益匪浅的体验。

已经通过认证或是属于知名强化
英语语言组织成员的强化英语课
程已经达到高质量的标准并接受
过严格的评估。为了能够核发入
境证件，学校位于美国的英语强
化课程必须经获批准机构的认
证。由大学或学院“治理”或管
理的英语学校涵盖在其所属院校
的区域认证中。许多学校也拥有
单独认证或可给予额外声誉的会
员资格。您可以在这些院校的网
站上找到更多信息。

认证机构
英语课程评鉴委员会 
(Commission o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ccreditation, CEA）
CEA 认证意味着英语课程已达
到英语课程与院校（English 
Language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的 CEA 标准。
www.cea-accredit.org

继续教育和培训认证委员会 
(Accrediting Council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CET) 
ACCET 对非学院式继续教育和
培训课程进行认证。
www.accet.org

强化英语语言会员组织
大学与学院英语强化课程联盟 
(Consortium of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s, UCIEP)
强化英语课程需经历严格的评估
程序并接受实地查勘，才能成为
会员。
www.uciep.org

EnglishUSA
EnglishUSA 为强化英语课程设
立标准，其成员必须遵循这些高
标准才能维持其会员资格。
www.englishusa.org

我应该怎样选
择课程？

1/ 考虑您想学习哪类课
程。您要学习正规的学

术课程还是休闲的假期课程？

2/ 考虑您在学费、住宿、
膳食、活动、书籍等方

面能够负担多少费用。

3/ 您想就读哪里的学校？
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市

郊？或是美国的特定地区？

4/ 了解老师们是否为经过
专业培训且经验丰富的

语言教师。

5/ 平均班级规模多大？理
想的班级规模应是 10-15 

名学生。

6/ 课程是否提供住宿？课
程是否为您做好一切住

宿安排，还是帮您寻找住处？

7/ 该校会提供哪些服
务——国际学生顾问、

对于大学或学院入学申请的协

助、熟悉环境指引、医疗保

健、咨询？

8/ 有哪些课外活动？有学
生可以参加的社团或运

动队吗？

9/ 学校的环境如何？是大
型还是小型学校？

10/ 该校是否允许高年级
学生在大学或附近的

学院学习课程？

11/ 该校是否经过认证？
许多学院和大学的 

ESL 课程均通过其所在大学或

学院取得认证。

认证和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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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签发了 644,204 份 F-1 学生签证，当前在美国有 120 万名学生持有 F 和 M 签
证！以下这些指导有助于您顺利、成功申请到学生签证。

取得在美就读签证需花费一定
的时间，但也可能是一个相
当简单的过程，它值得为之

努力一番。去年，美国在许多国家/地
区签发的学生签证数量都大幅增多。

国际学生或交流访问者签证的申请
流程相当复杂，不过每年仍有数十万
学生能够达到签证要求。一旦某所学
院、大学或英语学校录取您，使您可
以就读全时课程，该学校将向您发送
名为I-20表格的文件，用于申请F-1签
证。去年核发了 644,204  份F-1 学生
签证！

交流访问者赴美参加研讨会、培
训、研究或教学活动，或担任批准的
换工或临时工作职位。如果您以交流
访问者的身份申请，则为您提供赞助
的机构或美国政府部门将发送给您一
份 DS-2019表格，用于J-1签证。

1/ 首先，您的学校或大学将发给您

GETTING YOUR  STUDENT VISA

一份表格，确认您已由经美国公民入
籍服务局 (USCIS) 授权的某个机构受
理，以便申请非移民学生签证（适用
于 F-1 签证的 I-20 或适用于 J-1 签证
的 DS-2019。您将阅读并签署这份表
格。）

务必留意确认您护照上的姓名和拼
写与学校录取申请表上的姓名与拼写
一致，您也必须确保学校在 I-20 或 
DS-2019 表格上录入的姓名与出现在
您护照上的姓名一样。

必须提交所有申请者的姓名进行安
全审查。有些国家的公民以及将在某
大学研读某些科目的学生必须经过额
外筛选，这需多花几周的作业时间。
再度强调的是，对签证申请过程分配
足够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2/ 其次，您还需预定签证面试，并
支付必要的费用。学生签证最多可在

I-20表格所注开课日期之前120天签
发。交流访问者签证可在DS-2019所
注日期之前任一时间签发。您应尽早
申请签证。

各美国大使馆均有网站，提供了
关于如何预定签证面试的说明及关于
签证申请流程的其他信息。您所在
国家/地区的美国大使馆网站可通过
usembassy.gov/查找。

该网站还说明了您所在国家/地区取
得签证需等待的时间。国际学生签证
申请应能享受大使馆或领事馆的优先
受理权。因此，如果您的学术课程即
将开课，请务必在申请签证时说明这
一情况。

您可能希望访问或联系所在国家/
地区就近的美国国务院下属咨询中心
办事处。全球各地均设有办事处，名
单载于educationusa.info/centers.
php。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会说明签
证费支付地点和预定面试的方法。

申请费为200 美元，用于支付记
录您在美国居留情况的计算机系统 
(SEVIS) 的费用。您可使用国际间通用
的信用卡支付这笔费用。前往fmjfee.
com/index.html进行支付，并务必
打印收据副本。您必须于签证面试当
天的至少三天前支付 SEVIS（学生和
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费。签证面谈
时，携带一份收据副本。

您还必须额外支付 160 美元的签证
申请费。费用可在您所在国家/地区的
美国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在大使馆指
定的银行支付。可在您所在国家/地区
的美国大使馆网站上找到关于签证申
请费支付地点的具体信息。

3/ 第三，美国正在使用一套新的非
移民签证申请表格 DS-160，这套表
格应在线填写。这一表格取代了所有
其他表格。有关填写表格的说明和表
格链接可在 travel.state.gov/visa/

一旦签证获批，您应会在几天后
收到签证。

美国对学生签发不同类型的签证：

全时学生可获得 
F-1 或 M-1签证。

您的配偶及子女可获得 
F-2 或 M-2签证。

交流访问者可获得J-1签证。

取得您的学生签证
作者：William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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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tsa.edu/esl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Office of ESL Servic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San Antonio, TX 78249
电子邮件: eslservices@utsa.edu  电话: (210) 458-7677

环境：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学校
类型：大学、强化英语课程
课程的学生人数: 2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33,000

学校规模：大型
住宿类型：学生宿舍
顶尖课程:
 

在阳光明媚的圣安东尼奥学习！
UTSA ESL课程:

• 学术、TOEFL和文化准备课程
• 每周21个小时，共14周 - 秋季和春季班
• 每周26小时，共10周 - 夏季班
• 拥有文科硕士学位、经验丰富的教师
• 为没有TOEFL成绩的本科生提供有条件入学
• 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的所有设施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为您提供：

• 友善的、不断发展的、创新式大学
• 安全的校内学生公寓
• 64个本科学位，49个硕士学位，24个博士学位
• 33,000名学生，其中有1600名是国际学生

• 强化英语课程
• 理科
• 工程学

www.elci .edu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Intensive English for College and Work

 在美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 俄勒冈 - 就读！

	两个校区	–	俄勒冈Albany（奥尔巴尼）和
Monmouth（蒙莫思））

 英语强化课程以及托福和雅思备考课程
	轻松转读Linn	Benton	Community	College、	
West	ern	Oregon	University和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小班规模以及个人关注
	费用低廉且具有竞争力

300 Stadium Drive N., Monmouth, OR 97361 
电话:	(503) 838-0157 
电子邮件:	info@elci.us

地理位置:	美国西岸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60	-	120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

就读费用:	每学季	3660、每期1500、	
	 每年13,200
最佳课程:	
	 大学学习和工作准备强化英语
	 高中起步优势班
	 Super	Summer	Flex（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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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完成大学学业，则请携带您的本
国学生证。大学教授所撰写支持您的
学习计划的推荐函会有所帮助。世界
各地的年轻学子对自己的计划都不太
确定。但在签证面试中，最好提供明
确答案。如果您不十分确定自己未来
的计划，签证官会认为您赴美的真正
目的不是接受教育。

成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您的成
绩低于平均水平，就要准准备供如何
在美国取得合格成绩的解释。教务主
任或教师撰写或是由录取您的美国学
校出具的推荐函会有所帮助，信函中
需陈述拟在美就读课程的意义，并阐
释您成功的美好前景。如因特殊情况
（如直系亲属亡故或患病）导致成绩
不佳，则请校方对这些特殊情况作出
解释。

收入恰好只够支持您在美期间的生活
与学生费用，签证官会有所怀疑。

银行账户上的大笔资金还不足以证
明财务支持情况。提供您的银行账户
信息时，请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一
份证明，说明账户存在已有多久时间
以及开户以来的平均账户余额。这可
使签证官相信您和您的家庭与银行存
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打算回国”
多数学生与交流访问者的签证申请可
获得批准。申请被拒最常见的原因是
签证申请人未向签证官证明自己在完
成美国的学业后会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一规定被称为 214.b 节 (Section 
214.b)。为确定您是否“打算回
国”，签证官会就您与自己国家之间
的关系和学习计划提出一系列问题。
您必须再次向签证官证明，您的家庭
有能力支付您在美第一年的费用，而
且您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为其余几年的
学习筹集资金。

您必须备齐所有必要表格，包括
I-20或DS-2019表格、DS-160 表格
以及SEVIS付款收据。您应带齐所有
凭证，以证明您如何支付教育费用，
并带好可能有助于证明您将回国的任
何文件。举例来说，此类文件包括证
明国外旅行经历的以前的护照、银行
对账单、工资单、家庭文件或学生档
案。

如果万事皆备，仍被拒签......
如被拒签，您还可以做一番努力，扭
转遭拒局面。您可提出申诉。多数情
况下，您需提供初次申请时未提供的
其他文件。有些情况下，签证官会要
求提供就业证明或房屋或企业所有权
证明等其他文件。您应提供签证官要
求提供的信息。

由您申请的美国学校向您所在城市
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发送传真或电子邮
件，其中包含有关您的资格和申请重
新考虑的详情，这对申诉成功会有所
帮助。传真应发送给领事馆负责此类
事务的非移民签证官。传真和电话号
码载于国务院网站usembassy.state.
gov。

William Fish定期与华盛顿特区和驻外

使领馆的美国领务官进行交流。William 
Fish现任华盛顿国际教育协会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会长，该协会致力于推动国际教

育交流事业的发展。可通过以下wfish@
washcouncil.org、www.washcouncil.
org 联系 William Fish。

By William Fish

签证面谈的 
六点建议
 着正式西装或洋装
 回答问题时要具体

 携带银行对账单或就业证明
 提供学习计划的详细情况
 头脑冷静，表现专业素质

 据实以告

forms/forms_4230.html 找到。您
可在usembassy.gov上找到自己所在
国家/地区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网
站。请前往签证部分，阅读当前适用
于非移民签证的正确流程。

在线完整填写 DS-160 表格。同
样，切记姓名的顺序和拼写必须与您
的护照上所列的顺序和拼写完全相
同。然后，您需打印出填写好的表
格，并在前往签证面谈时携至大使
馆。

照片 — 您完成在线表格 DS-160 
时，还需上传您的照片。您的照片
必须符合照片要求上所规定的格
式：http://travel.state.gov/visa/
frvi/forms/forms_1342.html 。

如果您的照片上传失败，您必须携
带您的照片前往面谈。

4/ 第四，为签证面试作准备。在开
学日期之前提前申请签证非常重要。
如果可能，在计划赴美的三个月前提
出申请。这样，如果大使馆耽搁一段
时间或您在申请签证遭拒的情况下提
出申诉时，可以有充裕的时间。

您的穿着很重要。请将面试当作
一项正式活动。正式服装是合适的选
择。第一印象十分关键，因为与签证
官的交流时间十分短暂，他们用来面
试并做出决定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
钟。

准备好迅速、完整地提供您的信
息。如果您不能用英语回答问题，且
签证官不会说您的语言，则可请求由
译者提供帮助。申请学生签证不要求
会讲英语。实际上，每年有数千名学
生到美国学习如何说英语。

签证官需要知道您在美国学习（无
论是基于学术或职业）的具体目的。
准备好阐释为何在美国学习您的特定
专业要优于在本国学习。准备好确切
说明您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在美所学的
内容能为您开辟怎样的就业前景。请
冷静、简洁明了地直陈您的教育计
划。

如果您要赴美学习英语，然后获得
学位，需能说明您的全部学业课程。
请牢记，只说“在美国学习更好”是
远远不够的。请指出在美学习更适合
您的确切理由。签证官希望听到诚实
而直接的回答。他们通常对回答模棱
两可、死记硬背、过分渲染美国如何
伟大美好的申请者反应平平。

您还应能够解释自己选择在某所
学校就读的理由，能够提供该校的信
息，并说明您要住在哪里（宿舍、寄
宿家庭或公寓）。

如果您在美国学完英语后，要返回

美国国务院 (DOS) 已实施一个非移
民和移民签证申请者可以用来检查其
申请状态的在线工具：https://ceac.
state.gov/CEACStatTracker/
Status.aspx。去年，签发了 
644,204 份 F-1 学生签证，并且在美
国有超过 1,200,000 名学生持有 F 和 
M 签证！

财务支持
您必须有足够、可证明的财务支持，
以供您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之用。如果
财务支持来自家庭、单位或设于您本
国的其他机构赞助人，则签证申请通
常更有保障。

如由父母为您支持教育费用，请准
备好证明家庭收入来源的文件。携带
由您父母的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说
明他们的职务、在该单位已工作多久
以及收入情况。

一旦签证官发现相互矛盾的信息或
无用信息，就会拒签。如果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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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mu.edu/international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1 LMU Driv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5 USA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5,800 
学校的学生人数:  9,2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54,000
最佳课程:  • 电影制作 

• 工商管理 
• 传播学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LMU）是一所天主教大学，以天主教耶稣会和
马利蒙特文科教育传统——学术卓越性、全人发展、促进正义精神为
基础而创建。LMU成立于 1911 年，是一所享有盛誉的综合性大学，
有着类似小型学院的氛围。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LMU一直
位列其同类大学的最佳学院之一，以杰出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之专业
课程，使具有挑战性的文科和理科课程计划得以平衡。LMU大学坐落
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邻近太平洋和洛杉矶国际机场，欢迎具有
各种宗教、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子前来就读。本校师生比例为 1:11，
各班平均人数21人，学生有机会与活跃在各自领域、致力于教学的教
师密切合作。

http://efl.georgetown.edu

Georgetown University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	从基础到高级共分6个级别
•	每周20小时课堂教学	
•	小班制，平均每班12-15名学生
•	先进的计算机和语言实验室
•	语音和写作讲习班
•	每周举行系列讲座
•	带您认识华盛顿特区的社交活动
•	经验丰富、专业的师资队伍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Georgetown University Box 571054,
Washington, D.C. 20057-1054 U.S.A.
电话: (202) 687-5978 • 传真: (202) 687-1707
电子邮件: eflgu@georgetown.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每学期/学季135
学校的学生人数:		14,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	$8,705
最佳课程:

•	学术英语准备
•	商务英语和专业英语（一年课程）
•	文化活动课程和会话伙伴

本国完成大学学业，则请携带您的本
国学生证。大学教授所撰写支持您的
学习计划的推荐函会有所帮助。世界
各地的年轻学子对自己的计划都不太
确定。但在签证面试中，最好提供明
确答案。如果您不十分确定自己未来
的计划，签证官会认为您赴美的真正
目的不是接受教育。

成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您的成
绩低于平均水平，就要准准备供如何
在美国取得合格成绩的解释。教务主
任或教师撰写或是由录取您的美国学
校出具的推荐函会有所帮助，信函中
需陈述拟在美就读课程的意义，并阐
释您成功的美好前景。如因特殊情况
（如直系亲属亡故或患病）导致成绩
不佳，则请校方对这些特殊情况作出
解释。

收入恰好只够支持您在美期间的生活
与学生费用，签证官会有所怀疑。

银行账户上的大笔资金还不足以证
明财务支持情况。提供您的银行账户
信息时，请要求银行工作人员提供一
份证明，说明账户存在已有多久时间
以及开户以来的平均账户余额。这可
使签证官相信您和您的家庭与银行存
在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

“打算回国”
多数学生与交流访问者的签证申请可
获得批准。申请被拒最常见的原因是
签证申请人未向签证官证明自己在完
成美国的学业后会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一规定被称为 214.b 节 (Section 
214.b)。为确定您是否“打算回
国”，签证官会就您与自己国家之间
的关系和学习计划提出一系列问题。
您必须再次向签证官证明，您的家庭
有能力支付您在美第一年的费用，而
且您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为其余几年的
学习筹集资金。

您必须备齐所有必要表格，包括
I-20或DS-2019表格、DS-160 表格
以及SEVIS付款收据。您应带齐所有
凭证，以证明您如何支付教育费用，
并带好可能有助于证明您将回国的任
何文件。举例来说，此类文件包括证
明国外旅行经历的以前的护照、银行
对账单、工资单、家庭文件或学生档
案。

如果万事皆备，仍被拒签......
如被拒签，您还可以做一番努力，扭
转遭拒局面。您可提出申诉。多数情
况下，您需提供初次申请时未提供的
其他文件。有些情况下，签证官会要
求提供就业证明或房屋或企业所有权
证明等其他文件。您应提供签证官要
求提供的信息。

由您申请的美国学校向您所在城市
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发送传真或电子邮
件，其中包含有关您的资格和申请重
新考虑的详情，这对申诉成功会有所
帮助。传真应发送给领事馆负责此类
事务的非移民签证官。传真和电话号
码载于国务院网站usembassy.state.
gov。

William Fish定期与华盛顿特区和驻外

使领馆的美国领务官进行交流。William 
Fish现任华盛顿国际教育协会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会长，该协会致力于推动国际教

育交流事业的发展。可通过以下wfish@
washcouncil.org、www.washcouncil.
org 联系 William Fish。

By William Fish

签证面谈的 
六点建议
 着正式西装或洋装
 回答问题时要具体

 携带银行对账单或就业证明
 提供学习计划的详细情况
 头脑冷静，表现专业素质

 据实以告

forms/forms_4230.html 找到。您
可在usembassy.gov上找到自己所在
国家/地区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网
站。请前往签证部分，阅读当前适用
于非移民签证的正确流程。

在线完整填写 DS-160 表格。同
样，切记姓名的顺序和拼写必须与您
的护照上所列的顺序和拼写完全相
同。然后，您需打印出填写好的表
格，并在前往签证面谈时携至大使
馆。

照片 — 您完成在线表格 DS-160 
时，还需上传您的照片。您的照片
必须符合照片要求上所规定的格
式：http://travel.state.gov/visa/
frvi/forms/forms_1342.html 。

如果您的照片上传失败，您必须携
带您的照片前往面谈。

4/ 第四，为签证面试作准备。在开
学日期之前提前申请签证非常重要。
如果可能，在计划赴美的三个月前提
出申请。这样，如果大使馆耽搁一段
时间或您在申请签证遭拒的情况下提
出申诉时，可以有充裕的时间。

您的穿着很重要。请将面试当作
一项正式活动。正式服装是合适的选
择。第一印象十分关键，因为与签证
官的交流时间十分短暂，他们用来面
试并做出决定的时间往往只有几分
钟。

准备好迅速、完整地提供您的信
息。如果您不能用英语回答问题，且
签证官不会说您的语言，则可请求由
译者提供帮助。申请学生签证不要求
会讲英语。实际上，每年有数千名学
生到美国学习如何说英语。

签证官需要知道您在美国学习（无
论是基于学术或职业）的具体目的。
准备好阐释为何在美国学习您的特定
专业要优于在本国学习。准备好确切
说明您要学习的内容以及在美所学的
内容能为您开辟怎样的就业前景。请
冷静、简洁明了地直陈您的教育计
划。

如果您要赴美学习英语，然后获得
学位，需能说明您的全部学业课程。
请牢记，只说“在美国学习更好”是
远远不够的。请指出在美学习更适合
您的确切理由。签证官希望听到诚实
而直接的回答。他们通常对回答模棱
两可、死记硬背、过分渲染美国如何
伟大美好的申请者反应平平。

您还应能够解释自己选择在某所
学校就读的理由，能够提供该校的信
息，并说明您要住在哪里（宿舍、寄
宿家庭或公寓）。

如果您在美国学完英语后，要返回

美国国务院 (DOS) 已实施一个非移
民和移民签证申请者可以用来检查其
申请状态的在线工具：https://ceac.
state.gov/CEACStatTracker/
Status.aspx。去年，签发了 
644,204 份 F-1 学生签证，并且在美
国有超过 1,200,000 名学生持有 F 和 
M 签证！

财务支持
您必须有足够、可证明的财务支持，
以供您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之用。如果
财务支持来自家庭、单位或设于您本
国的其他机构赞助人，则签证申请通
常更有保障。

如由父母为您支持教育费用，请准
备好证明家庭收入来源的文件。携带
由您父母的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说
明他们的职务、在该单位已工作多久
以及收入情况。

一旦签证官发现相互矛盾的信息或
无用信息，就会拒签。如果您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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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昕哲，来自中国北京，目前居住在加州 
Rohnert Park，现就读于Sonoma State 
University (CSU)，专业为音乐表演，是
大一学生。

您为什么决定到美国读书？
因为我的专业是音乐表演，到美国学习
可以学到更多关于音乐方面的知识。我
也想来这里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体系，
希望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

您怎样选择您的大学或强化英语课程？
请从地点、声誉、特殊课程等几个方面
回答。哪些方面吸引您到您的学校就
读？您的学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选择这所大学主要是看中它的地理位
置，Sonoma State University在加利福
尼亚州，这里气候比较适中。它是州立
大学，而且已成立很长的时间，所以在
声誉上值得信赖。在我刚来的时候学校
给我提供了针对国际学生的外语课程，
这对我之后在大学里的学习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

在此学习，您对哪些方面最满意？
对老师在课堂上所表现出的热情，师生
之间的关系以及健康的校园学习氛围，
最感到满意。

你最想念家乡的什么东西？
我的家人，我生活的城市和家乡的食
物。

您在此学习有多久了？
我是2015年9月份来到美国的。

您如何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多说话多与人沟通，遇到不知道意思的
单词就记下来。

本课程对于您今后在美国大学的学习有
哪些帮助？
让我更加了解美国大学的教育系统是如
何运转的，也让我在更了解美国人的言
行同时也提高了我的英文水平。并帮助
我在大学的课程中可以更好地应对。

美国生活和教育在哪些方面给您带来最
大的惊喜？
关于生活我惊讶于这里的生活水平很
好，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让我感到
惊喜，亦师亦友很和睦。

哪些方面最让您失望？
到目前为止没有让我非常失望的方面。

您如何应对：
……语言上的差异？
多听多看多说多记。很专注地去听美国
人说话，听他们是怎样用词的，是怎样
发音的，然后自己去说、去模仿。一定
要多开口说，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沟通
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遇到知道意思
的词汇要记下来或者询问意思。一段时
间后，英语会有很大提升。

……经济问题？
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消费方式，知道自己
的钱都花在了哪些地方。

……适应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
美国的教育体系和中国的有很多地方是
不一样的，比如说这边在课堂上如果学
生遇到了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就会直接问
老师。这在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很不适
应，尤其是当着那么多人感觉很不好意
思。或许一开始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
问题是会越积攒越多的，所以必须强迫
自己适应这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

您参与了哪些活动（俱乐部、体育、学
生社团、旅游、寄宿家庭计划、特别活
动或由强化英语课程赞助的旅行）？
我参加了寄宿家庭计划以及校外的交响
乐团。

在美结交朋友容易还是困难？
美国人都很友好而且很热心，结交朋友
并不困难。但是你需要主动地与他们沟
通，多聊天让他们多了解你，慢慢的就
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您的职业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的专业的关系，我的职业目标是
成为一名小提琴老师和交响乐团里的乐
手。
我认为美国的音乐教育体系相对比较完
善，会对我的专业有好的影响。

美国教育与您的个人目标和您本国的需
求之间关联密切吗？
关联很密切，因为现在中国也很重视音
乐教育的发展，所以会有更多的机会面
向音乐专业的学生，这对像我一样的音
乐学生是很好的资源。

您对考虑到美国求学的本国其他学生有
何建议？
任何一所美国的大学都拥有自己的完善
的教育方法，但是都需要被认真对待。
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去咨询老师，他
们可以给你提供很多帮助。要学习的东
西真的有很多，大学生活很很疲惫也很
忙碌，但如果你足够努力，都是值得
的。  

“关于生活我
惊讶于这里的生活水
平很好，老师和学生
之间的关系很让我感
到惊喜，亦师亦友很

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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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oldenwestcollege.edu

Golden West College

•	经验丰富的国际教育专业人士	
•	专门的学术、移民和个人咨询
•	定制的课程规划和活动
•	全年接受申请和提供录取
•	涵盖各种不同领域的90多门课程，包括副
学士学位课程、大学转学课程、职业课程
和证书课程等

•	特选大学的转学录取保证（TAG）
•	大学转学率高于橘郡和加州平均水平

•	安全友善的多元文化社区——亨廷顿海滩
（Huntington	 Beach）在“城市犯罪排行
榜”（City	Crime	Rankings）中位列最安
全城市之一

•	美丽如公园般的校园环境
•	距离美得令人赞叹的南加州海滩仅数分钟
之遥，畅享无尽的休闲和购物机会

电话: (714) 895-8146 • 传真: (714) 895-8973

电子邮件: isp@gwc.cccd.edu

环境:		郊区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250
学校的学生人数:		13,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学季	$6,300	
	 （学费/杂费）
最佳课程:	 •	工商管理
	 •	卫生科学
	 •	计算机科学

www.sonoma.edu/exed/ssali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onoma
Sonoma State 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

在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州学习！为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 xx
• xx
• xx
• xx

1801 E. Cotati Ave, Rohnert Park, CA 94928
电话: 707-664-2742
电子邮件: ssali@sonoma.edu

区域：美国西岸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35
学生总数: 10,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家庭寄宿、

公寓
最佳课程: • 强化英语课程 
 • 有条件录取

全时制英语语言课程
• 每年提供六个入学日期
• 在您提高英语技能的同时，

也能体验美国文化
• 大学准备
• 有条件入读本科学位课程
• 英语课程最低$1,425 
学术课程 
• 一个或两个学期的学术课程
• 计算机科学、音乐、商业、

艺术、生物等等的卓越课程

• 经济实惠的学费 - 每个学期
$4,750 

• 可以享用大学的所有服务
Rohnert公园/Cotati地区
• 位于旧金山以北50英里处
• 美丽的加利福尼亚酒乡
• 安全、干净的环境
• 宜人的气候、阳光普照的白

天以及凉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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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婧来自中国山西省，是一名高中生。目
前居住在俄勒冈州Dalles市，就读于English 
Language Culture Institute（英语语言文
化学院）。

您为什么决定到美国读书？
因为我喜欢美国的教育方式，并且我也
希望学习英语作为我的第二语言。

您怎样选择您的大学或强化英语课程？
请从地点、声誉、特殊课程等几个方面
回答。哪些方面吸引您到您的学校就
读？您的学校有什么特别之处？
温和的气候和小班教学是吸引我的最主
要原因。

在此学习，您对哪些方面最满意？
老师非常友善并且很有耐心，他们可以
及时地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

您最想念家乡的什么东西？
食物，美国食物和中国食物有非常大的
区别，每次回国的时候，我都会列一份
最想念食物的清单。

美国生活和教育在哪些方面给您带来最
大的惊喜？
在美国，老师会鼓励我表达我的意见，
并且他们会认真考虑。上课方式很有
趣，有很多活动。比起知识性的学习，
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哪些方面最让您失望？
在美国学校就读，有时很难交到美国朋
友。

您如何应对：
…语言上的差异？
尝试着尽可能常与美国本地人聊天，因
为这是提高英语能力的最快方式。

…经济问题？
我的父母为我支付学费。
	
...适应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
个人认为不难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我
很喜欢这样的教育体系，因为美国的教
育方式更有趣，更能锻炼学生的思考能
力，这将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大大地帮
助我们。

您参与了哪些活动（俱乐部、体育、学
生社团、旅游、寄宿家庭计划、特别活
动或由强化英语课程赞助的旅行）？
我住在寄宿家庭，感受美国本地的文
化，同时也能锻炼我的英语。我也参加
旅行活动，欣赏与祖国不一样的风景。

在美结交朋友容易还是困难？
在美国非常容易结交一些同一国家的朋
友，因为我们来自一个国家，说同样的
语言，有同样的文化背景，所以在一个
陌生的国家就会显得非常亲切。如果你
想要结交一些美国的朋友，这会有一点
难度，虽然他们非常友善，但是因为不
同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的语言，很难成
为好朋友。
	
您的职业目标是什么？美国教育与您的
个人目标和您本国的需求之间关联密切
吗？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设计师，美国的教
育帮助我建立我的信心，并且激发我的
创造力。

您对考虑到美国求学的本国其他学生有
何建议？
如果你决定来美国念书，必须做好忍受
孤单的准备，因为你远离家乡，要适应
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完全不一样的语
言，凡事都要完全依靠自己。但是不要
怕，美国人都非常的友善，并且当你完
全适应之后，你会非常喜欢这里，这里
的课堂非常有趣，你在这里不仅可以学
到知识，还会学到很多能力。  

但是不要怕，美国人都
非常的友善，并且当你
完全适应之后，你会非
常喜欢这里，这里的课
堂非常有趣，你在这里
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

会学到很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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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onzaga.edu/esl

Gonzaga University

Gonzaga University（贡萨加大学）是一所私立的耶稣会天主教大学，
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Spokane）。本校始建于 1887 年，涵盖超过 75 
个研究领域。我们的英语语言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er）全
年提供学术英语课程，所有本科专业和各种研究生课程均提供有条件录
取（Conditional Admission）。大量的事实和数字证明 Gonzaga 教
育的价值：进入享有盛名的研究生课程（包括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卓越
录取率；拥有全国 CPA 考试最高通过率之一；在大公司就业的机会，
如 Microsoft（微软）、Boeing（波音）、Nike（耐克）和 Hewlett-
Packard（惠普）；获得全国性刊物（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普林斯顿评论》）始终如一的好评，跻身《普林斯顿评论》评出的
最佳 373 所高校（The Best 373 Colleges）、《巴伦杂志》评出的教
育院校称心之选（Best Buys in Education），及《吉普林杂志》评出
的私立高等院校 100 强（100 Best Values in Private Colleges）之
列。Gonzaga 一贯致力于对学生的全人（包括头脑、身体和精神）教
育。学校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优秀学生奖学金。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学生总数: 80-100
学校规模: 7874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6920
最佳课程:  1. ESL 

2. 商科 
3. 工程

www.northern.edu

Northern State University 
 

• 国际学生奖学金
• 优异的学术、本科研究机会
• 由学有专精的教师群教授的课程和指导的实验室操作
• 安全且美丽的校园，位于宜人的美国中北部
• 每班平均20名学生
• 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学生和教授
• 为强化英语语言准备课程开设的学术英语课程
• 国际商业和创业卓越中心 
• 由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评选为美国最经济实惠的

大学之一

1200 S Jay St, Aberdeen SD 57401, USA 
电话:+1 605 262 7802 
电子邮件: admissions@northern.edu

区域：中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 学院、大学、强化英语
学生总数：3,500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每年 $10,400
最佳课程：国际商务
 学术英语课程
 信息系统管理

北方州立大学

StudyXM.cn    Chinese Edition  35



美国高校数量众多，因此，您
和家人可能很关注大学的排
名情况。大家普遍关心的问

题有：这所大学的排名情况如何？排
行榜前十名有哪些学校？这些排名是
否反映美国大学的质量？您在选择大
学时，是否应以某家杂志的大学排名
为依据？

虽然许多大学榜上有名，但有更多
优秀大学未能入榜。此外，您有必要
了解这些排名是如何出炉的。

在您的祖国，您可能要参加全国联
考。

分数越高，您上的大学就  
“越好”。美国大学的录取则与此不
同。所有美国大学都有优秀的学生和
良好的师资。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被
顶级大学录取的理由，包括学生的父
母是否曾就读于这些学校。

用来进行排名的信息来自由美国 

所有机构提供数据的通用数据库
(Common Data Set)。汇编这些排名
的人员从通用数据库中选取他们认为
能够衡量质量优劣的指标。然后依据
他们的标准确定排名先后。如果使用
其他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排名。

这意味着，如果仅依赖排名，您
最重要的一项决策就建立在别人对教
育质量优劣的判断上。例如，“录取
率”往往是排名的重要因素。这也
就是说，接受的学生越少，大学就
越“杰出”。

但在美国，公立大学和许多私立学
校都致力于尽可能为合格学生提供优
质教育服务。这些学校也尽量拥有多
元化的学生组成，学生来自于众多不
同背景。如果一所学校因为接受较少
的学生而位居榜首，那么接受所有合
格学生的顶尖公立大学的排名就不会
靠前。

毕业率也是排名可能误导您的一个
例子。如果学校只招收中学成绩优异
的学生，学生的毕业率相应较高。

但如果一所大学因为肩负着吸纳多
元化学生群体的使命，其毕业率就会
较低，这样排名就会靠后。

简而言之，基于录取率、排他性和
声誉的排名，未必能衡量一所美国大
学实际提供的教育质量。比如，您是
否了解，一所顶尖大学的声誉可能源
自学校聘用的几位世界级教授，而这
些教授可能从不给本科生授课？在这
类学校中，您的许多课程是由研究生
或助教教授的。

因此，您可以看看这些排名，与
朋友和顾问讨论一下。但在做决定之
前，一定要审慎地了解自己真正想从
一所大学中获得什么，更深入地了解
吸引您的学校，选择适合您自身而未
必是别人声称的最好学校。

A UNIVERSITY IS NOT NECESSARILY RIGHT FOR YOU BECAUSE ITS NAME IS FAMILIAR AND ITS 
RANKINGS ARE HIGH. DON’T EQUATE EDUCATIONAL QUALITY WITH NAME RECOGNITION.

 “最好” 
的大学

选择最适合您的学校，而未必
是别人宣称的最好学校

请勿将教育质量与知名度混为一谈。

“BEST”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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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SM school in MD. USA

Towson University

www.towson.edu/elc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ELC)
English Language Center（英语语言中心，简称ELC）坐落于一
个治安良好的市郊校园，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提供首屈一指的学术
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课程。我们自1985年起
即开始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欢迎他们加入ELC的大家庭。
• 高素质、经验丰富、富有爱心的老师会教导您在大学学习取得成

功所需的学术英语技能
• 课程采小班制，依照英语熟练度分成六个级别，您会被安排在符

合您个人学习需求的正确级别。
• 有条件和暂时录取（Conditional and Provisional Admissions）

为所有符合资格的未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启了一扇大门。
• 如果您以B或更好的成绩完成我们的高级班课程，您将可在无需托

福、雅思或PTE成绩的情况下申请大学。 
• 将有80个本科以及研究生专业可供您选择。
• 充满乐趣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帮助您犹如与新认识的朋友置身家中

的感觉。

 我们非常看重您对我们校园环境多样性的贡献。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8000 York Road 

Towson, MD 21252
电子邮件：elc@towson.edu • setzine@towson.edu

电话： 410-704-2552

区域：美国东岸
城市：市郊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160
学校的学生人数：22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每学期/学季 $4,100
顶尖课程：
• 商科
• 计算机科学
• 健康科学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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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协议
在社区学院开始您的本科生学位

   2  years at a  
community college

+ 2  years at a 
university

= 4  years (bachelor’s 
degree)

 2 年就读于社区学院 
+ 2 年就读于大学

= 4 年 (本科学士学位)

许多美国学生——以及9万名
国际学生——是在社区学院
完成美国大学头两年的课程

的。美国有近1200所社区学院，与四
年全部在大学学习相比，这个模式有
许多好处。社区学院的优势包括远低
于大学的学费，小班教学和为学生提
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它们常常作为前
往一流四年制大学的通道。  

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强处之一就
是学生们可以轻易地从一所学院或大
学转到另一所高校。对于打算获取学
士学位的学生们来说，最后两年从社
区学院过渡到大学可以说是相当容易
的。学生将在一所社区学院完成通识
教育初级课程的学习并达到合格要
求，然后转学到一所大学。在大学
里，他们可以学习高级课程，从而
取得学士学位。这种途径通常被称
为“2+2”，尽管完成学士学位所需的
所有课程可能要花四年以上的时间。  

实际上，许多大学申请顾问都会
建议学生先就读社区学院的“学院转
学”课程，然后再转到大学进行最后
两年的学习。比如，许多在一所社区
学院Santa Monica College就读的
学生在取得两年转学学位后已转学至
UCLA。 

其差异何在？
社区学院不同于四年制大学。其不同
在于：

 录取更容易。美国社区学院录取
时，对托福（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分数
和学业的要求通常低于四年制大学。
许多社区学院还为托福分数极低而
无法立即开始学术学习的学生提供 
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或大
学水平的数学。

 费用较低。社区学院的学费可比四
年制美国高校低20%到80%。这对于
学士学位的头两年可以省下大量的费
用。

 一般来说，学生在社区学院就读的
班级和课程机构在规模上常常小于四
年制大学。教师和指导教授能够给予
学生更多一对一的关注。许多美国和
国际学生表示，开始的前两年在人数
较少的学校学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过渡到人数较多的四年制高校进行后
两年的学习。

 更容易在课堂上受到鼓励。美国的
教育体系中，学生们常常要为取得优
异成绩而互相竞争。因此，无法流利
使用英语的国际学生处于弱势。通常
情况下，他们在竞争不太激烈的小班
里表现更好，感觉更自如。此外，社

区学院通常会免费提供课业辅导以帮
助学生学有所成。

 更易适应。社区学院的两年学习生
活可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技能，尽
快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

使转学变得容易
很多学院和大学都有与其他高校签署
的被称为“衔接协议”或转学保障协
议（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 
[TAG]）的特别安排。衔接协议有助
于确保在社区大学所学课程可以很容
易地转移到有合作关系的高校，没有
或只有很少的学分和时间损失。例
如，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大都市区
的10所Maricopa社区学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和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有着非常密切的
合作，以确保在Maricopa所学课程的
学分可转入大学。

大学转学保障协议（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的合作伙
伴关系可以保证完成大学规定的特
定要求的社区学院学生能够获得大
学录取。这些要求可能包括特定的
成绩平均点数（GPA）、学过的课
程和托福成绩。有些专业是被排除
在TAG协议之外的。例如，工商管
理专业即被排除在与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签订的TAG协议中。 

最常见的衔接和TAG协议是由位
于同一个州的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学院
和大学之间所签署，但也并非总是如
此。例如，加州的所有115所社区学院
均与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系
统和加州大学系统签有衔接协议。例

如，如果一个学生在Santa Monica 
College成功完成了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通识教育要求，该学生
就可以转学到这两所大学中的一所，
并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以获得学士学
位。 

高校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节省社区
学院的学费，并且仍然可以转学到并
毕业于排名领先的大学。

学生们要选学文科或理科专业取决
于他们计划“主修”的学习领域是什
么。在最初的两年里，学生们将要学
习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
程，以及一些让他们为专业学习做准
备的基础课程。

不要让转学中的一些挑战阻碍你。
如果你预先做好计划，转学可以成为
实现你的教育目标并充实你的美国高
等教育体验的一个绝佳方式。正如给
汽车换档是使速度和力量得到提高的
一种方式一样，从一所学院或大学转
学到另一所高校可以推动你取得更大
的成就。   

   2  years at a  
community college

+ 2  years at a 
university

= 4  years (bachelor’s 
degree)

国际转学博览会
许多社区学院会举办“转学博览
会”，让学生可以了解在一所四年
制大学最后获得最终学位的机会有
哪些。在这些通常于学校的校内礼
堂举行的博览会上，学生可以获得
与来自全国各地名牌大学的招生代
表交谈的绝佳机会。

例如，一名在Seattlemay的国
际社区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转学到
华盛顿州以外的地方学习，比如加
利福尼亚州或纽约。来自其他美国
大学的代表来到国际转学博览会是
为了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进入他们
的学校完成大学三、四年的学习。 

有时，位于同一个地区的数个
其他社区学院也会来参加博览会，
所以博览会就能够在几天的活动当
中吸引到更多的学校。

来自塞尔比亚的DusanDjokic正
就读于华盛顿州的Edmonds学院
并计划将他取得的学位文凭转到一
所大学，以便学习工商管理。 

我选择Edmonds社区学院是因为
我不仅可以拿到我的高中文凭，同
时还能开始攻读我的副学士学位。
能在两个学年中完成两种课程对
我来说是个很棒的机会。我现在比
塞尔维亚的朋友领先一年。我计
划利用OPT（选择性实践培训）
的机会工作一年，然后转学到一
所大学。我心目中前两名的大学
为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in 
Northridge 和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来到美国和Edmonds社区学院
是我做过的最好决定。我了解到坚
持理想并且绝不放弃是非常重要
的。在校园里有非常多的机会，例
如，活动、俱乐部和工作。在课堂
上表现良好并且参与校园的生活会
帮助你成功实现你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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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美国学生——以及9万名
国际学生——是在社区学院
完成美国大学头两年的课程

的。美国有近1200所社区学院，与四
年全部在大学学习相比，这个模式有
许多好处。社区学院的优势包括远低
于大学的学费，小班教学和为学生提
供强而有力的支持。它们常常作为前
往一流四年制大学的通道。  

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强处之一就
是学生们可以轻易地从一所学院或大
学转到另一所高校。对于打算获取学
士学位的学生们来说，最后两年从社
区学院过渡到大学可以说是相当容易
的。学生将在一所社区学院完成通识
教育初级课程的学习并达到合格要
求，然后转学到一所大学。在大学
里，他们可以学习高级课程，从而
取得学士学位。这种途径通常被称
为“2+2”，尽管完成学士学位所需的
所有课程可能要花四年以上的时间。  

实际上，许多大学申请顾问都会
建议学生先就读社区学院的“学院转
学”课程，然后再转到大学进行最后
两年的学习。比如，许多在一所社区
学院Santa Monica College就读的
学生在取得两年转学学位后已转学至
UCLA。 

其差异何在？
社区学院不同于四年制大学。其不同
在于：

 录取更容易。美国社区学院录取
时，对托福（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分数
和学业的要求通常低于四年制大学。
许多社区学院还为托福分数极低而
无法立即开始学术学习的学生提供 
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或大
学水平的数学。

 费用较低。社区学院的学费可比四
年制美国高校低20%到80%。这对于
学士学位的头两年可以省下大量的费
用。

 一般来说，学生在社区学院就读的
班级和课程机构在规模上常常小于四
年制大学。教师和指导教授能够给予
学生更多一对一的关注。许多美国和
国际学生表示，开始的前两年在人数
较少的学校学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
过渡到人数较多的四年制高校进行后
两年的学习。

 更容易在课堂上受到鼓励。美国的
教育体系中，学生们常常要为取得优
异成绩而互相竞争。因此，无法流利
使用英语的国际学生处于弱势。通常
情况下，他们在竞争不太激烈的小班
里表现更好，感觉更自如。此外，社

区学院通常会免费提供课业辅导以帮
助学生学有所成。

 更易适应。社区学院的两年学习生
活可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技能，尽
快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文化。

使转学变得容易
很多学院和大学都有与其他高校签署
的被称为“衔接协议”或转学保障协
议（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 
[TAG]）的特别安排。衔接协议有助
于确保在社区大学所学课程可以很容
易地转移到有合作关系的高校，没有
或只有很少的学分和时间损失。例
如，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大都市区
的10所Maricopa社区学院、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和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有着非常密切的
合作，以确保在Maricopa所学课程的
学分可转入大学。

大学转学保障协议（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的合作伙
伴关系可以保证完成大学规定的特
定要求的社区学院学生能够获得大
学录取。这些要求可能包括特定的
成绩平均点数（GPA）、学过的课
程和托福成绩。有些专业是被排除
在TAG协议之外的。例如，工商管
理专业即被排除在与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签订的TAG协议中。 

最常见的衔接和TAG协议是由位
于同一个州的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学院
和大学之间所签署，但也并非总是如
此。例如，加州的所有115所社区学院
均与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系
统和加州大学系统签有衔接协议。例

如，如果一个学生在Santa Monica 
College成功完成了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通识教育要求，该学生
就可以转学到这两所大学中的一所，
并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习以获得学士学
位。 

高校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节省社区
学院的学费，并且仍然可以转学到并
毕业于排名领先的大学。

学生们要选学文科或理科专业取决
于他们计划“主修”的学习领域是什
么。在最初的两年里，学生们将要学
习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
程，以及一些让他们为专业学习做准
备的基础课程。

不要让转学中的一些挑战阻碍你。
如果你预先做好计划，转学可以成为
实现你的教育目标并充实你的美国高
等教育体验的一个绝佳方式。正如给
汽车换档是使速度和力量得到提高的
一种方式一样，从一所学院或大学转
学到另一所高校可以推动你取得更大
的成就。   

   2  years at a  
community college

+ 2  years at a 
university

= 4  years (bachelor’s 
degree)

国际转学博览会
许多社区学院会举办“转学博览
会”，让学生可以了解在一所四年
制大学最后获得最终学位的机会有
哪些。在这些通常于学校的校内礼
堂举行的博览会上，学生可以获得
与来自全国各地名牌大学的招生代
表交谈的绝佳机会。

例如，一名在Seattlemay的国
际社区学院学习的学生可以转学到
华盛顿州以外的地方学习，比如加
利福尼亚州或纽约。来自其他美国
大学的代表来到国际转学博览会是
为了招收优秀的国际学生进入他们
的学校完成大学三、四年的学习。 

有时，位于同一个地区的数个
其他社区学院也会来参加博览会，
所以博览会就能够在几天的活动当
中吸引到更多的学校。

来自塞尔比亚的DusanDjokic正
就读于华盛顿州的Edmonds学院
并计划将他取得的学位文凭转到一
所大学，以便学习工商管理。 

我选择Edmonds社区学院是因为
我不仅可以拿到我的高中文凭，同
时还能开始攻读我的副学士学位。
能在两个学年中完成两种课程对
我来说是个很棒的机会。我现在比
塞尔维亚的朋友领先一年。我计
划利用OPT（选择性实践培训）
的机会工作一年，然后转学到一
所大学。我心目中前两名的大学
为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in 
Northridge 和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来到美国和Edmonds社区学院
是我做过的最好决定。我了解到坚
持理想并且绝不放弃是非常重要
的。在校园里有非常多的机会，例
如，活动、俱乐部和工作。在课堂
上表现良好并且参与校园的生活会
帮助你成功实现你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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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交流的需求，越来越多
的个体基于非常具体的学术和职业原
因，正在寻求增强其语言技能。对于
这些学生（通常为成年人）而言，冠
以“专门用途英语(ESP)”的课程特别
具有吸引力。

ESP 课程聚焦于在特定的领域
（如航空、商业或科技等）发展沟通
能力。

有些课程为学生学习各种不同的学
术课程做好准备，如科技英语或 MBA 
预科英语。例如，Yale University

为计划入读美国法学院或者将要或
正在国际环境的法律领域工作的非
英语母语人士提供法律研讨课(Law 
Seminar)。其他课程帮助学生做好在
众多领域（如医药、工程、旅游或平
面设计等）工作的准备。

ESP 的课程设计旨在满足学习者的
特定需求，因此融入了来自 ESP 课程
重点研究领域的诸多原理。基于此，
课程同样以针对语法、词汇、交流风
格和学习技能等方面的语言和文化为
重心。

哪些人该就读 ESP 课程？
一般而言，拥有特定学术领域或专业
兴趣的高级水平学生应考虑就读 ESP 
课程，而不是普通的英语语言课程。
许多 ESP 的课程要求申请人的英语为
中高级或高级水平。

通过实例学习
在 Yale，“法律研讨课”的参与
者分析案例、找出问题，并学会理
解“判例法”中形成的判例以及法庭
的推论。课程由律师和法学教授执
教。该研讨课还提供联邦和各州监狱
的校外参观学习机会；访问州和联邦
法院，通常包括会见法官、检察官和
公设辩护人；访问联合国的美国代表
团及会见其律师，随后参观联合国；
访问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学生将
在此会见其检察官和来自联邦调查局
的代表。

同时，商业研讨课的授课老师将聚
焦阅读和处理国际及跨文化问题的案
例。它鼓励跨国籍分享见解，以及考
查关于组织行为以文化为基础之假设
条件。提供访问小型企业和纽约证券
交易所的校外参观学习。

量身定制的课程
通常美国的大学会通过英语强化语言
学院为不同的团体安排短期或长期的 
ESP 课程。

如果某所大学不能提供你所寻求的
特定教学，请询问开发该类课程的可
能性。

随着科技和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把
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消除时间
和空间的距离，通过共同的语言进行
交流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专门用
途英语课程以独特的方式满足这一需
求。

Margaret-Mary Palladino，康涅狄格州

纽黑文市 Yale University 英语语言学院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主任。

通过空中旅行、Skype、 
Facebook 和互联网，世界
在更大程度上正在成为一个

全球性的社区。这使得增进全体地球
公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需求变得
更为迫切。

阐述各个不同领域之观点的国际交
流必不可少。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是环
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层变
薄；健康和医疗问题，包括调研、基
因工程和现代药物疗法的分布；以及
最终全球经济的政治挑战。

作者：Margaret-Mary Palladino

专门用途 
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40  Study in the USA®    中文版



Orange Coast College International Center

orangecoastcollege.edu/international

2701 Fairview Road
Costa Mesa, CA 92626

    电子邮件： occinternational@cccd.edu
电话： (714) 432-5940
传真： (714) 432-5191

区域：西部
环境：城市、郊区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社区学院
学生总数：24,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公寓
就读费用：每学期/学季  3,180 美元
最佳课程：
	 •	工商管理/营销
	 •	视觉与表演艺术
	 •	文科/人文科学

	 位于橘郡的海岸线附近，南加利福尼亚最安全和最令
人向往的社区之一。橘郡是迪士尼乐园以及加利福尼亚
州最受欢迎的海滩所在地。

	 高转学率。学生转入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C）
和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CSU）系统的总人数在
橘郡排名第一，总排名第三。

	 橘郡最大的社区学院，在校学生22,000名，其中包含
1,100名来自超过70个国家/区域的国际学生。

	 以价格平实的学费提供130门学术和职业课程，包括农
业、商务、烹饪艺术、工程和电影。

	 拥有最先进的设施、一流的学术环境、活跃的校园生
活以及成功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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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际学生希望在美国学习
期间能够工作以赚取外快并
练习英语。这有时候可能会

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但做好事
先准备可以增加您找到工作的机会。
了解您必须遵守的规则，并知道在求
职过程中如何寻求帮助是成功的关
键。 

尽管美国会签发不同类型的学生签
证，但大多数国际学生会获得F-1签
证，这是适合全日制学术学习的一种
非移民签证。由于 F-1 签证仅用于教
育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于 F-1 持有
人的就业选择加以限制。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如果你持有的是F-1签证就
不能工作。只要你理解并遵循法律规
定，是可以持学生签证工作的。下面
是持学生签证者在美国工作最重要的
一些规定:

  你必须时刻保持全日制学生身份。
  在第一个学年内你不能到校外打
工。在此期间，你可以利用上课间
隙在校园内做兼职工作（每周不得
超过20个小时）。
  一个学年后，你可以通过课程实习
训练（CPT）或可选性实习训练
（OPT）的选项，在校外从事与所
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以上这些并非是仅有的限制，而颁

发I-20移民文件的办公室（通常为你
所就读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是你
了解所有规定的最好资源。大多数国
际学生迎新活动将提供关于就业选择
的信息。违反相关法律可能会导致你
失去学生签证，所以你必须遵循你所
在学校的国际学生指导人员的指示!

现在你了解了对于 F-1 签证持有者
的一些基本限制，那么你究竟到何处
以及如何寻找工作呢?美国的大学往往
设有一个职业发展办公室，他们会保
存一个关于就业机会的在线数据库，
并提供相关服务，如职业咨询、面试
演练和简历写作讲习班，为你进行工
作申请做好准备。这是一个你开始搜
索的最佳所在。许多高校也在学期开
始时举行校园招聘会，所以你可能会
借此机会找到一个校内兼职的职位。
校园书店、咖啡厅和其他学校所拥有
的服务设施中往往会在这些活动中招
聘学生工。 

研究生有额外的校内工作选择；
校园办公室提供研究生助学金，也可
能有教学和研究助理等职位。Jinsun 
Baek 曾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UIC）强化英语辅导班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
的学生，现在他在该辅导班的前台部

作者： Megan Gier

WORKING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为一名国际学
生在美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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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担任研究生助教。
“作为一名语言学习者，找到一

份校园工作有时是很难的。对自己的
英语水平持诚实态度是很重要的，因
为你要能够与同在找工作的美国学
生竞争，而他们通常是以英语为母
语，”Baek说。

然而，其他宝贵的素质和工作场所
技能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一潜在障碍。
由于她有热情以及作为辅导班学生参
与课程各项活动的经历，Baek给学校
的工作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对
她得到这份工作很有帮助。

要获得校外工作，你必须获得参与
CPT（课程实习训练）或OPT（选择
性实习训练）的许可。如果你的学位
课程要求进行实习，那么这个职位也
可以算作CPT。与您的课程指导老师
交谈以寻找符合这些要求的职位，并
向你所就读的大学提交必要的CPT文
件。在完成你的学位课程后，你可以
在美国多呆一年的时间，以进行与你
所学专业相关的OPT。你所在大学的
国际学生办公室将会帮助你完成所需
的OPT文书工作。

你也可以在你居住地周边的社区

组织里担任辅导教师或口译员工作。
聚焦于国际事务的公司和组织往往需
要那些能讲其他语言的员工，并能够
协助员工申请工作签证。

Eileen Censotti 是 UIC 的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强
化英语辅导班）的国际学生顾问，她
在工作中曾接触过许多寻找工作的国
际学生。她说，尽管在一个新的国家
寻找工作是颇具挑战性的，但是如果
能在求职过程中采取灵活而持久的策
略，你最终一定会取得成功。

“如果你没有很快找到工作，不要
放弃。继续寻找并申请你认为自己能
够胜任的任何工作，”她建议道。

挖掘各种资源并要有耐心，在你
的求职搜索过程中利用所有可能的选
项。如果你向他人求助，大多数人都
会很愿意向你伸出援手，所以不要羞
于寻求帮助。祝你求职愉快，并祝你
好运！

Megan Gier 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UIC) 的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强化英语辅导班）市场营销部的

研究生助理。她目前是UIC的应用语言学/

TESOL专业的研究生。

搜索相关的机会。人际关系网络将为
你提供极大的帮助一要与你所在大学
的其他国际学生交谈，搜索互联网上
的招聘信息，与你母国的移民社区取
得联系（如果你所在地区有的话） 。 
Lexi Wang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的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ing Center（语言和
文化学习中心）的一名中国研究生和
研究助理，他为那些希望在毕业后获
得OPT职位的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些很好
的建议： 

“在你从大学毕业之前就建立自己
的人际关系网络。你可以与你的教授
和朋友们交流......只要他们为你引荐一
份工作，就比你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工
作要轻松得多。” 

这些人是现有和未来工作机会的极
好信息来源。

许多国际学生会在学习期间担任非
营利性组织的志愿者或实习生；有时
这些机构可以在你毕业时为你提供一
个有薪工作职位，而且他们往往愿意
帮助你申请所需的移民工作签证。如
果你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可以考
虑在为你所在社区的移民提供服务的

http://www.tie.uic.edu
www.admissions.uic.edu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 成立于 1978 年，以专业师资、好学学子、多媒体计算机
教学设施、低廉学费、交通便利而闻名。我们在教学服务质量方面享有卓著声誉，每年都
能吸引数百名国际学生前来芝加哥求学。

Tutorium位于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UIC）的校园中，UIC是芝加哥地区规模
最大的研究型公立大学。Tutorium靠近市中心，提供各式各样的参观见学和活动，专为
帮助我们的学生体验美国文化和练习英语而设计。

我们的教学服务介绍

 • 课程从初级到高级，共分 6 个等级
 • 每周课时为 20-25 小时
 • 平均班级人数12 人

为帮助学生顺利进入大学，我们还提供： 

 • 托福 - ITP纸笔测验
 • 学院入学讲座
 • 大学入学咨询和协助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Tutorium in Intensive English (m/c 324),
1333 S. Halsted St., Suite 260, Chicago, IL 60607 U.S.A.
电话: (312) 996-8098 • 传真: (312) 996-4394
英语课程电邮： tutorium@uic.edu  一般课程电邮： admissions@uic.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150
学校的学生人数:  28,000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类型：宿舍楼、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 4,875 美元
最佳课程: • 强化英语
 • 国际专业人士英语系列

 • 每期招收 140-180 个学生
 • 每期均有专题选修课程周
 • 安装了 ESL 软件的指定计算机学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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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RING CREATIVITY  
IN U.S. ART PROGRAMS

艺术、音
乐、舞蹈、
设计、绘画
和更多课程

美国艺术课
程中激励人
心的创意



无论您钟情于艺术、时装、计
算机艺术、平面设计，还是
动画与视频，在美国接受教

育都能让您接触到最尖端的技术并接
受最专业的培训。

无论从制作影片的质量还是数量上
来说好莱坞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电影业
的领军者。何不到靠近电影业活力核
心的地方学习影片制作呢？

美国处在数字艺术革新的最前沿。
日益壮大的娱乐业创造出对新科技、
创新理念和新鲜人才的需求。科技是
推动这一方兴未艾行业发展的催化
剂。科技的不断演进为图像、电影制
作与设计领域的新技术创造了机会。
极度仰赖多领域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特
效影片在全球大获全胜，美国（尤其
是加州）在数字艺术领域因此而声名
鹊起。

如果您热爱求新求变并且拥有不断
探索的精神，着重于美国艺术类的海
外学习课程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艺术
是国际通行的语言，就读美国课程，
让您的天分和能力得以充分发挥。

丰富多样的课程
您可在美国许多地区找到契合个人兴
趣的艺术课程。您可攻读两年制、四
年制或研究生学位以及副学士、学
士、硕士或博士课程。

选择课程
求教的对象还有比已经拥有成就的卓
著权威专业人士更理想的教师吗？

您需要的导师不仅能教授专业理
论，还可帮助获得从事任何艺术职业
所需的实际和真实世界的实践经验。

您选择的院校应当聘有多位拥有实
践经验的成功艺术家与设计师。如您
尚不能决定，可要求与一些教授或在
校国际学生进行交流；有时这对深入
了解大有助益。

院校还应致力投资新的设备、课程
和技术，紧跟风云突变的行业发展步
伐。掌握最前沿的课程与设备的相关
知识与经验，将让您在雇主前脱颖而
出。

实习、工作经历和就业安置也是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院校应与相关行
业保持密切关系，通过招聘会、资历
审核和座谈会会等多种途径，帮助毕
业生就业。

了解毕业生的就业动向，询问近年
毕业生的就业安置率，以及是否设有
帮助新毕业生寻找工作的校友网络？

最后，院校的声誉十分重要。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对于该校是否作出高度
评价？该校是否通过了全美艺术与设

计学院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Art and Design) 或
独立院校认证委员会 (Accrediting 
Council for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Schools) 等机构的认证？

追求您的目标
艺术课程的录取要求各有不同；有些
院校要求出具作品集或试演，而有些
院校则不要求。您还应了解是否要求 
TOEFL 分数。但多数院校都十分喜欢
国际学生为校园带来多元化特色和特
有氛围。

无论录取要求是什么，请花时间选
择最适合您的课程。

考虑进行信息式面谈，以了解该领
域的更多详情。与在您所选领域任职
的人士进行会谈。他们建议采取哪些
措施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希望在您
这个年纪时他们就已经了解什么？

由于美国院校乐于接受新技术和
新理念，崇尚创新的独有特点，使这
里成为理想的学习地点。如果您热爱
艺术与设计，不妨接受精湛的专业培
训，必定前途无量。何不成为下一部
皮克斯 (Pixar) 大片的明星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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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的音乐课程
指挥家平静地举起指
挥棒。观众们屏气静

息地期待着，音乐厅中鸦雀无声。突
然，静寂被打破了。钢琴家的手指
灵动地在琴键上跳跃，神态庄严地
敲击着琴键。在某个段落，琴弓搭
在琴弦上，而在另个段落，音乐家
们深吸一口气，开始吹奏自己的乐
器。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的
交响乐团合奏的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
回响在整个夜莺音乐厅（Nightingale 
Concert Hall）。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音
乐系是充满活力的艺术学院的一部
分。学习音乐的学生就教于由音乐表
演家、学者和作曲家组成的教师队
伍。教授和老师通过严格且具有挑战
性的课程亲自指导和教导学生。

课程重点是奠定坚实的音乐基础，
培养学生发展自己的音乐“歌喉”与
风格。除基础课程外，学生亦可学习
特有的音乐史课程，如电视音乐、爵
士文化和美国音乐剧史。

除自己的课程外，学生们还有
许多练习音乐和登台表演的机会。
设有私人音乐课，并且学生可参与
室内音乐表演和大型合奏（包括久
富盛名的夜莺四重奏乐队），均在
校园和社区内开展。音乐系全年筹
办许多音乐节，包括里诺爵士音乐
节（Reno Jazz Festival）、冬季
室内音乐节（Winter Chamber 
Music Festival）和Argenta音乐
节。学校还与里诺交响乐团（Reno 

Philharmonic Orchestra）和里
诺室内交响乐团（Reno Chamber 
Orchestra）展开合作。

充分利用许多表演机会的在校国际
学生兼钢琴师——BominPark。他连
续两年荣膺内华达州全美音乐教师协
会比赛（Music Teachers National 
Association Competition）大奖，
并获“院长艺术成就奖”（Dean’s 
Award for Artistic Achievement）
殊荣。

学习这一课程的学生可为追寻从授
课到演奏以及从音乐理论到作曲的音
乐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他们可攻读文
学学士学位、音乐教育学士和以古典
或爵士音乐与即兴演奏为主的音乐表
演学位。学校还提供表演、教育与音
乐理论的硕士学位。

许多毕业生现已成为全美主要研
究生课程的教师，或在全球的交响乐
团、室内音乐团体和爵士与流行音乐
团体中演奏。例如，Mezzo-soprano 
DoloraZajick就曾在全球一流剧院
进行演奏，包括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
（Metropolitan Opera）、芝加哥歌
剧院（Lyric Opera）、旧金山歌剧院
（San Francisco Opera）和伦敦的
科芬园（Covent Garden）。

Skagit Valley 
College 
斯卡吉特河谷学院
在位于华盛顿弗农山 
(Mount Vernon) 的

Skagit Valley College，“从农场
到餐桌”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真
真切切的实践。烹饪艺术及酒店管

理 (Culinary Arts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专业的学生在花园里
种植和培育水果和蔬菜，向校园里的 
Bistro Kitchen 和 Hot Express 提供
每日三餐的新鲜食材。

“我们热衷于生产自己的果蔬，”
学院食品服务部的经理 Lyn Highet
说道。

自 1978 年成立至今，该专业呈多
样化发展，融入了农业和可持续的粮
食体系和实践（如堆肥）—— Skagit 
是创设堆肥课程的首个院校。Skagit
还开发烹饪技师课程，事实上华盛顿
州以拥有许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
的乳酪制造技师、熟食制作技师和酿
酒师而著称。

该专业的学生可以熟练掌握烹饪基
础知识和技能，例如从零开始自制家
常汤的配料，以及研磨肉末以烹制汉
堡包。

Skagit Valley College 周边地区
的土地肥沃，农业养殖发达，许多养
殖户（包括陆路和海水养殖）租赁这
里的资源，产生了不少烹饪技师。学
生们在实地考察中能够见到农作物的
生产者，例如在美国最大的马尼拉蚌
供应商——泰勒贝类养殖场 (Taylor 
Shellfish Farms)——的农场养殖户
们。

完成烹饪艺术和酒店管理 
(Culinary Arts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
一个副学士和科艺学位。许多学生毕
业后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或继续深
造高等烹饪课程。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Skagit Valley College,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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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du.edu/global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1000 River Road - T-KB1-01 Teaneck, NJ 07666 USA
电话: 1-201-692-2205 传真: 1-201-692-2560

环境：市郊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大学 
学校的学生人数：12,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每年49,808 美元
最佳课程： • 商科 

 • 工程 
 • 科学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Fairleigh Dickinson是一所经全面认证的私立大学，校区分布在大
都会纽约市地区、新泽西州中部、加拿大温哥华以及英国罗克斯
顿。FDU创立于1942年，向12,000多名学生提供超过100个本科和研
究生学位课程。FDU在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开放门户”（Open 
Doors）评比中排名同类院校第22名，容纳了全美最大的国际学生群
体之一，共计1,500名国际学生，来自85个国家。
受欢迎的专业包括： 商业和MBA课程（经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认证）、财会、工程、化学/药物化学、通讯、经济、多语言教育
(TESOL）、心理学、公共管理和电影/动画。
FDU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国本科商业和工程课程评比中跻
身最佳之列。Silberman College of Business被《普林斯顿评论》
评为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ELS在FDU的大都会校区提供强化英语课程。为所有的本科生和各
种不同的研究生专业（包括MBA）提供有条件入学。提供国际奖学
金、带薪实习和校内住宿。

www.erau.edu/international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航空、航天和更多领域的领导者

世界航空和航天教育的领导者，为那些想要实现梦想并渴望创造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学生提供80多个学位课程。Embry-Riddle
是来自125个国家的多样化学生群体的家园，拥有世界知名的教
授和最先进的教学楼、实验室、教室和在线课程，提供一个丰
富的学习体验。您会获得一个以最前沿的体验为导向的教育，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提供更多。
研究领域：应用科学、航空、商业、电脑与技术、工程、安防
与智能、空间
还提供强化英语课程。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电话: 1.386.226.6115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admissions@erau.edu 

区域:多个地点/佛罗里达州
公立或私立学校：私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5000
学生总数：6800 
学校规模：小型

住宿选择：宿舍
就读费用：每年 $42,294
最佳课程：航空/航天工程
  航空科学/专业飞行员
  航空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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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BA PROGRAMS
MBA 预科课程

在当今国际商界，
美国的 MBA 受
到高度肯定和

重视。领先的美国商业手
段与技术继续对全球商业
拥有巨大影响力。在美攻
读  MBA 堪称明智选择，
这是您实现职业成长与发
展的第一步。拥有  MBA 
学位，您将得到新的职业
机会，包括职务晋升和加
薪。 

然而，大多数雇主一
致认为光有  MBA 学位是
不够的；在作出聘用决定
时，雇主也会考虑您此前
的经验和潜力。 
因此，如果您渴望在当今
竞争激烈的商界拥有成功
的职业生涯，就应该充分
利用自己的  MBA 课程。

MBA 预科课程是帮助
您为顺利攻读  MBA 课程
做好准备的绝佳方式。
首先，您可以提高您在托
福考试的英语熟练度以及 
GMAT 考试的表现。更重
要的是，您可以在  MBA 
课程中培养宝贵的商业、
学术和文化技能。 MBA 
预科课程将通过为您提供
最新、最精确的知识，帮
助您有效地构建这些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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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Wyoming Community College

https://www.westernwyoming.edu/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Western Wyoming Community College是在美国排名第七的社区学
院！Western位于怀俄明州岩泉（Rock Springs），靠近世界闻名的国家公
园和主要的美国城市，如盐湖城（Salt Lake City）和丹佛（Denver）。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来到Western学习英语、取得他们的大学学位并体验美国
西部（American West）的生活！ 

 Western为国际学生提供诸多优势，包括：    

• 平实的费用：$15000/年，包括学费、杂费、书本、膳食和住宿
• 与多所大学签署 2 + 2 协议
• 小班授课
• 为国际学生开设暑期班（Summer Institute）课程
• 奖学金
• 活跃的校园生活，其中包括组织许多活动和节目的国际学生俱乐部
（International Club）。
     
在Western，您将会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国际交流的生活体验并建
立终身受用的友谊！请联系我们的招生办公室（Admissions Office），即
刻开始申请！

2500 College Drive/PO Box 428
Rock Springs, WY 82902

电子邮件: admissions@wwcc.wy.edu
电话: (307) 382-1648

环境:  乡村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40
学校的学生人数:  3500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宿舍楼
就读费用: 每年 6384美元
最佳课程:  
•  商科/ 商业/会计课程
•  生物学/医学预科
•  表演艺术（戏剧、舞蹈、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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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预科课程
有四大不同的重
要之处
1/ 课程长度 
根据学校和课程重点的
不同，课程长度从数周
到一整年不等。

2/ 课程内容

有些课程以备考 GMAT 
和托福为主。其他课程
则注重培养演示表达、
写作、沟通以及商务和
文化内容等方面的技
能。理想的课程将兼顾
备考和技能培养。此类
课程将确保学生为应考 
GMAT 和托福做好充分
准备，并提供顺利完成
今日美国 MBA 课程所需
的技能。

3/ 服务

课程提供一系列服务。
服务可能包括咨询、大
学申请和住宿协助。

4/ 技术

技术能力在当今商业
环境中至关重要。有
些 MBA 预科课程提供
计算机设施和课程，以
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
此外，对于国际学生来
说，在计算机上实际进
行 GMAT 和托福练习，
也是一大优势，能够为
这些计算机化考试做好
更充分的准备。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东华盛顿大学
最有效的学习方

法是融入环境，而环境从来不是
一成不变的。虽然教授们可能会
提前制定一周的教学方案，但在
真正上课时，任何一个问题或想
法都可能会引起班级讨论，从而
涵蓋新的内容。

对一个正在学习英语的学生来
说，这样的学习环境可能让人无
所适从。学习环境在不断变化，
经常会引入新的词汇和交流方
式。

在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我们就为英语语言
学生设计了以环境为重心的 MBA 
预科课程。英语语言课程设立于 
1997 年，与标准的 MBA 预科
课程有机结合。学生同时学习两
门先修商业课和一门英语语言支
持课。

该课程引人入胜之处是课程
主管们精心设计，以确保英语课
程以内容为本，并且不断更新。
英语语言支持导师会与学生一起
参加商业课并完成同样的阅读要
求！英语课程的讲师们根据学生
该周商科课程中所讨论的内容，
来制定一周的教学计划。“通过
这个准备课程，我可以按部就班
地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状态，
从而更好地、更有自信地参加 
MBA 课程的学习，”后来继续
完成 MBA 课程学习的预科课程
毕业生 Kiyoshi Sakai 说道。

Susquehanna 
University
Susquehanna 
University是
宾夕法尼亚州中

部首屈一指的文理科大学，其
商科专业堪称是世界上少数几
个可以取得AACSB认证的本科
商业课程之一。Susquehanna 
University的Sigmund Weis商
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
伍、一套严谨的课程设计，以及
持续的评估和改进过程。

无论是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
真实世界体验，参加商业计划竞
赛，享用配备Bloomberg终端的
投资实验室，以及参观纽约市、
费城和华盛顿特区的企业和非盈
利组织，学生均能从中受益。

Bloomberg计算机终端让学
生获得使用真实世界的工具的体
验，这是大多数其他院校中的商
业本科生不会得到的体验。这些
体验使Susquehanna的毕业生
在走出大学校门初次求职的竞争
中独具优势。 

此外，90%的Susquehanna
学生会在就读期间获取一个专
业的实践经验，如实习或研
究。Susquehanna的全球校友
网络共有1.8万名成员，他们为
学生们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专业机
会。事实上，在国际知名公司任
职的校友会定期返校访问，为学
生的演示评分，作为客座讲师发
表讲话，并寻找未来的实习生乃
至员工。

通过在Susquehanna的课程
设计的架构并结合现实世界中的
项目和实习，学生可以在毕业
后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或攻读 
MBA。Sigmund Weis商学院的
学生可以获得领导经验、有效的
沟通技巧和团队合作的机会 – 这
些都是入读MBA 所需的重要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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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usqu.edu

Susquehanna University

让自己沉浸在美国的体验中！

• 商业课程获得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资格认证
• 成绩优异奖学金
• 有条件录取
•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 跻身全国前列的文科和理科专业
• 96%的毕业生在毕业后6个月内觅得工作或继续深造
• 90%的学生完成实习或其他工作历练
• 78%的学生在海外留学
• 通往各主要的东岸城市
• 美丽的校园和风光绮丽的宾夕法尼亚州周边地区  

514 University Avenue  
Selinsgrove, PA 17870, USA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susqu.edu

环境: 美国东岸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大学
学生总数: 2,200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 每年$43,160
最佳课程:
 • 商科
 • 神经学
 • 计算机科学

http://global.ewu.edu/studyusa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 无需托福成绩即可入学

• 有条件被本科课程录取

• 研究生院预科和ESL课程 - 每学季$3,850

• 安全、友善的环境

103 Hargreaves Hall, Cheney, WA 99004  USA
电话：509-359-2331

环境：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大学和英语强化课程
国际学生人数： 600 +
学校总人数： 13,000
学校规模：中型

住宿选择：宿舍楼
就读费用：$36,000（每年总费用），包括学

费、食宿费（2015-2016学年）
顶尖课程： • 商务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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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一名正在寻找 MBA 课
程的国际学生或专业人士，
应考虑赴美。美国 MBA 课

程通过卓越的教育、多元化的专业课
程、无可匹敌的人际网络机会和资
源，为学生在商业世界提供领先优
势，因而享誉全球。

美国境内的 MBA 课程超过一千
种，选择繁多，几乎各种需求都能得
到满足—从专业学位到面向国际学生
开设的特色课程，应有尽有。

多元化的 MBA 课程
数以千计的国际学生就读美国 MBA 
课程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多元化的选择
以及专业领域。商科研究生以选择金
融、会计、创业学、营销、商业管
理、供应链管理、全球商业以及其他
许多专业作为硕士学位的主修领域。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市场，而这个市
场正在不断地成长。在一个商业领域
中拥有创新的知识和专业将能够迎合
经济需求并使您在职场中占有更大的
竞争优势。此外，拥有美国的 MBA 学
位将代表您具备国际的知识及经验。

无论学位注重的专业领域为何，
大多数美国商学院课程都会对您提供
一般商业管理原则的训练。这些原则
囊括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营销
学、伦理学及统计学。

化理论为实践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在每一个层面上各
不相同。基本原则和理论是必授课
程，然而唯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运用
自如。美国的 MBA 课程强烈地反映出
这种教学理念。您将检视真实个案研
究以及商业情境以制定策略、业务计
划、预算等等。这些类型的作业将让
您对实际的商业状况有所准备，以实
用的知识加以应对。

“在物流管理课程中，我们讨论
福特公司、惠普、Ralph Lauren 等
等个案研究。我们假设我们是经理人
员，并分析问题、找出解决办法。我
们应用教科书中所学到的策略来解决
问题。这是很好的部份，”来自泰
国，就读于内华达州雷诺市Truckee 
Meadows Community College物流管
理的 Boonpa Ing-Anuraksakul 解释
道。

多数的 MBA 课程都将实习课列为
必修。实习是探索未来职业以及学以
致用的最佳机会。您去实习的公司都
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企业，您将会在一
个步调繁忙的环境里工作。他们将期
待您有专业的表现。

实习提供您一个实际的学习环境，

MBA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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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fiu.edu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FIU）的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ELI）
是一所设施齐全、先进的语言培训中心，隶属于本校的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自 1978 年
起，ELI 运用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最先进的教学设施，帮助来自超过 45 个国家近 20,000 
名国际学生和专业人士掌握了英语。

学术课程
• 所有教师均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 全时制学生就读于分为六个等级的英语强化课程
• 英语课程中，学生每周花 30 小时在课堂上学习语法、阅读、词汇、会话和写作。
• 大学衔接课程帮助学生做好迎接真实大学课程的准备。
• 提供在线课程。

更多服务
• 每周活动 • 校内住宿 • 学术指导
• 学生生活建议 • 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大学入学迎新活动

11200 SW 8th St., LC 204, Miami, Florida 33199 USA
电话：(305) 348-2222 • 传真：(305) 348-2959
电子邮件：eliinfo@fiu.edu

环境：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公立
类型：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200
学校的学生人数：49,000
课程规模：小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每学期/学季 $3,799
最佳课程：• 英语强化课程
 • 学术英语课程
 • 大学衔接课程

www.csuohio.edu/ielp

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
强化英语语言课程

• 完成 IELP 课程即可满足 CSU 入学申请的语言熟练度要求
• 每周 5 门课/23 个课时：阅读、语法、写作、听力/口语、词汇
• 4 个等级：初级、中级低阶、 

中级高阶和高级
• 除了授课指导外，还提供每月活动、 

学生服务（体育馆、电脑等等）、 
建议、新生环境指引以及分班测试

• 5 月至 8 月间提供特别课程

2605 Euclid Avenue, MM 209, Cleveland, OH 44115
电话: (216) 875-9669 传真: (216) 687-5299
电子邮件: esl@csuohio.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140
学校的学生人数:  17,000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 $5,220* 
最佳课程: • 工程
 • 工商管理
 • 教育
*学费、保险和其他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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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是建立人际网络的主要场所。人际网络是您事业上
最得力的资源之一。当您还是一名实习生的时候，善用机
会去认识现有的专业人员并且建立起关系。他们可能协助
您找到一份工作，也可能成为您未来的同事。

“在我的课程中，实习是必修科目。学校鼓励学生们在
毕业前将所学技能应用到课堂外并在现实世界撷取经验，
我相信这很有帮助。”来自韩国，就读于纽奥良Loyola 
University 管理及营销的 Heejoong Kim 如是说。

实习工作不仅提供您一份宝贵的经验，您也会发现将一
家声誉卓著的美国公司列名在您的履历中，其价值将是不
可估计的。

“当我毕业获得 MBA 学位时，我将会在一个十分全球
化的就业市场中竞争。我相信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士交流
的经验将会让我在专业领域中占有优势，”Juri Adrianto 
说。他来自印度尼西亚，是新泽西州蒂内克市 (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信息系统的 MBA 学生。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地理位置邻近纽约的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提供以全球

商务为专业重点的一年制 MBA 快速
课程，由于着重于多国员工管理和全
球市场拓展，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前往学习。该课程已达到最高标准，
获得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的认证。MBA课
程的特色在于其课程纲要涵盖模式典
范、理论、概念以及成功企业所采用
而得以在全球经济架构中获得竞争优
势的实践经验。藉由筹划完善的企业
参访及 10 天的海外商旅，让学生可以
在实践中获得对概念的印证。

University  
of Arkansas
供应链管理是全球范
围内增长最快的商务
专业之一。University 
of Arkansas的Sam M. 

Walton College of Business创立了供
应链管理系，MBA学生可在此专修这
一大受欢迎的职业。

实际上，由于该领域迅速扩大的全
球就业市场和享有国际声誉的教师，
大多数MBA课程的国际学生选择专修
供应链专业。MBA供应链管理专业的
主修学习科目包括建模、预测、交通
战略和全球物流。MBA课程还允许学
生以专题讲座（如谈判技巧、人际网
络建立、无线射频识别 (RFID) 技术和 
Advanced Access 等) 定制课程。

学生将在履历写作、面试技巧、工

资谈判和如何打造最佳第一印象方面
得到一对一的个人辅导。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是世界航空

航天教育的领导者，我校的航空管理
MBA（MBA-AM）课程向学生传授全
球航空/航天产业所需的业务、管理和
财务技能。MBA-AM 课程由位于佛罗
里达州Daytona Beach（代托纳海滩）
校区的商学院提供，学生们通过学习
可以了解航空/航天公司的运营和商业
需求。

航空金融理学硕士 (MSAF) 专注
于航空和航天工业的独特需求：资本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New Jersey

筹措、财务规划、重要基础设施资金
提供，以及飞机购置和飞行机队的更
新。教师们与业界领袖及政府官员
（其中许多为校友）携手合作，架构
出航空管理 MBA 以及航空金融硕士课
程的课程纲要。

毕业校友的受聘遍及航空业，例
如波音（Boeing）、Airbus（空中巴
士）以及劳斯莱斯（Rolls-Royce）等
飞机制造公司；达美（Delta）、联合
（United）、阿提哈德（Etihad）、捷
特（Jet Airways）以及韩航（Korean 
Airlines）等航空公司；以及亚特兰
大、纽约、新加坡、香港和阿布扎比
等城市的机场。校友们经常返校分享
最新的信息以及国际航空运输业的需
求，并提供在航空公司、机场、咨商
公司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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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Dominion University

www.odu.edu/esl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English Language Center（ELC）位于Old Dominion University
的主校区，是坐落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Norfolk）的一所顶级博
士研究型大学。ELC地理位置优越，距离弗吉尼亚海滩仅数分钟路
程，至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等主要都市也只需几个小时的车程。

为何选择在Old Dominion University就读ELC的5个理由：

1. 强化英语课程帮助初级班到高级班的学生达到他们的个人、
学术和职业目标

2. 课程由经验丰富以及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授，班级规模极小
3. 大学部和研究生院课程的有条件录取
4. Monarch 英语过渡 (MET) 课程为ELC学生提供符合Old 

Dominion University大部分学术课程英语熟练度要求的一
条通途，无需通过托福或雅思考试

5. 会话伙伴计划 - 你将会与美国学生配对，练习英语！
 

1108 Dragas Hall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Norfolk, Virginia 23529

ELC@ODU.EDU

区域：东部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100–150
学生总数:  24,000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  每年 8,800
最佳课程: 
 • 强化英语
 • Monarch 英语过渡 (MET)
 • 会话伙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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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领域

电气工程：结合了机器人学、模
拟和实时系统等领域的最佳工程
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将先进科技与软
件、编程语言、制图、操作系统
和用户界面融为一体。

信息科技（IT）：安装、配置软
件与硬件、数据管理、网络、工
程计算机硬件、数据库与软件设
计、整个系统的管理等。

软件开发：编写业务应用程序，
指导计算机执行一系列任务。这
包括期望输出分析、信息流和代
码的编写与测试。

网站开发：利用标准网络协议，
开发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这通
常包括 IT 与软件开发人员技能
的结合，以及设计实用用户界面
的能力。

STUDYING TECHNOLOGY  
AT A U.S. UNIVERSITY

科技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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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lobal.vcu.edu/elp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学习英语。在美国就读大学。   

912 W. Grace St., 3rd Floor, Richmond, VA 23284 
电话: +1 (804) 828-2551
电子邮件：geo-elp@vcu.edu

区域：美国东南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课程的学生人数: 300
学生总数: 30,000
环境: 城市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家庭寄宿、 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 $4,400（16周一期）
最佳课程：
艺术学院（公立院校中排行第一） 
药学院（全国排名第17） 
社工学院（全国排名第22）  

无论您的英语语言目标是什么，VCU英语语言课程都可以帮助您达到
这些目标。通过我们全面获得认可的课程，您可以提高妳的发音、语法
和词汇，并加强您的学业能力。
我们提供：   
• 有条件录取；无需iBT或IELTS成绩
• 授课级别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 课程分别以8周、12周和16周为一期  
• 学术预备

• 语言练习
• 小班制教学
• 定制课程
• 课业辅导中心 

 
您完成VCU英语语言课程后，将会拥有更好的交流能力、丰富的跨文
化体验以并建立宝贵的友谊关系。随着您开始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我们
也会提供支持。  

www.laguardia.edu/TELC/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成立于1971年，是向公众敞开高等教育大门的一
个大胆尝试，直到今天我们一直发扬这个传统并引以为豪。LaGuardia为学生提供50
多种学位、证书和继续教育课程，成为一个激励学生实现梦想的地方。LaGuardia
的学生们在毕业后由于家庭收入会增加17％，因此生活将会发生转变，同时他们转入
四年制大学的人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作为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一部
分，LaGuardia在为资源不足的学生提供教育方面勇于打破传统模式并取得了成功，
堪称是社区学院中全国公认的领导者。

English Language Center（TELC）是LaGuardia的成人和继续教育部的一部分，也
是纽约市最大的英语语言课程。自1971年以来，我们已经为来自80多个国家的27.5万
名学生提供了服务。

29-10 Thomson Avenue, Room C354,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电话: 718-482-5360
电子邮件: english@lagcc.cuny.edu 

地理位置: 美国东岸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 社区学院
课程的学生人数: 4,000
学生总数: 84,000
环境: 城市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季$1400 - $1700
最佳课程: 上午强化课程
 下午强化课程 
 托福考试准备

• 专业教师 
• 国际声誉
• 经济实惠，交通便利 

• 获得技术支持的教学 
• 学业和移民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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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电气工程师推
出全球首款移动电话时，他们绝想像不
到我们今天的世界。现在，移动电话具

有移动支付系统和视频会议等功能，而所有这些
功能在人们衣袋中的多核处理器上运行。

而今，经济已经演变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市场，
在这一市场上，创意取代了基本商品，成为发展
动力。科技进步继续改变着全球人们的生活方
式，而企业主则希图将其资本化。接受过技术培
养、同时又具备一定程度创新能力的个人十分抢
手。

据美国劳工部 (U.S. Department of Labor) 统
计，对信息科技的依赖和维护系统与网络安全的
日益重要将成为促进就业成长的要素。为了满
足高科技岗位的需求，企业主正千方百计寻找受
过良好教育、了解科技最新发展动向的高素质人
才。

当今的学生将决定科技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

美国的科技教育
美国高等院校可提供门类更丰富的课程，以安
全、用户界面设计和地理空间技术等专业领域为
主。课程兼顾理论与实践培训。

科技教育的新趋势乃是提升“软技能”。软技
能是指能够在专业背景下发挥作用的人际交往能
力。这包括口头和书面沟通技能、项目管理和团
队工作。一旦具备这些技能，您将成为更积极的
员工，从而提高成功机率。

应看重课程中的哪些元素
一门课程的纲要必须要反映科技的最新动态。因
此，大学或学院必须致力于课程更新，使之更切
合现实需求。如果将重点放在某个特定平台上，
花了一年时间，结果读到一篇宣布该平台行将就
木的新闻稿，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院校还应提供学习您感兴趣领域所需的设备。
例如，如果在一所不提供实践培训所需设备的院
校里学习网络工程，就毫无意义。

攻读某些专业学位课程的学生还可能可以使用
高端的工业工具与设备。有机会使用自己曾看过
相关信息却买不起的设备，没有比这更让人心动
的了。除现代化设备外，网络连接速度也同样重
要。分布式计算机运作已很常见，因此，快速连
接应相当重要。美国许多高等院校甚至提供千兆
互联网连接。这让学生们能够摆脱有限网络连接
的限制，为网络沟通开发富于创意的新用途。

寻找聘用具有行业经验的教师的院校。在编制
未来课程纲要时，征询科技专业人的意见，这一
点也很重要。定期接触周边社区并与之开展合作
的院校将首先得知新兴科技。

学位与证书
一旦拥有应用科学的证书或副学士学位，您就有
资格从事科技领域的许多职业。您可在技术学
院、社区学院、私立专业培训学校和营利性培训
公司获得这些学位。此外，如您对科技领域的管
理、研究或信息安全职位感兴趣，还可继续攻读
学士或硕士学位。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计算机科学系
注重教授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分析和使
用。作为一门学科，它并不是只专注于一种技
术、编程语言或计算机体系结构。相反，它旨
在让学生掌握一些可以在许多环境中应用的基

本概念，从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计算机科学课程提供一个本科专业（进而获得理学和文科

学士学位），一个本科副学士和研究生专业课程（进而获得理
学研究生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该系所提供的课程涵盖了计
算机科学的所有主要领域，为学位课程提供了支持。  

学生群体的丰富多元化增进了课程的质量，提供了补充研
究、教学和服务的多样性观点，同时推进了知识的前沿领域。
教师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和经历，这反映了整个社区的总体状
况。通过培训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下一代领导者和学者，我们
推动各种机会，其普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伊利诺伊州。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 理学院计算机科学
系所提供的课程使毕业生做好在电脑行业任职，以及进行高层
次学习和研究的准备。

与计算机科学相关的工作（如软件工程）历年来都跻
身《财金杂志》（Money magazine）最佳职位排名的前
列。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的毕业生在所有地区受
雇于各行各类的雇主，从事计算机科学的工作。我们的
许多毕业生都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受雇于享有盛誉的公
司，如Boeing（波音）、Caterpillar（卡特彼勒）、SBC 
Communications（SBC通讯）、Dell（戴尔）、Google（谷
歌）、Ebay、Microsoft（微软）、State Farm和雅虎。毕业
生们受聘担任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员、程序员和系统管理员
等职位。 

数字媒体
无论您在哪里，数字媒体在市场上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都越来越重要。随着外包的日益发展，您可从任何地方为知名跨国
公司工作。

数字媒体工作者行情看涨
亟需的职业技能包括数字视频、动画、音频、网站设计、平面设
计、视频与交互式多媒体等等。数字工作者可在新兴与传统营销通
信与培训领域从事咨询、教育、艺术与媒体等工作。

那么，如果数字媒体是您的理想职业选择，您要从哪里起步呢？
到美国学习数字媒体艺术是理想之选。您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最先进
的科技，师从屡获大奖的教师，并获得相关领域实际操作的经验。

学生学会课堂以外的知识
在许多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可取得电视制作、广播新闻、电视脚本
撰写、平面设计、3D 动画/建模、数字音乐制作和数字媒体艺术的
副学士学位和职业资格证。

数字音乐制作证书课程可就多种计算机辅助数字音频制作方式提
供指导，包括排序、数字录制、录制工作室技术、混音和同步至视
频等。该课程还包括音乐商务以及网络音频设计科技。

修完副学士学位后，学生即可转至四年制大学或专业艺术院校继
续深造。副学士学位还提供各种不同领域的就职机会：广告代理、
印刷业务、设计工作室、网站制作、自由设计师或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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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io University

www.ohio.edu/opie

Ohio Program of Intensive English 
OPIE（Ohio Program of Intensive English）位于Ohio University 
的校区内，是美国领先的英语语言课程之一。

历史
•  OPIE自1967起开始提供课程，是俄亥俄州最古老的大学英语语

言课程。
•  Ohio University（俄亥俄大学）创立于1804年，是一所具有历史

价值的综合公立大学，拥有提供卓越教育的悠久传统。
学术课程
•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这里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为学术研究做

准备并且了解美国文化。
•  Ohio University提供超过250个学士学位课程、188个硕士学位

课程以及58个博士学位课程，并深以学术课程（包括商业、工程
和传播等）为豪。

• Ohio University的College of Business（商学院）位列Best 
Undergraduate Public Business School（最佳本科公立商学
院）第15名 - 《彭博商业周刊》 

地理位置
•  OHIO位于俄亥俄州雅典市，坐落在树木繁茂的美丽山丘中，是

一个拥有约24000名在校生的友善校园，为学生提供一个祥和、
安全的环境。

•  俄亥俄州雅典地理位置适中，距离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和纽约市
仅需短途飞机航程或一天车程。  

155 Gordy Hall, Athens, OH 45701 
电子邮件 : opie@ohio.edu

电话: (740) 593-4575

区域：中西部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大学
课程人数：189
全校人数：23306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 $7,781.00
最佳课程:
• 传播
• 工程
• 商科



作者： Mike Wolterbeek

EXPLORING SCIENCE PROGRAMS IN THE USA
探索美国的理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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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地前来美国学习——
前来学习理科——的学生远
比以往来得多。当学生们来

到美国学习理科课程时，他们获得所
学学科的前沿信息，通过研究吸收最
新的知识。

他们还可以从多样化和众多的领域
中选择研究方向。

在美国，理科包括了培养化学家、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神经学家、遗
传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水文
学者、地震学家、气候学家、海洋学
家及护士所开设的课程 - 这里所列出
仅仅是数以千计的研究领域中的一部
分。学生们会发现结合不同科目而定
制出的一套跨学科课程正呈日益增长
之势。

“在美国，处在当今科学最前沿
的教授们也会在课堂中从事教学，”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UNR]) 理学院院长 
Jeff Thompson 表示。几乎在每门理
科学科中，UNR 均位列全国最佳大学
的顶级行列。

“学生们在从事[研究]的院校远
比在未开展研究的院校里可以掌握更
多的知识，在后者任教的教授们因初
为教授而可能尚未在其领域里有所涉
猎。”

一般情况下，学生可能会在美国大
学课程中发现一个更趋加成熟的研究
综合体。其他国家也许有相当严格的
学术体系，但其科研设备的种类、资
源和设备运行的基础设施可能有限。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教授
和研究实验室，使得前来美国学习
的国际学生们受益匪浅，”国际教
育学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院长 Allan Goodman 说
道。

在美国的国际学生能够接触和掌握
丰富的技术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他们今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回国后
在科学方面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根
据布鲁金学会 (Brooking Institution) 
在 2013 年 6 月所做的研究，在如今
所有工作中，20% 的职位需要应聘者
具有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 (STEM) 
方面背景。

Francisco Suarez Poch 从智利来
到美国，在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享有盛名的水文科学专业学习跨
学科水文课程。

“对我来说，美国是世界科研的中
心，所以这里也是获得良好教育的首
选之地。”Poch 说。

“在美国学习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
以接触到许多在相关领域从事研究的

上，他向与会者展示了他在太阳能池
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

像 Francisco 这样的故事并不少
见。

在美国各地参与高水平研究的
理科生即使不是数以千计，也有
数以百计。那些容纳大多数国际
学生的大学同时也是顶尖的研究

学府，如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所接纳的国
际学生人数居首，再比如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俄亥俄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和纽约州立大学
水牛城分校 (SUNY University at 
Buffalo) 均位居前 20 所接纳国际学生
人数最多的大学之列。

“物理与化学课程对于国际学生
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研究生，同
时也包括本科生，”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物理系教授 Roberto 
Mancini 说。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总是能看到
本科生的身影，实验室的工作为他
们提供了通往研究生课程和高级培
训的通途。”

Mancini 在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所属的内华达州太瓦
厂房 (Nevada Terawatt Facility) 从
事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的研究，该校
配备了供大学使用的全美最强大的两
个脉冲发电机之一，即 2 兆瓦斑马
加速器。他正在研究超高温和非平衡
等离子体以模仿黑洞周围吸积盘中
的物质的状况。他通过博士课程对
国际学生进行指导，其中部分学生
现任职于著名的实验室，如美国的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Los Alamos 
Laboratory)。他还采用互动、实时
的网络教室对位于日本、德国等地的
学生教授有关等离子光谱仪的最新发
展。

最近，一名来自匈牙利的学生完
成了他在内华达州太瓦厂房的学习和
工作，并在毕业后返回了匈牙利。
他很快就作为一名科学家加入了新
的极端光基础设施 (Extreme Light 
Infrastructure)，这是一个激光研究
机构，有着全世界最尖端的激光研究
设施。

国际学生不仅可以在美国获得极
好的研究机会，他们还得以从不同的
视角来看待事物。在这里学生可以有
不同的气候可以研究，有不同的动物
和植物可以研究，并且拥有开阔的视
野，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实验室中实践
不同的科学方法。例如，地球科学家
有机会研究不同的土壤类型、生态系

团队，使你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反馈。
而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或欧洲，有时候
这是难以做到的，”Poch 指出。在
美国生活和学习也让他有机会可以结
识许多朋友并从事学习以外的各种活
动。

在智利取得本科学位之后，他来到
美国攻读水文专业的博士学位。在那
之后，他回到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
天主教大学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在水利和环境
工程系担任助理教授一职，从事教学
工作。

在美国求学期间，他与他的研究
教授合作，开发了一个太阳能池式膜
蒸馏脱盐工艺，使受水位过低和高盐
影响而濒危的湖泊得到清洁。在来自
世界各地 1.6 万名地球物理学家出席
的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AGU) 秋季年会

/student tip
“我将努力学习以获得生物

科学领域，更具体地说是

在癌症治疗领域的博士学

位。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

育体验给了我在这个领域深

入发展的一个极好机会，罗格斯

大学(Rutgers) 出色的教师让我

更多地了解了分子生物学和免

疫学。” 
海伦娜•弗洛雷•斯梅洛
来自于南大河洲联邦大学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
目前在罗格斯新泽西州立
大学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从
事生物科学的初级研究。

“我打算成为一名果树栽

培学、植物遗传育种的专

家。这里的课程使我能够

了解另一种文化，提高英

语水平并拓展了我的全球视

野。” 
Henrique Uliana Trentin 
来自于南大河洲联邦大学
(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Grande do Sul)，目前
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从事农艺学
的高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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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独特的地理特征。
“学生们在决定应在美国哪

里就读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
因素是独立思考是否会受到鼓
励，”Thompson 说。

“在美国衡量成功的一个指标
是学生是否能够独立思考、分析
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由教
授提出某个问题作为一套事实来
引导学生。美国所擅长的是进行
开放思想的教育，我们教导学生
思考，并将侧重点放在让他们学
会独立思考。”

也许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天
体物理学家和作家 Carl Sagan 
对此作出了最佳阐述，“科学是
一种思维的方式，其意义远远超
过了知识的主体本身。”

作为国际学生的学术指导老
师，Jim Carr 对来自各国的学生
的才干有着深刻的印象：

“这些学生都受过非常良好
的教育；他们非常聪明，是他
们所在班级中的佼佼者（成绩
全优）。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在他
们所感兴趣的领域里汲取最新知
识，即使学生来美国接受到的是
与他们国内相类似的教育，他们
也会寻找扩大他们的视野以及与
其他学生互动的机会，以便在接
受教育的同时了解一个新的文
化。对于理科生而言，他们可以
学习到新的研究技术，学习如何
使用他们学科领域内最新的技术
和工具，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
的观点和方法。”

来美国学习的学生可以获得接
触第一流的研究人员的优势，还
会感受到对科学充满好奇心及发
掘和大胆追求新知识的文化。

Mike Wolterbeek 是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的公共事务交流官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第一眼看上去，谁也不
会想到黄石公园野狼

项目 (Yellowstone Wolf Project) 的
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 Doug Smith 与 
Goldcorp 矿业公司的前任总裁暨一
间新创建的从事内华达州太浩湖资源 
(Tahoe Resources) 开发的矿业公司
的所有人 Kevin McArthur 之间会有
什么共同点。

但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共同点。
他们都是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理学院的毕业生，而且他们都
是成功的商界领袖。他们完成了从学
术界到商界的有效过渡，尽管他们的
侧重点是迥异的。

作为理学院的院长，Jeff 
Thompson 在目睹商科和理科结合起
来在企业界所发挥的作用后，不断地
获得启发。他希望当今的理科学生能
够充分理解，在商界中，拥有一个理
科基础有助于使他们的职业获得交叉
发展的机会。

“大多数从我们理学院毕业的学
生在营利性机构中就职，”院长 Jeff 
Thompson 说。

“我们在学术上训练他们取得了很
大成绩，同时我们也注重指导学生如
何在商界取得成功。我们与其他许多
院校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侧重于对学
生的训练，使他们通过研究进行独立
思考（这同时包括了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水平），与在其研究领域中作为佼
佼者的教授一同工作。”

Thompson 提到了成功驰骋商界的
许多理学院的校友的例子：

  Opal Adams 成功地从一名拥
有地质学学位的毕业生转变为 
Enviroscientists, Inc. 的副总裁
  Bill Honjas 和 Satish 
Pullammanappallil 在 1997 年创立
了地震数据处理软件公司 Optim，
并将其扩建成一家成功的国际地热
勘探公司
  Alan Krause 是麦凯矿业学校 
(Mackay School of Mines) 的毕业
生，现已成为负责大型新巴拿马运河
建设的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理学院提供 18 个不同专业的 50 
多个学位，其中包括从大气科学到生
物学、化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
学、数学、神经科学和物理学的各个
专业。该学院以麦凯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 (Mackay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所提
供的课程，以及学院所属的 Nevada 
Terawatt Facility 在高密度能量的等
离子体方面的研究著称于世，目前学
院正在积极探索在神经科学方面取得
成功的途径。该课程还有助于学生们
成功地进入医学院。大量最先进的实
验室为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提供支持。
学院可授予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

理学院拥有大量的科研创业项目 - 
教师团队每年可吸引超过 2600 万美
元的校外科研经费。卡内基教学促进
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将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归类为
一所开展大量研究活动、拥有博士生
授予权的综合大学。

其中一些研究中心包括：
  变革性环境监测项目中心 
(Center for Transformativ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rograms) 
  地热资源巨大盆地研究中心 (Great 
Basin Center for Geothermal 
Energy) 
  内华达州矿业和地质局 (Nevada 
Bureau of Mines and Geology) 
  内华达州地震实验室 (Nevada 
Seismological Laboratory) 
  内华达州太瓦厂房 (Nevada 
Terawatt Facility) 

理学院化学共享仪器仪表实验
室部 (Colleges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Shared Instrumentation 
Laboratory) 是一个供全校免费利用
的资源，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这里的
实验室设备以及定制研究工具、计算
设施和工作区。

除了这些实验室以外，内华达州
北部地区的高沙漠环境和多种多样
的地质属性，如内华达山脉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太浩湖 (Lake 
Tahoe) 和其他许多河流和高海拔湖
泊，使实地调研成为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 课程的一个重要部
分。

ELS,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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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tc.edu/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t Chattanooga (UTC)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学生申请我校，因为国际学生的到来可以扩展UTC所有学生以及
我校所在社区的教育价值观。UTC与许多区域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为我
们的学生提供体验式的学习环境，辅之以有魅力的ESL（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以及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的优秀教师学者。在UTC，我们在改
变生活和改造社区的一切工作中积极地追求卓越。我们让学生为明天
的挑战做好准备，与社区合作伙伴、教师和员工一同努力以找到真实
世界所需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关注点是我们做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将其
做好。你会发现永久镌刻在UTC校园建筑石上的箴言。Faciemus 是拉
丁语，意即“我们要实现目标”。这是指导我们一切行动的大胆承诺，
同时也让世界知道我们校园旨在展现的理想。

203 Hooper Hall, Dept 4755, 648 Oak Street 
Chattanooga, TN 37403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utc.edu

地理位置：美国南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学生总数: 11,000
环境: 城市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公寓
就读费用: 每年 $24,474
最佳课程: 营销和创业
 机械/电机工程
 计算机科学

www.uwest.edu

University of the West

西来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创立于1991年，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南部，是一所非盈利的私立综合性大学。由于成员来自30多个国家，西来
大学充分接受多元的文化和观点。此外，西来大学致力于通过授予 一系列
奖学金（最高达1万美元），以减轻学生经济上的压力，使得高等教育变得
并非遥不可及。 
提供的课程：

1409 Walnut Grove Avenue, Rosemead,  
CA 91770  电话: +1 (626) 571-8811 分机  375
电子邮件：info@uwest.edu

区域：美国西岸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大学
学生总数：358
学校规模：小型
住宿选择：宿舍大楼

就读费用：每学期 $8,411
 每年 $16,822 
最佳课程：工商管理
 宗教研究
 心理学

英语学习: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
 • 英语
 • 人文科学
 • 心理学 

西来大学经美国西部学校与学院协会（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WASC）认证。

硕士学位
 • 佛教布教师 
 • 工商管理
 • 心理学
 • 宗教研究

博士学位
 • 宗教研究
 • 佛教弘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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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THE FUTURE
以工程构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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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出“如何？”的问题
时，会产生许多独一无二
的答案。这把椅子如何支

撑我坐在上面？我可以用手机或在
因特网上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聊天，
这是如何做到的？我玻璃杯里的水
是如何变干净的？虽然这些问题中
的每个答案都是唯一的，但对所有
这些问题而言却都有一个简单的解
释：工程学。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您身在何
处，工程学的证据无处不在。今
天，工程师们正在针对一切事物
（从智能手机到解决世界上最严峻
的问题），开发解决方案并构建最
新型技术。技术的快速步伐和自然
资源的渐趋匮乏，使世界对于工程
师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
切。

学习工程学，舍“美”其谁。每
个学生攻读工程学位的动机可能不
尽相同。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渴望
拥有成功的、赚钱的职业。另一些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世界对更加有效、高
效的基础设施和环境

可持续发展正面临不断增长的需求，
土木工程领域将继续呈现比一般就业
市场更快的增长。在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土木工
程理学硕士（MS CIV）课程为学生提
供在该领域担任领导职位所必需的教
育和经验。毕业生为在其理想的领域
（包括行业和政府）开始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在Daytona Beach（代托纳海滩）
校区所提供的课程中，学生们可以选
择技术选修课使其学习体验定制化，
这些技术领域包括智能交通系统、结
构工程、可持续的结构、材料和岩土
工程或跨学科研究等专业。该课程鼓
励土木工程和与土木工程问题相关的
其他专项学科之间的跨界交流，并提
供有价值的教育体验。

在代托纳海滩校区, 有许多结构、
材料、交通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实验
室。令人瞩目的土木工程教师持续不
断参与由外部资金资助的跨学科研
究。目前，Brown博士正在研究恶劣

/student tip
“在巴西的化工领域中，说

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重

要的。学习如何与来自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也同样

是可取的。” 
Roberta Alves Medina,  来自 
Instituto Federal de Educação, 
Ciência e Tecnologia da Bahia,  
是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化学工程专业的低年级学生。

“这是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之一就读的独特机会。我

将能够与极其侧重技术和

创新的富有竞争力的教育系

统保持密切联系。” 
Raphael Lucas Vidotti，来自 
Centro Universitario da FEI,  
是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的高年级学生。

人则希望为社会带来进步和更美好

的未来。还有一些学生是因自己天

生对事物的运作原理充满好奇而被

吸引到这个领域的。

您的动机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但您在美国学习工程学的雄心却并

无二致。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国际

学生来到美国，攻读本科生、研究

生和博士工程学位。根据 2014/15 

年的《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共有 154,186 名

国际学生就读美国的工程学课程。

工程学是国际学生中最热门的研究

领域之一。

您可能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或渴望找到能在经济上有所成就的

职业而选择学习工程学，但不管何

种理由，要知道自己的才能社会需

求正旺，并且您有改变世界的能

力。

环境中的桥梁，而Chen博士正在研
究交通系统的安全问题。正由教师们
负责的其他激动人心的研究项目实例
包括Gurjar博士对使用矿物筛选物代
替PCC和自密实混凝土中天然砂的研
究。

MS CIV学位是一个30个学分的课

程，可以获得一个一般的土木工程学

位（有论文或非论文的选项）。 

通过获得这个土木工程高级学

位，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的毕业生可以在就业市场

上拥有突出的优势，这有助于他们加

快向管理职位晋升的节奏。

Embry-Riddle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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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AL  
ADMISSION  

为学业上和经济
上符合资格且需
要提高英语熟练
度的学生提供有

条件入学。

CONDTIONAL ADMISSION
有条件录取

作者: Jim Crawley

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选择在美国继续进修是一个

令人愉快的决定。当您开
始搜索合适的美国学校

时，可能会感到期待、兴奋、激励
和些许胆怯。

有些人可能确切知道自己想学的
科目，并且已有心仪的大学院校。
或者，有些人只是梦想着在美国的
大学课堂上课。

所以，当您读到一所学校对英
语语言的要求，并意识到自己的英
语水平达不到进入该校学习的标准
时，您可能会有挫败感。但您的学
业成绩和考试成绩满足学院或大学
的所有其他入学要求。您有足够的
财力可以到美国深造。您唯一的障
碍就是英语。这可能会导致您延迟
计划或放弃预期申请的学校。

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现在许多学校向满足所有其他入学
要求，但需要提高英语水平的国际
学生提供“有条件录取”。有条件
录取为有才华、有能力的国际学生
提供了一个进入大学课堂的途径。

第 1 步： 
申请一所大学的有条件录取
并非所有的大学和学院都提供有条
件录取，所以在申请入学前查明学
校是否提供这一选项很重要。通常
情况下，如果一所大学设有强化英
语课程，或与当地的私人强化英语
课程签有协议，学业成绩符合资格
的申请者便可被考虑予以有条件录
取。在此情况下，您应提交一整套
申请文件，包括除英语能力证明外
的所有必需原始文件。

该所大学将评估您的申请文件，
如果您的学业成绩合格，它可能会
给您寄一封有条件录取信。这意味
着，一旦您完成指定的强化英语
课程和/或拥有适当的考试成绩单
（托福或雅思），便可被该所大学
完全录取。

第 2 步： 
申请强化英语课程的入学
一旦获得有条件录取，您还需要申
请入读当地的强化英语课程。需提
交所有相应的申请表、费用及经济
支持证明。随后强化英语课程将
发放录取通知书和适当的移民表
格——通常为 I-20 表格。

第 3 步： 
获取学生签证
要申请学生签证，需向美国大使馆
或领事馆提交来自该强化英语课程
的入学文件，以及该所大学所发出
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虽然您的英
语能力可能有限，但重要的是能够
回答关于强化英语课程及为您提供
有条件录取之大学的基本问题。在
签证面试的过程中，一些颇有助益
的准备工作可能包括了解该大学及
英语课程的授课地点、您想学的专
业，以及能够简单陈述您入读该所
大学的原因等。虽然不能保证签证
面试成功，但如果您对自己的回答
感到越自然、越舒服，就越有可能
会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

第 4 步： 
确认、确认、确认！ 
当您开始强化英语课程的学习时，
便与对自己授予有条件录取的大学
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您想确
认录取条件，大学则想核实您是否
按时完成强化英语课程，以便及时
在有条件录取信上指明的学期开始
入读。

第 5 步： 
成功！您已经完成强化英语课程
并获得完全的大学录取。
一旦您完成强化英语课程，即可转
入该所大学。请记住，您的学生签
证也将得以转入。因此，转学之前
您可能需要提供经过更新的经济支
持证明。务必检查有条件录取信中
所述的任何其他文件。您必须满足
所有要求，方可获得全面入学的资
格。

最后的诀窍⋯
最后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强化英语
课程所提供的所有课程，无论教室
内外均讲英语。您在这段时间不仅
能够精通英语，也可以为在所选大
学学业有成做好准备。

Jim Crawley教育硕士是ELS 

Educational Services, Inc.的University 

Enrollment and Advising Services（高

校招生和咨询服务）总监，曾任NAFSA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Management 

Knowledge Community（NAFSA国际

招生管理知识共同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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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选择在美国继续进修是一个

令人愉快的决定。当您开
始搜索合适的美国学校

时，可能会感到期待、兴奋、激励
和些许胆怯。

有些人可能确切知道自己想学的
科目，并且已有心仪的大学院校。
或者，有些人只是梦想着在美国的
大学课堂上课。

所以，当您读到一所学校对英
语语言的要求，并意识到自己的英
语水平达不到进入该校学习的标准
时，您可能会有挫败感。但您的学
业成绩和考试成绩满足学院或大学
的所有其他入学要求。您有足够的
财力可以到美国深造。您唯一的障
碍就是英语。这可能会导致您延迟
计划或放弃预期申请的学校。

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现在许多学校向满足所有其他入学
要求，但需要提高英语水平的国际
学生提供“有条件录取”。有条件
录取为有才华、有能力的国际学生
提供了一个进入大学课堂的途径。

第 1 步： 
申请一所大学的有条件录取
并非所有的大学和学院都提供有条
件录取，所以在申请入学前查明学
校是否提供这一选项很重要。通常
情况下，如果一所大学设有强化英
语课程，或与当地的私人强化英语
课程签有协议，学业成绩符合资格
的申请者便可被考虑予以有条件录
取。在此情况下，您应提交一整套
申请文件，包括除英语能力证明外
的所有必需原始文件。

该所大学将评估您的申请文件，
如果您的学业成绩合格，它可能会
给您寄一封有条件录取信。这意味
着，一旦您完成指定的强化英语
课程和/或拥有适当的考试成绩单
（托福或雅思），便可被该所大学
完全录取。

第 2 步： 
申请强化英语课程的入学
一旦获得有条件录取，您还需要申
请入读当地的强化英语课程。需提
交所有相应的申请表、费用及经济
支持证明。随后强化英语课程将
发放录取通知书和适当的移民表
格——通常为 I-20 表格。

第 3 步： 
获取学生签证
要申请学生签证，需向美国大使馆
或领事馆提交来自该强化英语课程
的入学文件，以及该所大学所发出
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虽然您的英
语能力可能有限，但重要的是能够
回答关于强化英语课程及为您提供
有条件录取之大学的基本问题。在
签证面试的过程中，一些颇有助益
的准备工作可能包括了解该大学及
英语课程的授课地点、您想学的专
业，以及能够简单陈述您入读该所
大学的原因等。虽然不能保证签证
面试成功，但如果您对自己的回答
感到越自然、越舒服，就越有可能
会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

第 4 步： 
确认、确认、确认！ 
当您开始强化英语课程的学习时，
便与对自己授予有条件录取的大学
取得联系，这一点很重要。您想确
认录取条件，大学则想核实您是否
按时完成强化英语课程，以便及时
在有条件录取信上指明的学期开始
入读。

第 5 步： 
成功！您已经完成强化英语课程
并获得完全的大学录取。
一旦您完成强化英语课程，即可转
入该所大学。请记住，您的学生签
证也将得以转入。因此，转学之前
您可能需要提供经过更新的经济支
持证明。务必检查有条件录取信中
所述的任何其他文件。您必须满足
所有要求，方可获得全面入学的资
格。

最后的诀窍⋯
最后的建议是：充分利用强化英语
课程所提供的所有课程，无论教室
内外均讲英语。您在这段时间不仅
能够精通英语，也可以为在所选大
学学业有成做好准备。

Jim Crawley教育硕士是ELS 

Educational Services, Inc.的University 

Enrollment and Advising Services（高

校招生和咨询服务）总监，曾任NAFSA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Management 

Knowledge Community（NAFSA国际

招生管理知识共同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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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制定的托福考试从
阅读、写作、听力、口语四个方面
综合考量考生英语能力，是衡量
考生运用和理解英语能力的最佳方
法。

作为企业、技术、科学及全球教
育的语言，英语可以为熟练的沟通
者敞开大门。超过100个国家的人
使用英语，在他们当中，英语非母
语者的人数现在已超过了英语为母
语者，据估计，在任何给定时间都
有十亿学生在学习英语。

英语在世界各地不断扩大的作
用，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英语为非母
语的交流者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
留学，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日益
增多的英语授课的课程之一学习。
由于全球的英语用户数量不断增
长，让学生们展示其在下列所有四
个语言技能方面的熟练程度是非
常重要的：阅读、写作、听力和口
语。

当未来的雇主在对职位申请人
进行选择时，曾出国留学或在英语
授课的课程学习可以使学生脱颖而
出。获得国际化的视野是一个非常
宝贵的经验，使学生更具竞争优
势，这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并
扩大他们的同辈人际网络。一项研
究表明，曾在国外学习过的学生中
有97%在毕业12个月内找到工作，
相比之下，在所有大学毕业生中只
有49%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在学生开始填写申请并准备行
装之前，具备必要的语言技能以在
一个讲英语的课堂上进行沟通是非
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选择并进
行适当的英语语言评估对学生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TOEFL®考试测试了英语非母语
者使用和理解英语在大学课堂里
听、说、读、写英语的能力。如果
您想在一个使用英语的大学或课程
中学习，TOEFL考试可以打开通
往13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
和加拿大）9000多所大学、机构
和其他研究机构的大门。

TOEFL考试由ETS创制，将几
十年的经验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于
开发以支持教学为目的有效、可靠
和公平测试。它还提供了广泛的官

符合大学录取标准的托福测试英语语言技能

考试

各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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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 多

90%

参加托福考试的更多理由：  

通过托福 TOEFL® 考试， 
您可以拥有无限宽广的未来，
并且拥有更多选择。   
托福考试是全球最受青睐的英语考试——能帮
助您轻松进入您心目中的理想学府。

的托福考生
进入他们的首选或次选大学。

所大学、机构和其他院校

使用托福考试成绩协助他们做出录取决定。
无论您想到哪里就读，托福考试均可以帮助
您达成目标。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6 年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ETS、ETS 徽标、TOEFL和TOEFL IBT
是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的注册商标。33646

特别优惠
获得5次免费的TOEFL iBT®模拟测试！

浏览ets.org/toefl/studyusaoffer以了解更多详情。

数量有限，额满为止。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6 年版权所
有。保留所有权利。ETS、ETS 徽标、TOEFL和
TOEFL IBT是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的注册商标。33646



第 1 步：学习如何在TOEFL iBT®考试中获得高
分
在TOEFL iBT®中获得高分，可以让您取得几乎任何一所
美国学校的录取资格。如需实用的技巧，请浏览www.ets.
org/toefl/susa。您也可以到 YouTube®的TOEFL® TV 
Channel上找到一些有用视频，有些英语老师和像您一样的
学生在视频中提供了一些实用技巧。

第 2 步：考前模拟练习
TOEFL® Practice Online 提供TOEFL iBT真题和真实的
TOEFL iBT网考体验，涵盖全部四种语言技能（阅读、听
力、口语和写作）。模拟考试能让您了解自身水平，并即
时提供分数和反馈。立即在www.toeflgoanywhere.org/
toefl-practice上练习。

第 3 步：加强薄弱技巧
遵循The Official Guide to the TOEFL® Test中有的放矢
的练习题集（www.ets.org/toefl/guide/susa上提供电
子版和纸质版） 。之后再到TOEFL Practice Online网站
参加一次完整的模拟考，确保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
以信心百倍地迎接考试当天的到来。

第 4 步：考试当天善用应试技巧
认真理解各部分指示，避免无谓地浪费时间。只在绝对必要
的时候才通过 Help 重新阅读指示，因为在您使用 Help 功
能时并不停止计时。 

不要有压力或感到慌张。集中精神于当前看到的试题，
不要再回想之前可能已回答的问题。这是很有用的应试技
巧，可以帮助您加强注意力并且通过模拟考试来学会这一
点。 

避免在一道题目上花费过多时间。如果想了一会之后还
是不知道答案，使用排除法排尽可能排除错误答案，然后再
选择最正确的一个。 

切记掌握答题速度，确保有时间回答每一道题目。注意
每一个部分的时间限制，心里先有个大概的估算，不要到考
试最后匆促答题。

想要帮助您计划海外留学之旅的技巧吗？如果是的话，
请加入TOEFL®社交网页。您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
考生互相交流！所有的TOEFL社交网页都提供新闻、学习
技巧、有趣的数据及其他等等。www.toeflgoanywhere.
org/toefl-advice-from-other-students

即刻浏览 www.ets.org/toefl/susa！

TOEFL 
iBT®

（托福网考）
学习技巧

考题部分 题量 时间 分值

阅读  3–4 篇短文，  60-80  0-30
  每篇 12–14 道题  分钟

听力  4–6 篇短文， 60-90 0-30
 每篇 6 道题。 分钟
 2–3 段对话，
 每段 5 道题

中场休息   10 分钟 

口语  6 项任务：  20 分钟  0-30
  2 项独立任务和
  4 项综合任务

写作  1 项综合任务  20 分钟  0-30
  1 项独立任务  30 分钟

总计     0-120

方准备材料和资源，帮助学生为取得成功做好准备。 
通过TOEFL考试，您可以拥有无限宽广的出路，并

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习。如需更多关于TOEFL考试的
信息，请浏览 http://www.toeflgoanywhere.org/
。

* 资料来源：对263位美国大学的招生人员进行的调查中，有212
位对TOEFL®考试和IELTS™考试均表示认可，152位则表达首选倾

向。

©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6年版权所有。这是一则广

告。保留所有权利。ETS、ETS徽标、TOEFL和TOEFL IBT是教

育考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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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li.okstate.edu/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欢迎访问位处美国中心地带的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OSU）英语语言
学校（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简称ELI）！您找到强化学习英语的最佳
场所。

无论您是一名准大学生、一位商业人士，还是出于个人原因想要学习英语，我
们都可以提供帮助。

作为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的一个部门，英语语言学校已通过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美国中北部院校协会）的认证。此外，它还获得
Oklahoma State Reg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俄克拉荷马州高等教育评
议会）的核可，并是著名UCIEP课程联盟的成员，这些都归因于我校高质量课
程和优质教学。

我和ELI的教师们诚挚地邀请您就读于我们美丽的现代化校园。您将会得到热
情和专业指导，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真诚希望能有机会在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英语语言学校亲自欢迎您。 

307 Wes Watkins Center, Stillwater, OK 74078 
电话: 405-744-7519
电子邮件：osu-eli@okstate.edu

区域：中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90
学生总数: 26,000
环境: 小镇/大学城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公寓
就读费用: 每学期$3800
最佳课程: 工商管理/营销
 工程学
 生物科学与生物医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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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ollegeofthedesert.edu/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the Desert
Intensive English Academy

IEA 课程：
•	每周	30	个小时的授课	
•	3	个级别的教学
•	提供	8	周和	16	周的课程
•	8	周的暑期速成课程：	8	周时间	
完成	1	个级别

•	每年	5	个入学日期	

 授课地点：
•	坐落在美丽而闻名的加州棕榈泉	
度假区！

•	小镇的环境幽静，治安良好且充满乐
趣，是适合居住和学习的理想地方。

•	短途驱车即可到达洛杉矶、圣迭戈和
海滩！

•	 	位于	College	of	the	Desert（沙漠
学院）的社区学院校园中		

IEA 课程的优势：
•	物超所值，学费和生活费用经济实
惠。

•	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服务，本课程
的服务包括住房、咨询、课外活动和
大学转学协助

•	 	无需托福成绩即可进入	College	of	
the	Desert！完成第	3	级	IEA	课程即
可免托福成绩。		

区域：南加州
环境:	近郊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30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	$8250（16	周一期）



想到美国就读？ 
雅思可助你实现留学梦想！
IELTS雅思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是世界上最受青
睐，供高等教育和全球移民使用的高
标准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每年，数十
万希望赴美留学的学生报名参加雅思
考试，以便申请美国的大学院校。 

IELTS向国际教育和海外工作敞开
大门。雅思成绩为全球超过九千个机
构所接受，包括大学、雇主、移民主
管部门和专业团体。 

去年，在140多个国家举行了超过
270万次雅思考试。欲搜索雅思考试
地点，请访问www.takeielts.org。

雅思提供：
  全球考点，在140多个国家有超过
1100个测试地点

  考试日期每月多达4次
  考试时间长度不到3个小时
  考试结果将免费寄送到多达五个院
校或机构

  可用来申请3000多个美国的大学
院校和课程，包括所有的常春藤盟
校

  IELTS Academic（学术类雅思）
是专门为希望在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学习的考生，以及那些寻求专业注
册者而设置的测试。它包括与经过
认证的雅思口语考官面对面的对话
测试，这也是你可以与你所选择学
校真正交谈的最近距离。

我现在能做什么？ 
最为重要的是，你需要计划：你要考
虑你需要在何时参加雅思考试，然后
决定需要做多少准备。我们建议你参
加所有类型的英语语言课程以尽可能
地帮助你提高英语水平。但是，每一
种英语测试都有其特定的格式，除了
参加雅思预备课程以外，我们建议你
查看测试的格式及每个部分的时间长
度，并尽可能地多做练习。 

British Council（英国文化协会）
是雅思考试的共同拥有者之一，为你
提供有帮助的预备材料，详见以下网
站http://takeielts.org/prepare： 

THE TEST THAT  
SETS THE STANDARDSIELTS

雅思口语考试： 
成功小贴士！
与多数其他高等教育录取考试不同，
雅思考生是由一位受过培训让人放松
的考官亲自面试。这里是一些你在雅
思口语测试中取得成功的技巧：

1/ 避免使用是/否等简短的回答。回答
时尽量发挥。
2/ 确保说话时信心十足、口齿清楚。
这将使你的回答更容易被理解和领
会。
3/ 阐释观点时使用多个词汇，如“依
我看...”（In my opinion,...）、”我
认为...”（I think...）、”我想...”（I 
feel ...）。
4/ 不要死记硬背答案。问题没有一定
之规，你会觉得很难回答得自然又流
畅。
5/ 你的发音会被计分。正确的语调
会有所帮助。尽量不要使语调过于单
一。
6/ 大方请考官重复问题。你可
以说“请重复一下问题好吗？”
（Could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please?）

  免费！模拟试题，以帮助你评估自
己的大致英语水平，并决定你还需
要进行多少学习

  免费！使用视频和音频进行练习活
动

  关于练习用书籍和其他学习材料的
信息

  为你考试当天提供帮助的技巧和想
法
立即访问http: takeielts.org/usa

并规划你的未来！

规划赴美学习的关键
从你决定赴美学习的那一刻起，你即
面临各种选择。首先，请花时间想想
下列的每个关键问题。以下是将帮助
你规划个人旅程的一个简单、循序渐
进的步骤清单。

什么？你希望学习什么专业？你有没
有对所有的选择加以考虑，比如文
科、理科、商科、工程或特定行业或
技术领域？确定你的专业或学习领域
是开始确定潜在院校的一个好方法。

哪里？你是否还考虑了院校所在地理
位置以及该地区的特色？你所选择的
教育机构能够为你提供什么？

规模？你喜欢什么样的校园环境？你
比较喜欢一个有时候在单个校园就有
上万名学生的学校吗？还是你比较喜
欢规模较小（学生人数少于一千名）
的学校？选择一个你感觉最舒服的校
园环境。

费用？你就读所选的学校每年总花费
是多少？你是否考虑了所有费用，包
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书籍费和
其他个人花费和开销？在美国学习期
间，你是否需要财务援助，如是，你
是否考虑过这些院校有专门为国际学
生提供的奖学金或经济援助？

请记住，尽管进行选择似乎很难，
但是如果对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全，
你会作出一个对你往后几年的生活产
生积极影响的良好决定。

提供者：雅思    
British Council is a proud co-owner of IELTS.

听力
4个部分

40题
30分钟

学术写作
2项任务

（150至250
个字）
60分钟

普通培训 
写作

2项任务
（150至250 

个字）
60分钟

学术阅读
3个部分

40题
60分钟

普通培训
阅读

4个部分
40题

60分钟

口语
11至14分钟

TEST
FORMAT

雅思– 设立标准的考试。

各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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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测试 如果您有兴趣申请研究生院或商学院，应参加 GRE 考试。

GRE®

考試
撰稿：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74  Study in the USA®    中文版



哪些人应参加 GRE® 考试：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准毕业生
和商学院申请者报名参加 GRE® 考
试。申请者拥有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
景，考试是对报考者资质一视同仁的
一种常见考察方式。在过去 60 多年
间，GRE® 分数被入学申请、助学金
委员会作为本科成绩、推荐信或其他
资格证明的补充，以判断申请者是否
适宜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报名方式：
请访问 GRE® (www.ets.org/gre) 网
站，报名参加 GRE 考试，并了解有
关 GRE® 考试及服务的最新信息。

GRE® 新制普通考试
GRE®新制普通考试是全球最被广为接
受的研究生程度入学申请考试。您可
以使用您的 GRE® 考试成绩在世界各
地申请研究生院和商学院 —— 为您的
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

GRE 新制普通考试内容反映了当
前课业日趋繁重的研究生和商学院课
程对学生思维方式以及顺利攻读须具
备能力的要求。具体而言，考试考
察应试者的文字推理、计量推理、批
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技能——这些
技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非一朝一夕
之功，并且非只与特定的学习领域有
关。GRE 新制普通考试的特点是友善
应试设计，为您提供运用应试策略的
弹性以及 ScoreSelect®（分数选择）
选项，让您可以决定要将哪些分数寄
往申请的学校。

考试时间和地点
考试在 160 多个国家/地区约 1000 个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授权考试中心举行，因此，您可以找
到对您最方便的考点。在世界多数
地区，考试以机考形式全年无间断举
行。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
国，机考每月开考一到三次。在没有
机考的其他地区，考试以纸笔形式进
行，每年最多三次，分别在十月、十
一月和二月。

考试内容
GRE® 新制普通考试含分析性写
作 (Analytical Writing)、文字推
理 (Verbal Reasoning) 、计量推理 
(Quantitative Reasoning) 三大考察
指标。

分析性写作 (Analytical Writing) 
部分考察考生表达和支持复杂理念、
审视各种主张和相关证据、进行有的
放矢且条理清楚的讨论、控制标准书

面英语各要素的能力。分析性写作部
分要求考生针对考题进行有的放矢的
回答，因此，您可以准确展现直接回
答考题的能力。

文字推理 (Verbal Reasoning) 部
分考察考生分析、评估书面材料并概
括其中信息，明白字词、句子和全文
含义，理解字词之间和概念之间关系
的能力。

计量推理 (Quantitative 
Reasoning) 部分考察考生理解、判
读和分析计量信息，用数学模型解决
问题，运用基本数学技能和基础数学
概念（算术、代数、几何、概率和统
计）的能力。

以机考为形式的 GRE 新制普通
考试
考试设计特色
以机考为形式的 GRE® 新制普通考试
采用高级自适应设计，允许考生在整
个部分自由地往前和往后答题。具体
特色包括

  各部分内预览和回顾功能
  “标记”与“回顾”特色用于给考
题做标签，让您可以跳过考题，如
果稍后在该部分还有剩余时间再返
回
  可以在各部分内更改/编辑答案
  “计量推理”部分有屏幕计算器

GRE® 新制普通考试笔试
考试设计特色
   考生将在在考卷上答题，不另外附
答卷。
  向考生提供 ETS 计算器以便在计量
推理部分过程中使用。考生不得使
用自己的计算器。

考试准备
可提供免费的官方备考工具，以便您
开始针对新 GRE® 普通考试进行练
习。

  如果您正准备参加机考考试，应当
下载免费的 POWERPREP® II 软
件，这是市面上能够找到最接近机
考实战的综合备考软件。
  如果您正准备参加纸笔考试，
可下载 The Practice Book for 
the Paper-based GRE revised 
General Test（新制普通考试笔试
练习册) ，以便模拟GRE 新制普通
考试应试体验。
请先到 GRE 网站查找免费或价格

低廉的官方备考工具。

掌握并了解最新信息
如需深入了解 GRE 新制普通考试，请
在需要时到 TakeTheGRE.com 网站
获取官方最新消息和重要提醒事项。
如果想要和世界各地考生互动交流，

GRE 新制普通考试机考考试结构
考察内容 题量 分配时间

分析性写作 一个“分析一个问题” 每个任务 
(一个部分，含两个 的任务以及 30 分钟  
分别计时的任务） 一个“分析一个论点”  
 的任务 

文字推理 每部分 20 道题 每部分30 分钟 
(两个部分）  

计量推理 每部分 20 道题 每部分35 分钟
(两个部分）  

不计分* 不一 不一 
(位置不一）  

调研** 不一 不一 
(考试结束时）
*在分析性写作部分之后，可能包括无法辨别的不计分部分，并可能以任何次序出现。正在接受试验的不
计分部分是为了可能在往后的考试中使用，以便确定考试的新版本分数与先前版本的分数具有可比性。
** 也可能以明确的调查部分代替不计分部分。调查部分将固定出现在考卷末尾。这部分问题用于 ETS 调
查目的，将不予计分。 
考试第一部分永远是分析性写作部分，其他部分的次序则可能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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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 Facebook® 浏览 GRE® revised 
General Test (GRE® 新制普通考
试) 页面。您可以通过该页面分享建
议、为其他未来考生加油鼓劲、获
得 GRE® 新制普通考试的明确信息。

考试报名
您可以（凭信用卡）在线、通过电话
或通过邮件报名 GRE 新制普通考试机
考。您可以（凭信用卡）在线或通过
邮件报名 GRE® 新制普通考试笔考。
参加 GRE 新制普通考试的费用在全世
界均为 205 美元。请注意，考试费用
可能随时有变。如需了解最新费用，
请浏览 GRE 网站。

成绩报告
GRE® 新制普通考试报告如下：

  文字推理部分以 130-170 的分值计
分，1 分一档
  计量推理部分以 130-170 的分值计
分，1 分一档
  分析性写作部分以 0-6 的分值计
分，半分一档。

未回答文字推理、计量推理或分析
性写作部分试题的考生，在相应考察
部分的分数将为零分 (NS)。

如果您参加 GRE®  新制普通考试机
考，考试后 10-15 天内便可查询正式
成绩。如果您参加 GRE®  新制普通考
试笔试，可在应试日期后六周内查询
正式成绩。当成绩可以在 www.ets.
org/mygre 查询时，您可以免费在线
查看。

寄送您的成绩
SCORESELECT® 选项让您决定要
将哪些 GRE®  考试成绩寄给您指定
的学校。您可以获得四份免费成绩单
报告，要寄送的成绩可以从最近参
加的考试或过去五年内所有参加的普
通考试中进行选择。在考试日后，当
您在线订购额外的成绩报告时，您可
以付费寄送选自“最近”、“所有”
或”任何”特定考试的成绩。只是请
记住，选择的考试分数必须完整地报
告。

SCORESELECT® 选项帮您更有自
信地准备应试，知道您可以寄送您认
为最能反映您的实力的分数。GRE®  
新制普通考试和 GRE 专项考试均提
供 SCORESELECT® 选择，任何应试
者都可以通过该选择挑选过去五年中
可报告的考试成绩。 GRE专项考试

GRE® 专项考试 (GRE®  
Subject Tests)
着重展示您在某个特定领域的知识和

技能，可以帮助您在众多申请者中脱
颖而出。专项考试考察本科生在下述
学科领域的学业成就：

  生物化学、细胞和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
  化学
  英语文学
  数学
  物理学
  心理学
专项考试假定报考的本科生主修

相关专业或对该专业拥有丰富背景知
识。专项考试在全球经授权的纸笔考
试中心进行，每年举办三次，分别
是 10 月、11 月和 4 月。有关考试内容
的其他信息，请浏览www.ets.org/
gre/subject 网站。

考试准备
报名参加专项考试的任何考生或浏览 
GRE 网站者均可获得免费的官方备考
材料。专项考试练习册中有全套试题
和答案、应试技巧以及帮助考生理解
分数的信息。报名参加专项考试者均
可获得相关练习册，或者您也可以免
费下载该材料。

考试报名
您可以（凭信用卡）在线或以电子
邮件报名参加 www.ets.org/gre/
subject/prepare 新制专项考试。
参加 GRE 专项考试的费用在全世界
均为 150 美元。请注意，考试费用可
能随时有变。如需了解最新费用，请
浏览 www.ets.org/gre/subject/
prepare 网站。

成绩报告
每个专项考试的总分分值在 200–

990 分之间。部分专项考试的分项分

值在 20–99 分之间。专项考试的成绩

可在考试后六周内查询。当成绩可以

在 www.ets.org/mygre 上查询时，

您可以免费在线查看。

ScoreSelect® 选项
如果您参加 GRE® 专项考试，也可以

享有以上所述的 SCORESELECT® 选
项。

帮助学校找到您
GRE® 搜索服务
考生可以使用免费的 GRE® 搜索服务 

(Search Service) ，找到适当的加盟

院校和助学金赞助机构（根据考生提

供的背景资料）。如果有研究生院或

是商学院看到了您的档案并认为符合

条件，会主动和您联系，并直接向您

介绍该校课程。这是获得您可能未曾

考虑过的院校和课程信息的一个有效

方式。您在GRE考试报名时，可以选

择是否加入“搜索服务”。您也可以

随时在线注册“搜索服务”。

如需深入了解 GRE® 考试和服务信

息，请访问 www.ets.org/gre。

Courtesy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Copyright 
(C) 2016 by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ETS, the ETS logo, GRE, POWERPREP 
and ScoreSelec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Facebook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Facebook, Inc.

考察内容 题量 分配时间

分析性写作 第 1 部分： 每部分 30 分钟
(两个部分） “分析一个问题”任务 
 第 2 部分： 
 “分析一个论点”任务 

文字推理
(两个部分） 每部分 25 道题 每部分 35 分钟

计量推理
(两个部分） 每部分 25 道题 每部分 40 分钟

GRE 新制普通考试笔试考试结构

考试第一部分始终是分析性写作部分，其他四个部分则可能以任何次序出现。

报名
新 GRE®  
普通考试

GRE Measuring the Power of Learning.TM

参加这项受到全球成千
上万家高校所认可的考

试
GRE®成绩可用于申请世界范围
内的硕士、MBA、商科专业硕
士、以及博士项目。即使你还
没想好今后攻读什么专业，也

可以尽早报考。

借助人性化的设计，
发挥出个人最高水

平。
在同一部分试题内，考生可
以浏览试题，跳过难题、之
后再返回作答，以及修改答
案。人性化设计助你在考试

当天从容不迫。

仅寄送 
个人最佳成绩

GRE特有ScoreSelect®（选择送
分）服务：你可以重复报考，
而只从历次成绩中挑选最满意
的一组成绩寄给意向院校。此
外，GRE成绩有效期长达5年，
今后无论决定申请哪所学校、
攻读哪个专业都可以使用。

TakeTheGRE.com
通往研究生院。通往商学院。通往美好未来。

Copyright ©2016 by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ETS, the ETS logo and G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MEASURING THE POWER OF LEARNING is a trademark of ETS. 3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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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新 GRE®  
普通考试

GRE Measuring the Power of Learning.TM

参加这项受到全球成千
上万家高校所认可的考

试
GRE®成绩可用于申请世界范围
内的硕士、MBA、商科专业硕
士、以及博士项目。即使你还
没想好今后攻读什么专业，也

可以尽早报考。

借助人性化的设计，
发挥出个人最高水

平。
在同一部分试题内，考生可
以浏览试题，跳过难题、之
后再返回作答，以及修改答
案。人性化设计助你在考试

当天从容不迫。

仅寄送 
个人最佳成绩

GRE特有ScoreSelect®（选择送
分）服务：你可以重复报考，
而只从历次成绩中挑选最满意
的一组成绩寄给意向院校。此
外，GRE成绩有效期长达5年，
今后无论决定申请哪所学校、
攻读哪个专业都可以使用。

TakeTheGRE.com
通往研究生院。通往商学院。通往美好未来。

Copyright ©2016 by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ll rights reserved. ETS, the ETS logo and G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MEASURING THE POWER OF LEARNING is a trademark of ETS. 33195



GMAT®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各种测试 The GMAT is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apply to graduate school for a business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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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GMAT?
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GMAT）是全球范围内采用
的一种标准化评估，用于衡量在商科
和管理领域进行研究生深造的学术潜
力。与任何其他考试相比，GMAT 更
被全球的商学院所接受，被认为是商
科研究生录取的黄金标准。就成功而
论，没有任何考试可与之相比。没有
任何其他考试可以让您踏上赚取更高
薪水、获得更多机会和职业选择的通
途。GMAT考试可以让您全面展现您
所拥有在商学院学习和职场发展最重
要的技能。 

哪些人为报考对象？
全球优质的商科研究生课程都仰赖 
GMAT 考试，将其视为录取过程的一
部分，所以如果您真的希望就读商学
院，并且被自己心仪的专业录取，那
么 GMAT 应该是您努力的第一步。过
去 60 年来，世界各地的商界领袖都
是通过 GMAT 开启他们的 MBA 求学
之旅的。已有近 1000 万学生参加过
这门考试，并取得了成功。您也可以
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我要如何报名？
全世界有 114 个国家的 600 多个测
试中心提供 GMAT 考试。访问mba.
com/register安排您的 GMAT 考试
并找到您所在区域的测试中心。尽管 
GMAT 考试全年举行，但是考生必须
至少提前 24 小时报名。接近商学院
报名截止日期及周末的考试预约往往
很快就额满。考试费为 250 美元。
在某些国家报考，可能需要缴纳相关
税金。如有任何与您的报名有关的问
题，请使用下方所列的联系信息。 

美洲区域
请注意：电子邮件服务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美国中
部时间），其余时间发送的电子邮件
将在次工作日得到答复。电话服务于
周一至周五提供，联系信息和时间如
下：
电子邮件：GMATCandidate 
ServicesAmericas@pearson.com 
电话（免费）：+1 (800) 717-GMAT 
(4628)，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美国
中部时间）  
电话：+1 (952) 681-3680，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美国中部时间） 
传真： +1 (952) 681-3681

题量 41 
个问题

•阅读理解能力
•批判性推理
•句子改正

您阅读和理解
书面材料、评
估论证并改正
书面材料的
能力

您使用基本的
数学技能分析
数据并得出结
论的能力

您的批判性
思维和表达
自己想法的
能力

您评价来自多
种来源并以多
种格式呈现的
信息的能力

•数据充分性
•问题解决

•论证分析 •多源推理
•图形解读
•二段式分析
•图表解析

75 分钟

0-60

37 
个问题

75 分钟

0-60

1 
篇短文

30 分钟

0-6

12
个问题

30 分钟

1-8

GMAT 考试概览
4 个部分，总时间 3 小时 30 分钟

语文 计量
分析性写作

评价 综合推理

题型

时间

衡量哪些
方面

分数范围

总分：200-800

亚太区域
请注意：电子邮件服务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早上 7 点至晚上 7 点（澳洲东部
标准时间）。其余时间发送的电子邮
件将在 48 小时内得到答复。电话服
务于周一至周五提供，联系信息和时
间如下：
电子邮件：GMATCandidate 
ServicesAPAC@pearson.com 
电话：+852-3077-4926，上午 9 点
至下午 6 点（澳洲东部标准时间）  
印度：+91 120-439-7830，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印度标准时间）  
传真： 60 321 784 925 

中国
请注意：电子邮件服务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上午 8 点半至下午 5 点（中国标
准时间）。其余时间发送的电子邮件
将在 48 小时内得到答复。电话服务
于周一至周五提供，联系信息和时间
如下：
电子邮件：gmatservice@ 
neea.edu.cn 
电话：+86-10-82345675，周一至周
五，上午 8:30 至下午5 点（中国标准
时间） 

传真： +86-10-61957800

欧洲和中东（EME）地区
请注意：电子邮件服务时间为周一至
周五早上 5 点至晚上 7 点（格林威治
时间）。其余时间发送的电子邮件将
在三个工作天内得到答复。电话服务
于周一至周五提供，联系信息和时间
如下：
电子邮件：GMATCandidate 
ServicesEMEA@pearson.com 
电话：+44 (0) 161 855 7219，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格林威治时间）  
传真： +44 (0) 161 855 7301

GMAT 考试涵盖哪些内容？ 
GMAT考试是对高阶推理能力的测
评，对于商学院和企业界，这是最重
要的。该考试衡量计量、语文、分析
性写作和综合推理能力。 

    计量（Quantitative）部分衡量
您的计量推理和解决计量问题的能
力。算术、代数和几何的基本知识
是必需的，但是计量部分是一个对
推理能力而不是基本数学技能的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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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Verbal）部分衡量考生阅
读并理解书面材料、论证和评估论
据、改正书面材料使之用标准书面
英语有效地表达含义的能力。 

    分析性写作评价（AWA）部分衡
量您的批判性思考和通过写作来交
流您的想法的能力。

    综合推理（Integrated 
Reasoning）部分衡量您对来自不
同来源并以不同格式呈现的数据加
以诠释和分析的能力。综合推理部
分帮助您通过展示自己拥有在当今
技术先进及数据丰富的世界中取得
成功所需要的技能脱颖而出。 

GMAT考试是以英语进行的标准化
机考测验。计量和语文部分采取计算
机化的自适应考试形式，这意味着为
您选择的问题将根据您如何回答前面
的问题。您的分数是根据所回答问题
的难度以及答对的题数来决定的。 

我在考试当日应注意些什么？
要做到在考试当日胸有成竹，并考出
您的最好成绩，您应该了解 GMAT 的
格式和速度，练习样题并逐一复习每
个部分。 

    考题格式：GMAT 考试包括您可能
在之前从未见过的考题格式。例如
数据充分性问题，问的是您需要多
少数据才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而不
是确定解决方案是什么。在参加考
试之前，请您认真完成一些样题，
以确保您彻底了解考题的格式如何
作用。这将帮助您在考试中有效地
专注回答问题。

    速度：GMAT 考试是定时的，因
此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速度以便完
成考试的每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未答完，只要您作答了各个
部分的试题，仍可获得分数。但没
有完成考试可能会大大地影响您的
分数。

 
平均来说，每道语文考题的答题

时间约一又四分之三分钟左右，每道
计量考题的答题时间约两分钟左右。
您将有两分半钟左右时间来回答每个
综合推理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综合推
理问题有一个以上的答案陈述需要回
答。 

虽然考试过程中可随时使用“帮
助”（Help）功能，不过，浏览“帮
助”窗口的时间将计入为该具体考试
部分所分配的时间。 

应考需要具备最基本的计算机能
力，比如使用鼠标和键盘。另外，综
合推理部分将要求基本的计算机操控

能力，比如点击选项卡来显示数据
表，以及使用下拉菜单等。 

您在 GMAT 考试时，应做好准备仔
细阅读每个考题，并选择最佳答案。
如果您不知道答案，试着先排除确定
的错误答案，然后在剩下的答案中进
行猜测。您不能跳过考题，答案一旦
确定即不得更改答案，但是您必须答
完每个问题方可往下进行。 

如需更多信息，mba.com/
testday 上有视频，展示考场入场程
序和一般典型的测试中心外观。  

在考试当日，未来的商科学生们可
以预览到自己的非正式成绩，以决定
保留或取消该成绩。世界各地的所有 
600 个 GMAT 测试中心的应试者均
可以利用这个分数报告的功能。作为
一名应试者，您将有机会在考试结束
后和离开考场之前立即就保留或取消
本次考试的分数进行抉择。根据新的
考试程序，您将会看到自己的非正式
成绩（即综合推理、计量、语文和总
成绩），同时您将要在两分钟的时间
内决定是否接受该成绩。如果您没有
做出选择，您的成绩会被取消。

此外，如果您在测试中心决定取消
自己的成绩，您将可以在考试结束后
的 60 天内恢复该成绩，但要缴纳 100 
美元的费用。在此期限后，即无法取
得任何分数。

我应如何备考 GMAT？
为 GMAT 备考并在考试中发挥最佳水
平就如完成任何其他目标一样。如果
您制定了一个详实的学习计划并切实
执行，您就会取得成功。聪明的应试
者会最有效地利用全真模拟题和备考
资料，总结学习方法，并在整个过程
中保持积极的态度。您的学习计划将
会帮助您在每一周按部就班地复习，
使您在认真完成学习资料内容的同时
取得进步。 

为帮助您熟悉考题格式和所要求
的速度，经企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
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简称GMAC）
提供免费GMATPrep® 软件（mba.
com/gmatprep）提供有关考试真实
情况的第一手信息。GMATPrep® 内
含两套限定时间、完整长度的计算机
化自适应考试试卷，其问题取自于往
届真正的GMAT考试。该软件还包括
答案和解释，以及一个全面的数学复
习和对多项选择题的实时计分。 

您可以通过下载GMATPrep® 
Exam Pack 1 使您的免费
GMATPrep® 软件得到增强，其中包
括新增的两套完整的全真模拟题和针

对您的成绩量身定制的反馈意见。 
mba.com上也提供其他若干资

源。例如，我们的备考复习日程采用
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您取得最好的
GMAT 成绩，其中包括一些链接，为
您提供学习技巧、备考资料及来自招
生专业人员的增强薄弱环节和提高自
身优势的建议。 

mba.com 商店（mba.com/
store）提供正式的 GMAT 学习材料，
包括：Official Guide for GMAT® 
Review, 2016；Official Guide 
for GMAT® Quantitative Review, 
2016；Official Guide for GMAT® 
Verbal Review, 2016；IR Prep 
Tool、GMATPrep® Software Study 
Collection 和更多其他等等。 

您的 GMAT 成绩
GMAT成绩是您今后成功的最佳预测
指标。总分数的范围是在 200-800 
之间，这是基于您在计量和语文推理
部分的表现来打分的。应试者在考试
后可在测试中心立即看到非正式的成
绩单。正式的成绩单包括所有四个部
分的分数，可在考试之后 20 天内取
得该成绩单。GMAT 成绩的有效期为
五年。

学校如何使用这些分数？
GMAT 考试是全球超过 6 千个商科
和管理专业课程招生过程中一个值得
信赖的部分，因为它可以衡量课堂学
习和今后职业生涯所需的实际商务技
能。虽然您的 GMAT 成绩仅仅是学
校用来评估申请者的几个标准之一，
它们也是对某些已发展的技能的可靠
衡量，这些技能已被证实在研究生水
平的管理课程中是很重要的。与在不
同院校可能含义大不相同的绩点分
（GPA）和课程相异的是，GMAT 
成绩为招生专业人员提供了适用于所
有申请入学者的一致、标准化评估工
具。  

由  GMAT® 考试制定者经企管理专业研究

生入学委员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GMAC®）提

供的内容。©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GMAC) 

2016 年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

利。GMAC®、GMAT®、GMATPrep®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Council® 和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为经企管理专业研究生

入学委员会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所享有

之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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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T 考试。

您专心一致、
努力不懈，达
到您目前所在
位置。

开始您的旅程。

MBA.COM/STARTYOURJOURNEY

为什么参加 GMAT® 考试

为什么选择商学院？
取得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要求更高的薪
水以及享受全新且具有挑战性的机会。

参加可以让您有机会入读全球 6100 个课程的考试。

全世界有将近 1 千万名学生参加过 GMAT 考试。
现在该是时候开始您的旅程了。



旁听课程
AUDITING CLASSES

作者：Donna Smith

务必询问旁听
课程是否收
费——尽管大
多是免费的！

旁听课程帮助您解 
答问题，如：

  我有没有每天向授课老师问
好？

  我是静坐一隅，还是会发
问？

  “课堂参与”的要求是什
么？

  美国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行为
方式如何？

  在课堂上授课老师对我有何
预期？

  课后呢？
  教学大纲有哪些信息？
  我是否必须记笔记，或者从
课本上学习即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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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询问旁听课程是否收费——尽管大多是免费的！

如果您正在美国学习英语，对
英语强化课程的价值便会有
充分的认识。您将熟练掌握

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
您将提升您的语法使用能力并为托

福考试进行准备。您将与来自其他国
家的同学结交成为朋友。您的老师会
帮助您了解美国文化、带您进行校外
参观学习并向您介绍美国食物。所有
这些优势将让您离目标更近一步：取
得来自美国大学或学院的学位。

您可能不知道学习英语强化课程的
另一个好处：拥有旁听课程的机会。
旁听是指您上课并学习，但目的不是
获得大学学分或分数。

作为一名旁听学生，您可以观察美
国的课堂文化并沉浸其中。您将学习
上课流程、课堂行为和习惯。

在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皇后分校 (Queens 
College) 的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ELI)，较高水平的学生被鼓
励旁听课程。这使旁听的学生有机会
自在地熟悉课堂文化、结识多元化的

学生群体并更多地了解令他们感兴趣
的科目。

如果您想在 Queens College 旁
听课程，第一步是先查看提供的课
程，并选择一两个您感兴趣并适合您
时间安排的课程。在过去的数个学
期，Queens College 的学生已旁听
过各种各样的学科课程，如文学批
评、艺术概论、交流中的文化因素以
及商业道德等。

您选择一门课程后，需前往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办公
室，请他们为您提供将您介绍给教授
的信函。您要事先练习以发挥自己最
高的英语水平，然后向授课教师自我
介绍并请求“坐班”学习的许可。如
果授课老师同意，就表示欢迎您加入
该课程 – 大功告成！这种经验会让您信
心爆棚，大受鼓舞。您将通过练习英
语技能及自我表述来完成某项作业。

在课堂上，您将观察到教授和学生
如何互动，以及教授如何凭借授课内
容、讲义和视觉教具强化教材信息。
您将有机会结交新朋友并与其他同学

进行文化交流。这些非正式的互动会
让您感到在学术社群中受到欢迎。

如果您觉得舒服自在，课后可以留
下来与教授交谈并提出问题。

当然，旁听某个课程的最宝贵的优
势在于一旦您正式开始上课，您就已
经对该科目进行了学习和研究。

这将让您更易于理解经过探讨的理
论知识，而且您会开始识别该科目的
特定术语和词汇。对您而言，这将使
课程更令人愉快、课题更加有趣。

据 Queens College ELI 旁听的学
生回报，他们对于能旁听课程非常开
心。教授和学生的友好和支持鼓励他
们继续在美国求学并学习一门新的语
言。

国际学生为学位而奋斗时，因乐观
向上、激动人心、充满希望的感觉而
得以增强实力。

Donna Y. Smith为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

院（Queens College）Internat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国际教学和学

习）以及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英语语言学院）的执行总监

www.qc.cuny.edu/eli

CUNY的Queens College（QC）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 一个全时制的学术英语强化课程
• 在美国顺利完成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学习的通途
• 享受一个80英亩的美丽而安全的校园，距离曼哈顿10英里
• 在拥有TESOL或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的教师指导下学习
• 加入学校的俱乐部并享受校园里持续开展的文化活动
• 有条件入读特定的研究生学位课程  
• 申请I-20签证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Queens College, CUNY 
65-30 Kissena Blvd, Flushing, NY 11367  USA
电子邮件: eli@qc.cuny.edu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1,500
学生总数: 19,000
地区: 东北部

学校规模: 中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最佳课程: •全时制强化日间英语课程 

 •有条件入读Queens   
 College的研究生课程  

 •兼时制英语晚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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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EDUCATION

合作教育及选择性
实习培训 (OPT)

专业工作经验 + 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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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您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可能是合作教
育。与其名称不同的是，合作教育并非
集体农场或工厂。它意味着一所大学与

其学术课程和职业雇主进行合作，提供校外工作
经验。

虽然两者听起来可能相似，但合作教育与实习略有不
同。虽然实习和合作教育都可提供宝贵的工作经验，但合作
教育通常为有偿职位，而实习则可能没有报酬。其他重要区
别在于您要投注的时间。实习为期时间往往只要一个学期，
而合作教育可能需要多个学期。

作为这个国家悠久传统的一部分，美国有 900 多所高校
提供合作教育课程。有了这些课程，您将比同学先一步进入
职场。您毕业时，将获得大学学位以及您所学习
领域的专业工作经验。

模拟真实工作
每名学生都将被指定一位个人合作教育协调员，
并鼓励学生按需与协调员多多会面。支持服务包
括简历写作讲习班、模拟面试和就业安排援助
等。虽然您就读的学校可能协助您寻找合作教育
机会，但您才是负责获得合作教育职位的一方。
您将进行正式的求职择业、职位面试和
挣薪水，就像在“现实世界”中一样。

毕业要求
在某些大学，每位学生必须完成合作教
育的教育课程才能毕业。这些课程和大
学本身一样各有千秋。学生不局限在大
学附近工作。计划在原籍国开展职业生
涯的国际学生通常在海外完成其合作教
育学期。

合作教育是纽约市郊的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之部分课程。学生的工作职务与其
主要学习领域直接关联，并接触到各种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国际学生和他们的美国同学还将在财务方面受益，因为他们
会从工作经验得到报酬。这种专业预科的经验帮助学生在累
积学位学分的同时于就业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

选择性实习培训
选择性实习培训（OPT）是另一种获得在美国公司工作之
实践经验的绝佳途径。OPT是由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授权的福利项目，该项目扩展 F-1 学生的签证身

份，允许国际学生在美国公司工作，以获得其主

要学习领域的实用培训。

学生完成至少一整个学年的学习后，有资格

接受共 12 个月的 OPT 培训。（经授权

参加 12 个月 OPT 的学生转入较高教育

程度时，有资格申请额外 12 个月的培

训。）

完成至少一整个学年的学习后开始

全职工作之外，选择性实习培训也可

能被授权在暑假等每年学校假期期间

（学业完成前申请的 OPT）或在学校

上课期间（学业完成前申请的 OPT）

在兼职的基础上（每周 20 小时或更短

时间）进行。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规定，接受科学、科技、工程或

数学学位的国际学生现在有资格将其 OPT 延长至长达 29 

个月。美国国土安全局最近扩大了符合该延长资格的学位

名单。该扩展的提供对象为在电子验证程序(uscis.gov) 中

登记的企业所聘用的学生。“电子验证”（E-Verify）是一

种基于互联网的免费系统，由 USCIS 与社会安全局合作运

营，决定新雇员的工作资格。

无需为 OPT 进行工作申请；然而，这项工作必须与学生

的主要学习领域直接相关。

校内工作机会  
(WORK STUDY):  

学生可交替进行有偿就业和正式 
研究的教育计划

实习 (INTERNSHIP)：
通过参与经规划、监督的工作，将
职业相关经验融入本科教育的机会

DEFINITIONS
定义

    帮助学生探索职业兴趣
    有偿职位有助于贴补学费
    提高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教导学生有价值的求职技
能，如简历写作和面试技巧

    通过结合工作和研究提倡终
身学习，并提高团队协作和
批判性分析等工作技能

    通过提供收入和工作经验，
鼓励可能无法以其他方式入

读大学或完成学位课程的学
生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对工作
的尊重

    增进专业发展

合作教育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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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ms.cerritos.edu/oiss
Cerritos Colleg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1110 Alondra Blvd. Norwalk, California 90650
电子邮箱: oiss@cerritos.edu

环境: 市郊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每年$22,000

最佳课程:  •  医疗卫生专业 
（护理、口腔卫生
学等）

 •  工商管理
 •  理科与技术（工程、

汽车技术等）

Cerritos College

欢迎来到位于南加州的 Cerritos College：

•  是位于南加州的一所多元化的、经全面认证的社区学院，可为学生提
供由最优质的教师授课的高级教育课程。

• 为需要熟练掌握英语的学生开设英语强化课程。
•  将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学术目标，无论他们的目标是转入一所顶尖大

学，还是从我校 200 多门不同的专业课程中选课学习，抑或是追求一
个文科副学士学位。

•  将为学生提供许多机会使他们在其专业学科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无
论他们学习的是商科、理科与技术、艺术、医疗卫生职业课程、烹饪
艺术，还是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

•  我们欢迎学生浏览 www.cerritos.edu/isc 网站，了解关于 Cerritos 
College 的信息，或者在 http://cms.cerritos.edu/admissions-and-
records/programs_of_study.htm 网站上查找可学习的专业课程，
并可做转入美国加州或世界顶尖大学的计划   w

https://utulsa.edu/international-students/

University of Tulsa
Engl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University	of	Tulsa（TU）是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私立教育机构，创立于1894
年，目前为全美排名前100名的大学（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评选
出）	。	

•	 TU为寻求本科录取但尚未符合英语要求的学生提供两门不同的英语语言课程	
•		 TU的英语强化课程向学生提供强化英语语言课，供他们在开始学术课程之前

学习。
•		 Pathway	to	Academics	Program（学术课程通途）为学生提供英语语言

课程，同时让他们入读学术课程。该课程是面向托福成绩略低于79分要求的
学生。	

800 South Tucker Drive, Tulsa, OK 74104
电话:	918-631-2329
电子邮件:	inst@utulsa.edu

地理位置:	中部
公立或私立学校:	私立		
类型:	大学、	强化英语
课程的学生人数:	23	
学生总数:	4,671	
环境:	城市	

学校规模:	小型	
住宿选择:	宿舍大楼、	公寓
就读费用:	每期2,935，每年14,675
最佳课程:	石油工程	
	 工商管理	
	 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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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我们的免费 

APP!

按价格、地点和学习领域搜索、 
比较院校。

创建账户:
  保存学校 
保存并管理您最喜欢的学校

  更快速地联系学校 
联系学校并索要更多信息

   申请学校 
直接从您的账户申请学校

找到  
最适合您的

美国院校!



LACC Los Angeles City College

intl.lacitycollege.edu

Los Angeles City College 是一所两年制社区学院，距好莱坞中心地带仅几
分钟路程。

您可在LACC修完学士学位头两年的课程，然后转至UCLA、USC或UC 
Berkeley等四年制大学，完成学位最后两年的学业。LACC还提供两年制副
学士学位课程、6至24个月的证书课程以及1至2年的职业培训课程。

历史沿革和多元化特色：LACC创建于1929年，UCLA最初的校址就在这里。
本校是美国最大的社区学院之一，生源的多元化特色在全球首屈一指。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LACC交通便利，有公交、自驾车等多种交通方式。
从学校出发，数分钟后便可抵达洛杉矶市区，在那里有洛杉矶爱乐乐团（LA 
Philharmonic）、芭蕾舞演出、好莱坞圆形剧场、戏剧、音乐剧、博物馆、
体育赛事、环球影城、道奇球场、希腊剧场以及好莱坞星光大道会让您目不
暇接；不出一小时，您便可在延绵数里的秀丽沙滩上欢度休闲时光。或者您
也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到山上体验冬季滑雪的刺激。另外，迪士尼乐园就
位于附近的阿纳海姆市。

价格平实的学费和住宿：与多数加利福尼亚州社区学院一样，我们不提供校
内住宿。但学院周边有许多出租公寓。平均月租金800美元。

English Language Academy：LACC的综合性英语学院 English 
Language Academy 为准备考大学的学生及专业人员提供强化语言培训。

855 N. Vermont Avenue
Los Angeles, CA 90029

(323) 953-4000 ext. 2470

环境: 城市
公立或私立学校: 公立
类型: 社区学院
学生总数: 18,000 
学校规模: 大型

住宿选择: 家庭寄宿、公寓
就读费用: $17,200
最佳课程:  • 计算机科学 

• 新闻学 
• 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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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 INTERNATIONAL PATHWAYS®

AUSTRALIA | CANADA | CHINA | INDIA | MALAYSIA | USA ELS.edu   •   UniversityGuideOnline.org
ELS.edu/Study2  

学习英语 探索

取得成功

ELS为您提供培养英语技能的多种途径，让您掌握
当今在学业上和事业上成功致胜的关键。 
-在课程中您可以探索和冒险，结交新朋友，认识
新文化，学习并获得成就。
选择ELS，就是投资您的未来！我们在各地共设有80多个教学中心，其中大
部分位于大学校园。我们的教学中心都配备设施完善的先进语言科技中心
(Language Technology Center）并拥有合格的优秀教师。我们提供全面的
大学入学申请服务、考试准备及备受推崇的英语课程。立足于我们超过650大学
的庞大合作网络，无论您设定的英语目标是什么，ELS都值得您信赖，可以帮助
您达到这些目标。

为成功做好准备。
在这里展开您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