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
成功经验
2017-2018留学⽣指南

国际招⽣排名
•
•
•
•

在美国所有院校中排名126*
在授予研究⽣学位的院校中排名第10*
留学⽣服务排名第8**
总体⽀持服务排名第5**

体验式教育职业服务和学术⽀持排名第三**
• 新⽣到校第⼀晚的⽀持服务排名第5**
•

校园快报
创办年份
1914

地点

普罗维登斯校区，罗德岛州
北迈阿密校区，佛罗⾥达
丹佛校区，科罗拉多
夏洛特校区，北卡罗来纳州

*来源：《国际教育协会2014- 2015年门户开放报告》
**2014年全球留学⽣满意度调查

灵活的⼊学⽇期

9⽉
12⽉
3⽉
6⽉（只针对英语为第⼆语⾔的学⽣）

总招⽣⼈数

超过15,000名
（四个校区均为全⽇制教育）

毕业⽣

超过900名

留学⽣

来⾃84个国家，超过1,400名

⽣师⽐
20:1

实习地点

30个国家，1,400名

国家认可的
⾼等教育领路⼈

Providence, RI

为什么选择强⽣威尔⼠⼤学？
强⽣威尔⼠⼤学的留学⽣注册⼈数在美国⼤学中跻⾝
前100名。我们的留学⽣，在经过与全球其他⼤学对⽐
后，将我校的迎新服务评价为优于全球平均⽔平。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强⽣威尔⼠⼤学排名为北
⽅最好的前三所⼤学之⼀。

Denver, CO

Charlotte, NC

超过120个国家的毕业⽣选择了强⽣威尔⼠⼤学，每
年有超过1300名的留学⽣在强⽣威尔⼠⼤学注册。
强⽣威尔⼠⼤学不仅为留学⽣提供奖学⾦，⽽且为留
学⽣配备了⾏业经验资深的⽼师、专业的个⼈学术顾
问并为学⽣提供全⽅位服务。

我们有⼴泛的体育，健⾝项⽬，以
及众多学⽣俱乐部和组织可供选
择，遍及四个区域校园：罗德岛州
的普罗维登斯、佛罗⾥达州的北
迈阿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和北
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
我们的普罗维登斯和北迈阿密校区提供ESL课程；我
们的丹佛和夏洛特校区在当地提供密集英语课程。
*强⽣威尔⼠⼤学普罗维登斯校区在美国⼤学综合
排名中的排名情况

North Miami, FL

四个校区 — ⼀所⼤学
普罗维登斯校区
北迈阿密校区
丹佛校区
夏洛特校区

学院

烹饪艺术学院

商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想做远远不⽌⼀名主厨？甚⾄想学
着去改变整个世界的吃饭习惯？我
们的烹饪艺术学院全球认可，因为我
们始终处于最前沿。 21世纪的烹饪
教育

您是说商业吗？那我们开始说说商
业吧。不论您感兴趣的是管理、市场
还是时尚商品推⼴，您都将通过主动
的学习以及真实项⽬的体验深⼊学
习您所选的领域，真实项⽬体验在
我们的⾏业特定实验室进⾏，在这
⾥我们将模拟真实的⼯作环境开展
体验。我们在设置课程时会充分考
虑⾏业领先的公司给我们提出的要
求和建议，从⽽帮助您在毕业时掌握
雇主所寻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作为酒店教育的全球领先机构，我
们的酒店管理学院提供⼴泛的课
程，旨在帮助您在这个不断发展、收
⼊丰厚的酒店业建⽴⾃⼰的事业。我
们将协助您找到您的兴趣所在，包
括酒店的管理层、旅游业、旅⾏、⾷
品服务、运动、娱乐以及活动⾏业，
并且将制定详细的规划以实现您的
⽬标。第⼀学期，您将学习专业课，
课程充分考虑了世界顶级酒店提出
的要求和建议，将会使您受益良多。

在设施先进的实验室⾥学习，全国知
名以及全球知名的烹饪教师将带您
领略全世界的烹饪艺术。
我们的每个专业都将烹饪的⼯艺和
艺术与科学和营养、商业和管理技巧
相结合，全球公民的⾝份以及丰富的
⼯作经验将会使您与众不同。

John Hazen White,
艺术与科学学院

⼯程和设计学院

⽆论您是致⼒于发明新科技，带来⾏
通过我们以职业为中⼼的艺术和科学 业的变⾰还是致⼒于更富有创造性
课程的学习，建⽴举⼀反三、善分析、 地使⽤软件和硬件，在这个快速发
批判性的思考能⼒以及沟通能⼒。您 展的⾏业，您的⼯作机会都将是⽆限
不仅将学习到知识和技能，还将获取 的。在⼯程和设计学院，我们有很多
深⼊的⼯作经验，助您在各种职业道 创新型课程，范围涉及机器⼈技术、
平⾯设计、数字媒体、配置管理、电
路上取得成功。
⼦学、软件学以及⽹络⼯程，通过这
每个课程都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允许 些课程，您将获得潜⼒⽆限的职业发
您探索学术领域，激发学习兴趣并获 展。
取最符合您职业⽬标的专业知识。
我们的新教学楼共三层，有69000平
⽅英尺，包括教室、实验室、办公室、
⽼师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在课堂上 会议区及⼀个庭院活动区。在这⾥，
⽼师将与您分享他的⾏业知识并作为 有⼗多个实验室和特设空间（包括创
您的导师和顾问伴您成长。
新实验室）专门⽤于创造、探索和发
明，包括机器⼈和绘图实验室、游戏/
⽹络模拟区以及⼯程室。
以及CAD/可持续建筑。

健康学院
我们的健康和保健课程将为您提供
综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通过学习，
您可从事与健康相关的职业。如果您
是⼀名积极主动的同学，您还可以制
定您⾃⼰的学习计划，将⼤学的核⼼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不断增强⾃
⾝实⼒，之后您可考取医学、助理医
师、⽛科或动物医学的研究⽣。您还
可以从事健康领域的其他⼯作（不直
接与病⼈接触），如商业管理、健康
教育或政策分析。
⽆论您感兴趣的是⽣物学、⼼理学还
是咨询⼼理学，都将有⼀名专门的健
康顾问与您共同制定符合您职业兴
趣的课程。当您掌握了这些课程的核
⼼知识，您将可以在健康和保健领域
从事您感兴趣的⼯作。

研究⽣ 学习

学习课程

我们的世界级研究⽣课程将把您的事业带上新⾼度，您也会发现为什么超过80个国家的留学⽣会选择强⽣威尔⼠⼤
学。 不要求GRE或GMAT考试。

会计学（BS）
⼴告&营销传播 （BS）
应⽤⼼理学（BS）
烘焙&糕点艺术（AS）
烘焙&糕点艺术（BS）
烘焙&糕点艺术以及⾷品服务管理（BS）
饮料业运⾏及零售管理（BS）
⽣物学（BS）
⼯商管理（BS）
商业研究（BS）
电脑制图（AS）
公司会计及财务分析（BS）
咨询学（MS）
咨询⼼理学（BS）
刑事司法（BS）
刑事司法（MS）
烹饪艺术（AS）
烹饪艺术（BS）
烹饪艺术和⾷品服务管理（BS）
烹饪艺术教育（MAT）
烹饪营养学（BS）
烹饪科学（BS）
⽹络威胁情报&防卫（BS）
饮⾷学和应⽤营养学（BS）
电⼦⼯程学（BS）
⼯程设计&配置管理（BS）
企业管理（BSBA）
马术商业管理/⾮骑术（BS）
马术商业管理/骑术（BS）
马术科学（BS）
时尚商品营销&零售（BS）
财政学（BS）

找到适合您的学位

现在我们来体验强⽣威尔⼠⼤学
• 教师都是他们所在⾏业⾥的领导者和专家，授课以
专业MBA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时他们还会作为您的职业导
师向您提供帮助。
• 课堂⽓氛融洽，互动性强。
• 专业性的⼯商管理硕⼠（MBA）学位使您能够
专门学习⼀个特定的领域。
• 全球性的经验和视野-与来⾃世界各地的同学建⽴
校友⼈脉。

他们已拥有本科学位，或在进⼊项⽬课程前已修完基础
课。

MBA课程

理科硕⼠课程

通⽤⼯商管理硕⼠（MBA）

咨询

通过学习我们的通⽤⼯商管理硕⼠（MBA）课程，您可在
任何地区或国际⾏业担任管理岗位，因为您可以学习到实
际的应⽤知识，为在企业的职能部门⼯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财政学

专业MBA
• 会计学-课程设置满⾜150⼩时⾼等学习要求，这是应
试者参加注册会计师（CPA）统考必备的硬性条件。
• 酒店管理-通过学习，您能够在不断发展壮⼤的全球
酒店业脱颖⽽出。
• ⼈⼒资源管理-学习有效的⽅法，通过战略和规划制
定公司的⼈员需求，之后建⽴有效的政策和项⽬来
吸引并保留最优异的⼈才，从⽽使⼀个企业具备很
强的竞争⼒。
• 信息技术-⾸先夯实您的技术技能，之后可转向管理
层，管理⼈员以及企业运⾏。
• ⾮营利组织管理-通过加强您的领导能⼒、战略能⼒
以 及批判性思维能⼒，使您的职业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并 有效地管理⾮营利组织。
⼀年期MBA
通过这个强化的全⽇制课程，您只需⽤正常时间的⼀半来
完成学业，从⽽加速您的事业进程。我校为期⼀年的MBA
课程在每年6⽉和9⽉开学，本科毕业的学⽣可继续注册
并在12个⽉后毕业。该课程是专为我校学⽣定制的

4+1学位课程
强⽣威尔⼠⼤学的研究⽣可以注册4+1学位项⽬，既节学
位项⽬，既节约时间，⼜节省财⼒。从下列项⽬中选择：
• 4+1 B.S./MBA
• 4+1 B.S./MBA 集中学习会计学、酒店管理以及 信息
技术

通关学习咨询业的知识、技能和⾏业经验，您将在这个不
断发展壮⼤的领域脱颖⽽出，同时它也能满⾜您服务社
会的志向。
运⽤您财务⽅⾯的知识、实践和技术解决复杂的经济问
题，为机构和消费者创造价值。

全球旅游及可持续经济发展

通过职业培训以及真实项⽬，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
及经济发展制定战略规划。依托正确的长期规划，旅游业
能够为未来的⼦孙后代保留完好的风景名胜，同时保持积
极向好发展。

⼈⼒资源管理

⼴泛学习基础必备技能，从⽽能够在任何⾏业成功引导员
⼯发展、企业发展以及制定战略规划。

财政学（MS）
⾷品&饮料企业管理（BS)
全球旅游及可持续经济发展（MS）
平⾯设计（BS）
健康科学（BS）
酒店&住宿管理（BS）
⼈⼒资源管理（BSBA）
⼈⼒资源管理（MS）
信息安全/保障（MS）
国际商务（BSBA）
⽂学研究（BS）
管理学（BS）
营销学（BS）
⼯商管理硕⼠（MBA）
MBA-会计学
MBA-⾦融学
MBA-酒店管理
MBA-⼈⼒资源管理
MBA-信息技术
MBA-⾮营利性组织管理
MBA-⼀年项⽬
MBA-运营及供应链管理
媒体&传媒研究（BS）
运营及供应链管理（BSBA）
组织风险及⽹络安全管理（BSBA）
政治科学（BS）
餐厅、⾷品&饮品管理（BS）
机器⼈⼯程技术（BS）
社会媒体&⽹络技术（BS）
社会学（BS）
软件⼯程（BS）
运动领导（MS）

信息安全/保障

保障电脑系统安全并保护新建、储存以及发送的信息。

助理医师学习

学习您所需要的知识并积累⼯作经验，从⽽能够提供以
病⼈为中⼼，充满⼈道主义的护理服务。

运动领导

学习能够成为全球运动业领导者的必备知识和技能。与
⾏业合作伙伴共事，通过体验性的项⽬打磨您的各项技
能，并在该领域的各个⽅⾯展⽰您正直的品质和社会责
任感。

强⽣威尔⼠⼤学的每个校区提供不同的课程、学位、实验室及教职⼈员，但所有课程都以艺术&科学的核⼼课程
为中⼼。
普罗维登斯校区

北迈阿密校区

丹佛校区

夏洛特校区

迎新⽣

强⽣威尔⼠⼤学的迎新⽣服务（对已向我们发送的⾏程计
划的同学）包括
• 从当地机场、⽕车站或公交车站到学校的交通服务
• 普罗维登斯校区赠送到达第⼀晚的酒店住宿

• 如果需要，可协助学⽣找学校外的住宿地点
在强⽣威尔⼠⼤学，您能找到家的感觉。事实上，我们的
留学⽣，在经过与全球其他⼤学对⽐后，将我校的迎新 您到达后，将由⼀名国际协调员帮助您顺利过渡校园⽣活。
如果您是⼤⼀新⽣，您必须在⼤学内住宿。强⽣威尔⼠⼤学
服务评价为优于全球平均⽔平。
的学⽣宿舍有两⼈间和四⼈间，宿舍内有卫⽣间、学习室、
娱乐区、电视和洗⾐房。

国际
学⽣经历
强⽣威尔⼠⼤学的留学⽣分享他们在这⾥的个⼈经历以及为什么他们对成为
本校的⼀员感到骄傲。

宿舍的分配取决于可选房间以及我们收到您预定费⽤以及
住宿合同的时间。
如果您转学到强⽣威尔⼠⼤学，我们将提供以下帮助：
• 从当地机场、⽕车站或公交车站到学校的交通服务
• 选择室友（如果需要）
• 准备常⽤设施（取暖、供电等）
• 购买布置公寓所需的物品

英语为第⼆语⾔（ESL）
在我们的普罗维登斯和北迈阿密校区，需要提
⾼英语⽔平的 学⽣，在开始学位课程学习前，
可在英语语⾔学院注册ESL课程。ESL的⾼阶学
⽣可同时上英语课及研究⽣课程。对丹佛校区
及夏洛特校区感兴趣的同学，可在当地机构学
习强化英语课程。
ESL课程共分三个级别：初级、中级和⾼级。尽
管完成课程的总时间可以改变，注册⾼级课程
后最短的学习时间为3个⽉（⼀个学期）。新⽣
报到后需参加分班考试，由考试成绩决定ESL
课程的所需时间。TOEFL或IELTS分数可代替我
校的分班考试。
结束ESL课程，开始专业课学习前，本科学⽣需
达到⾼级C或更好⽔平；研究⽣需达到⾼级B或
更好⽔平。

Victor Kafati，18岁
企业管理，洪都拉斯
Andrea Marotta，18岁

Anh Khue
Ho(“Roxy”)，18岁
运动/娱乐/活动管理，越南

Roxy 在这⾥最喜欢的是友好
的师⽣，实⽤的课程，学⽣组
烹饪营养学，巴拿马
织以及校内校外的很多机会。
Victor和Andrea 都很喜
她说：学校帮助我融⼊校园⽣
欢这⾥的同学、⽼师、这
活，通过以职业为中⼼的各种
座城市以及⼤学的学术机
经验，我能够为将来的事业做
会。Victor的专业是企业管 准备。她是学⽣会理事，全球
理，毕业后他想出⼝咖啡并 公民项⽬的主席，也是校园特
⽀持祖国的⽔电能源发展。 殊活动社团的成员。毕业后，
Andrea想利⽤所学的烹饪 她想在运动、娱乐及活动业
营养知识正⾯地影响我们
内⼯作。
的饮⾷习惯，并在将来开⼀
家果园，为⼤家提供健康⾷
品。

Rem ya Mathew，17岁
MBA,专业⽅向为印度信息
技术

Chang Shi，17岁
MBA,专业⽅向为中国酒
店管理

Rem ya⼀⼼⼀意想来强⽣
威尔⼠⼤学学习。
她说：这⾥的⽼师经验丰
富。我知道我在这⾥的经历
将帮助我实现⽬标
Rem ya最喜欢的是这⾥的
后勤⽼师。她说：如果留学
⽣遇到任何问题，总会有
后勤⼈员给予帮助。除了学
习， Rem ya还是校内印度
学⽣会的成员。

Chang选择强⽣威尔⼠⼤学
是因为它知名的MBA课程以
及它的位置。她说：罗德岛是
⼀个美丽的地⽅，在这⾥⽣
活很舒服。
她最喜欢的是这⾥的同学以
及来⾃世界各地的朋友。她
说：我了解了不同的⽂化，这
⾥的⼀切都让我难忘。毕业
后，她将在酒店业发展⾃⼰
的事业。

⼊学

本科⽣⼊学条件
国家/资质/要求

研究⽣⼊学条件

中国

类别/分数

⾼等中学毕业证书：平均分74%
印度尼西亚
SMU3：GPA6分
尼泊尔
中学毕业证书及⾼中毕业证书：总体平均分45% 韩国
Inmungye Kodung Hakkyo（⾼中证书）：平均分70%或5.5或
更低等
级（Mi）
台湾
⾼中毕业证书：平均分6 8%
⼟⽿其
Lise Diplomasi：GPA3分或Orta55%
越南
Bang T ot Nghiep T rung Hoc Pho T hing（中等教育毕业证
书）
GPA6分
加勒⽐地区中等教育证书（CSEC）
⼀般英语⽔平以三分或以上通过
西⾮考试委员会（WAEC）
⾼中证书：⾄少6 科，成绩为6 或更低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新加坡O⽔平考试，CIE
IGCSE/O⽔平考试：
⾄少5科，最少有三个C

不要求GMAT /GRE成绩
（通⽤，酒店管理，会计）；MS（财政学、
⼈⼒资源管理、咨询）：2.85
MBA（信息技术）及MS（信息安全/保障）：在经认可的学院/⼤学获
得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编 程、计算机⼯程或信息技术专业的本科学
⼠学位，总体GPA成绩⾄少为3.00/4.00的⽔平。

考试/成绩
T OEFL iBT - 75* (本科⽣) | 80* (研究⽣)
IELT S - 6.0* (本科⽣) | 6.5* (研究⽣)
PT E学术英语考试- 53*
ELS⽔平112- 成绩单
*强⽣威尔⼠⼤学确实有推荐的分项分数。更多信息，请联系
JWUINT@ ADMISSIONS.JWU.EDU.

仅适⽤于本科课程
GCSE，新加坡，CIE IGCSE/O⽔平考试：英语成绩为C或更⾼
国际⽂凭：英语成绩⾄少为4或更⾼， SL/HL（教学⼤纲A）
马来西亚SPM:1119英语成绩⾄少为C6或更⾼
加勒⽐地区中等教育证书（CSEC）：英语成绩为I –III

这些要求并⾮适⽤于强⽣威尔⼠⼤学的所有课程。⼀些课程（⽣物
学、健康科学、⼼理学等）
有专门的⼊学要求。

下⼀步

1. 发送您的⽹上申请
2. 请将所需⽂件发邮件⾄ jwuint@admissions.jwu.edu

研究⽣所需⽂件

本科⽣所需⽂件

•
•
•
•
•
•
•

⾼中成绩单
⼤专成绩单（如果适⽤）
护照复印件
银⾏证明，显⽰6个⽉的收⽀情况
强⽣威尔⼠⼤学的本科⽣财务申报表

约翰逊和威尔⼠⼤学提供从$ 3,000⾄$ 15,000的学业和优秀业绩奖学⾦。奖学 ⾦
续期可达四年，此资格在您⼊学申请审核期间确定。将考虑GPA、社会经
济背景和对学⽣组织的参与。
有关奖学⾦的更多信息，请
联系您的JWU代表。

英语要求

此信息只⽤于参考。强⽣威尔⼠⼤学保留在未经通知的前提下变更
录取条件的权利，请联系 jwuint@ admissions.jwu.edu.

•
•
•
•
•

2017–18
学费和杂费

所有⼤专成绩单
护照复印件
推荐信
⽬的声明
简历
银⾏证明，显⽰6个⽉的收⽀情况
强⽣威尔⼠⼤学的研究⽣财务申报表

本科⽣课程

MBA/MS课程

学费和杂费：$31,158或$32,358 住
宿：$9,474*
就餐计划：$4,335*
其他⽣活开销：$1,500
学⽣健康保险：$1,824
总计：$48,291- $49,491***

学费和杂费：$12,312或 $13,512
校外⽣活开销：$12,069**
其他⽣活开销：$1,500
学⽣健康保险：$1,824
总计：$27,705 or $28,905***
研究⽣学费基于每年6 门课程收取。如果研究⽣每学期学习两门
课程，则认为他是全⽇制学习。
本科⽣的先修课程：每节课$918
普罗维登斯的额外⽹上费⽤：每节课$116

英语语⾔学院
每学期11周的学费：$6,883

*每年总费⽤因住宿及餐⾷费不同会发⽣变化。
**每学年9个⽉的住宿/租房、就餐及交通费⽤的平均开销
***普罗维登斯校区的总费⽤更⾼，因包括$1,200的学⽣服务费

jwuint@adm issions.jwu.edu (401) 598-1074
jwu.ed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 阿伯特公园区8号, 普罗维登斯, RI 02903

Apply Now
apply.jwu.edu/

Facebook
facebook.com/
jwuinternational

Weibo
weibo.com/
jwuinternational

Line
Username:
JWU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