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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情况说明书

招生
作为圣诺伯特大学致力于将校园和课程国际化的一部分，我们
欢迎来自各个国家的符合资格的学生提交申请。 申请过程中，
国际学生需提交以下文件：

n 由学生本人签名的填写好的申请表。 

n 附上护照中的“个人资料页”的副本。

n 中学成绩单的英文译本。 

n  转校生：大学成绩单的英文译本。 需要提供官方的大学成绩
证明，才能获得学分。 收到报名保证金后，将会发送说明，
指导您如何申请此证明。

n  如需申请学术奖学金以外的机构资金，则需要提交附有配套
财务文件的完整财务申请。 

n 证明具有充足资金可用于一年的本科学习的银行信函。

n  英语水平：托福或雅思成绩：托福成绩最低需达到老托福 
(PBT) 550 分或新托福 (IBT) 80 分，雅思分数要求为综合成
绩 6.5 分。 注意：毕业于全英文教育的中学、IB（国际文
凭）项目或英语流利者可根据学习成绩，免除对托福或雅思
的要求。

n SAT 或 ACT 成绩作为申请的补充。 非必需。 

n  独立完成一篇不超过500字文章的写作。 作文话题可为“我
为何想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或对该目的个人陈述。 建议使
用手打文本。 

n 50 美元申请费。 网申无需申请费。

奖学金
我们会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定额的国际学术奖学金。 奖学金的范
围为每学年 5000 美元至 12000 美元。 被选为奖学金考察候选
人的学生，会在其录取通知书中告知。 由于这些奖学金是竞争
性的，我们希望学生能尽早申请最高额度奖学金考察。

学生签证
圣诺伯特大学将签发 I-20 表格。 I-20 表格必须递交给学生国籍
所在国的美国领事馆，以获得美国留学签证。

报名保证金
为确认报名意向，学生需提交 350 美元的不可退的保证金。 其中 
250 美元将被记入第一学期的发票，100 美元作为安全保证金。

圣诺伯特大学 
n  一所私立、男女混合式、可授予文理学士的四年制大学，

提供超过 40 个本科课程

n 一所被充分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

n 拥有 2200 名本科学生

n  热门专业包括：商业、计算机科学、会计、国际商务、
生物、化学、数学、政治学、通信和物理

n 学生、教师比例为 14:1，平均每班 21 名学生

n  地处于威斯康星州的德皮尔。 距离绿湾五分钟车程，距密尔
沃基 2 小时车程，距芝加哥 3 小时车程，距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4.5 小时车程。

n 拥有 73 个社团和组织

学术课程列表

    

其他问题？
请接受我们的邀请，了解关于圣诺伯特大学教育机会的更多信
息。 我们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OFFICE OF ADMISSION
St. Norbert College
100 Grant Steet  •  De Pere, WI 54115-2099  •  USA
电话：+1-920-403-3942  •  Skype：snc.international
电子邮件：international@snc.edu 
网站：www.snc.edu

会计学
美国研究
艺术
生物
生物化学
工商管理
商务信息系统
化学
古典文学
传播与媒介研究
计算机科学
经济学
教育学
英语
环境科学
法语

地理
地质学
德语
平面设计
历史
人文和艺术
公共事业
国际商务及语言区域
研究
国际学
日语
领导学研究
数学
现代语言文学
音乐
自然科学

和平与正义研究
菲律宾研究
哲学
物理学
政治学
牙科预科
工程预科
法律预科
医疗预科
兽医预科
心理学
宗教研究
社会学/人类学
西班牙语
戏剧研究
妇女与性别研究



圣诺伯特大学
非母语英语学院

ESL 学院针对怀有强烈学习英语愿望的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
密集英语语言课程（不计入学分），帮助他们掌握读、写、
说、理解美式英语的能力，达到专业或学术水平。

n 我们提供小班教学；班级人数平均 10-15 人

n 每周达 20 小时课程学习时间

n 申请条件：高中毕业，经济情况证明一份

学校特色及服务

n 接机服务
 我们将在奥斯汀施特劳贝尔（绿湾）国际机场（GRB）接

机，然后带您到达学校。 此项为免费服务。

n 住宿
 我们将为您在圣诺伯特大学学生宿舍里预留一个房间。

n 入学前沟通与专业咨询
 入学前沟通与专业咨询包括入学语言等级测试、校规学习、

校园游览、参观圣诺伯特大学健康保健中心及书店、校园文
化生活介绍。

n 友好家庭项目
 我们将为您在本社区内介绍一户美国家庭。 如果您对本项

目感兴趣，在您到达的三周后，我们将为您推荐一户友好家
庭。

n 交流伙伴
 我们将为您安排一位美国交流伙伴（夏季除外）。

n 导游
 导游活动一般在下午和晚上。 导游一般是自愿报名服务 ESL 

学生的圣诺伯特大学在校学生或退休老师。 接受这一服务的
学生需要每星期登记与导游确定下午或晚上的具体时间。

n 条件式入学
 我们将在圣诺伯特大学为您申请学位课程的入学。 成功完成

高级 ESL 课程的学生无需再参加托福考试。 如需了解条件
式入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nc.edu/go/conditional。

n 校园设施
 您可以使用校园内设施，主要包括：校园无线网络、计算机

实验室、图书馆、运动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咖啡厅、13 个
宿舍、健康中心、俱乐部和其他组织等等。

n 签证信息
 我们将帮助您解决护照及签证问题。

社区信息

圣诺伯特大学建于 1898 年，在校学生 2200 人，校园占地面积 
93 英亩，其中包括 39 座建筑物。 花园式的圣诺伯特大学位于
德皮尔市（人口 2.38 万）市郊，福克斯河畔。 德皮尔市是大绿
湾区（25 万人口）的一部分。 学校周围拥有餐厅、酒店（大学
的 Kress Inn 在校园内）、百货商场、银行、商店和其他学校。 
这里许多学生会搭乘城市公交、出租车或私家车去到当地的购
物广场、电影院和俱乐部。 

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ESL INSTITUTE  •  St. Norbert College
100 Grant Street
De Pere, WI 54115-2099 USA
电话：+1-920-403-3463
传真：+1-920-403-4083
电子邮件：esl@snc.edu
网站：www.snc.edu/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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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诺伯特大学受联邦法律认证，招收非移民类学生。

也可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