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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及创校使命  
   
  简介 
  科比•索耶学院是一所男女共校的私立文理学院，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新伦敦市。
学校成立于 1837 年，其前身是科比女子学院，在 20世纪 80年代正式改制成一所男女共校
的全日制本科大学。学校目前共有 30栋教学楼与宿舍楼，校园占地面积 200 英亩。 
  科比•索耶学院目前拥有超过 1200 名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来自全美 30多个州和全世
界 30多个国家。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学生和老师们在学业指导和研究方面都会紧密配合。
学校现提供 30余个本科学位项目。 
  创校使命 
  科比•索耶学院旨在让学生们为快速变革中的全球化社会做好准备。学院继承了美国
式文理学院的优秀传统，强调综合学习与专业发展并重，并培养学生从多角度和全球视野看
待问题的能力。长期以来，科比•索耶学院以其能够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为校友提供联系和
为本土社区提供资源而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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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科比•索耶学院坐落于风景如画的新罕布什尔州中部湖区，是一个远离尘世纷扰的理
想求学之地。学校距离新罕布什尔州首府康科德市约 35 分钟车程，距新英格兰地区最大城
市波士顿约 1个半小时车程，距纽约市约 5小时车程。此外，学校距离美国常春藤名校之一
的达特茅斯学院约半小时车程，两校悠久的交往历史和资源共享也成为新州的一段佳话。 
 

               学校在谷歌地图上的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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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项目及学位 
 

  科比•索耶学院现提供 30多个项目，范围包括工商管理，教育学，美术和表演艺术，
人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医学预科。 
  学校现在提供本科学士学位的专业（Majors）有：艺术史、平面设计、广播艺术、
体育、生物学、工商管理、幼教、写作、英语、环境科学、运动学、医疗管理、健康推广、
历史与政治学、传媒学、博雅教育、护理学、哲学、心理学、公共健康、社会学以及体育管
理。 
  此外，学校还提供国际关系、性别研究、法律研究、美国研究、历史、化学等学术
领域的辅修专业（Minors）课程。 
  想了解完整的学术课程介绍，请点击这里。 
 

 
                 图为护理学专业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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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及录取 
 
  本科新生申请 
  以下是申请本科项目的新生所需要提交的资料清单。一般情况下，所有的资料必须
以英文填写。成绩单需要以原文和英文翻译件两种形式同时提交： 
  1. 在线填写完整的“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请点击这里建立“通用
申请“的账户资料。 
  2. 45 美元的申请费（学校将会减免所有通过在线方式申请学生的申请费用）。 
  3. 现在就读学校的官方成绩单。高中生必须提交高中成绩单，转学生必须提交在读
大学的成绩单。如果转学生已经修读的大学学分少于 30个，则需要同时提供高中成绩单。 
  4. 高中毕业证书的原件或者公证件；或者高中的离校证书或官方的毕业证明信（如
果是转学生并且已经修读了 30个学分以上课程，则无需提供）。 
  5. 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需要提供语言能力证明。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达到新托福 61
分以上或雅思 6.0分以上。 
  注意：语言考试成绩必须由考试机构直接寄送到科比·索耶学院。托福送分代码是
3281，雅思考生需要让考试机构把成绩单寄送到： 
  541 Main Street  
  New London, NH 0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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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师或院长推荐信。推荐信作者应该对被荐人的学业十分了解。 
  7. 申请论文。具体要求请参见“通用申请“系统中本校的页面。 

  8. SAT或 ACT 成绩。此两项考试在录取过程中并不作要求，但提交这两项成绩中的
一项会增加被录取的几率。 
  转学生入学要求 
  作为一名国际转学生，在提交了以上材料后，还需提交： 
  1. 一份由官方认证的大学成绩单。如果是在美国以外的学校就读，成绩单中所有的
课程需要WES评估和认证。成绩单及翻译件一式两份。 
  2. 一份系主任、教授或辅导员的推荐信。 

  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入学（9月开学）的申请截止日期是当年的 4月 1 日。 
  春季入学（1月开学）的申请截止日期是前一年的 11月 1 日。 
  邮寄地址 
  Colby-Sawyer College 
  Office of Admissions 
  541 Main Street 
  New London, NH 03257 USA 
  电子邮箱 
  international@colby-sawyer.edu 



 

7 

 
 
  传真 
  +1 (603) 526-3452. 
  录取结果及通知 
  科比•索亚学院大学招生办公室在收到申请者的所有材料后才会开始审核申请。录取
决定会在录取委员会收到完整材料后的 3到 4 个星期内作出。录取决定将会以电子邮件或其
他方式通知申请人。 
  获取更多关于申请流程和所需材料的信息，请点击这里，或通过电子邮件与招生办
公室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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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费用 
 
  本校 2013-2014 年度的学杂费用为： 
  学费     37,300 美元； 
  住宿及膳食费   12,500 美元； 
  共计     49,800 美元。 
  此外，国际学生通常还需要支付： 
  书本费和其他开销  约 2000 美元； 
  医疗保险    约 900 美元； 
  以及往返美国的机票费用。 
   

奖学金和助学金 
 
  科比•索耶学院为国际学生提供有限的、基于学术成绩和能力的奖学金（Scholarship）
和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助学金（Financial Aid）。国际学生将在录取过程中直接被考虑授予
奖学金的可能性，而助学金则需要单独填写表格申请。学校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相加不会超
过每年学费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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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包括： 

� 提前行动 （Early Action）奖学金 
  申请要求：申请秋季入学时在前一年的 12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并获得录
取。 
  奖学金金额：每年 2000 美元。 

� 韦森荣誉学位项目（Wesson Honor Program）奖学金 
  申请要求：高中平均成绩绩点在 3.75 以上并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领导能力。 
  奖学金金额：每年 24,000 美元。 
  韦森荣誉学位项目（Wesson Honor Program）是科比•索耶学院引以为傲的学术项
目之一，旨在培养项目参与学生的优秀学术能力和出众领导能力。想要成为一名项目参与学
生，申请者必须在申请秋季入学时于当年的 2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被此项目选
中的学生将自动获得每年 17,000 美元的奖学金，并且需要在大学期间保持 3.5 以上的平均
成绩绩点。想要获取此项目的详细信息，请点击这里。  

� 先驱（Founders）奖学金 
  申请要求：高中平均成绩绩点在 3.5 以上并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奖学金金额：每年 21,000 美元。 
  因奖学金十分有限，申请者需要在申请秋季入学时于当年的 2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
材料的提交才会被考虑发放此奖学金。 

� 校长（Presidential）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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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要求：高中平均成绩绩点在 3.3 以上并有良好的学习习惯。 
  奖学金金额：每年 19,000 美元 
  此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在大学期间保持 3.0 的平均成绩绩点才能获得续发。 

� 黑马（Chargers）奖学金 
  申请要求：高中平均成绩绩点在 3.0 以上。 
  奖学金金额：每年 15,000 美元 
  此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在大学期间保持 2.75 的平均成绩绩点才能获得续发。 
   
  此外，如果国际学生想申请助学金，需要在在申请秋季入学时于当年的 2 月 1 日之
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并且填写相关表格。表格索取请与招生办公室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

  



 

11 

 
 
国际学生服务 
 

  科比•索耶学院的国际学生服务处（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rvices）为在校的国
际学生提供各种悉心周到的服务。目前，科比•索耶学院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
余名国际学生，学生来源最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尼泊尔、越南和埃塞俄比亚。国际学生服务
处为学生提供签证咨询、移民法规教育、美国文化教育等多种服务，以保证国际学生能够尽
快融入美国生活与学习。每年，国际学生服务处及其下属的文化交流俱乐部（Cross Cultural 
Club）都会举办国际文化节，给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示各国文化的平台。这项开
始于 2000 年的活动到现在已经成为了新伦敦市的一项年度盛会。 
  欲了解国际学生服务处的详情，请联系国际学生服务处处长Lee Woodworth女士，
电子邮箱地址： lwoodworth@colby-sawyer.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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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学者简介 
  
  中国与科比•索耶学院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 20世纪 30年代，一名来自中国上
海的女孩秦宋爱丽（音译）就来到当时的科比女子学院就读，成为科比•索耶学院招收的第一
名国际学生。目前，科比•索耶学院的华人群体一共拥有 20 余名中国大陆籍学生，1名中国
籍教授和 1名台湾籍交换学者。中国籍学生分别来自于北京、上海、广东、四川、重庆、福
建、江苏、辽宁、安徽等省市，就读于工商管理、传媒学、医疗管理和幼教等专业。以下是
部分中国籍学生的简介。 
 

 
 

 

贾逸玮 
来自江苏省扬州市。2010 年来到科比•索耶
学院攻读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主修金融学，
辅修国际关系学。在文化交流俱乐部担任公
共关系协调员。她说，在这三年求学路中对
她影响最大的是博学多才的教授们，他们的
悉心教导对她职业和人生规划有着重大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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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潇潇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2012 年来到科比•索耶
学院攻读博雅教育专业，韦森荣誉学位项目
学生。她在学校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在学生
会和学生活动委员会担任干事。这位祖籍广
西的壮族女孩对于国际政治和经济有着独到
的见解，她认为在科比•索耶学院最棒的事就
是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同交流、辩论、
学习，在思维的碰撞中迸发出新的思想。 
 

 

  

  

 颜尚宇 
来自四川省绵阳市。2012 年来到科比•索
耶学院攻读历史与政治学专业，同时辅修
传媒学。他认为在科比•索耶学院能享受到
世界级的教育资源，曾在 2013 年赴奥地
利交换学习，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和精
彩。同时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大使，他也乐
于向大家分享关于中国和四川的传统文化
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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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坤 
来自福建省厦门市。2012 年来到科比•索耶
学院攻读传媒学专业，韦森荣誉学位项目学
生。这位活泼好动的男生酷爱摄影和篮球，
并且在学习中时常提出新的创意和见解。他
认为科比•索耶学院的小班化教学为深入探
究式的学习提供了条件，丰富的课堂讨论也
令他受益匪浅。 
 

         

 

   
来自湖南的彭旭溶（左）和来自上海的汤欧阳文（右）在国际文化节上表演中国传统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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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申请 
   
  根据美国移民法规，赴美留学的外国学生必须申请 F-1或 J-1 签证以获得入境和居留
资格。F-1 签证适用于来美攻读学位的学生，J-1 签证适用于来美短期交流或交换的学生。申
请这两项签证通常需要录取通知、财产证明和收入证明等。详细情况请访问美国驻华大使馆
或驻上海、广州、成都、沈阳或香港总领馆网站查询。台湾居民请访问美国在台协会网站查
询。 
 

联系我们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olby-sawyer.edu 获取更多更全面的资讯！ 
  同时请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Facebook，YouTube 上的主页！ 
 
 
 
 This document is updated and edited by Shangyu Yan☺. If you have any advice, please contact shangyu.yan@my.colby-sawyer.edu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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