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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及創校使命學校簡介及創校使命學校簡介及創校使命學校簡介及創校使命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科比•索耶學院是一所男女共校的私立文理學院，位於美國新漢普州新倫敦市。學

校成立於 1837年，其前身是科比女子學院，在 20世紀 80年代正式改制成一所男女共校的
全日制本科大學。學校目前共有 30棟教學樓與宿舍樓，校園占地面積 200英畝。 
  科比•索耶學院目前擁有超過 1200名的全日制本科學生，來自全美 30多個州和全
世界 30 多個國家。不管是課上還是課下，學生和老師們在學業指導和研究方面都會緊密配
合。學校現提供 30餘個本科學位項目。 
  創校使命創校使命創校使命創校使命 
  科比•索耶學院旨在讓學生們為快速變革中的全球化社會做好準備。學院繼承了美

國式文理學院的優秀傳統，強調綜合學習與專業發展並重，並培養學生從多角度和全球視野

看待問題的能力。長期以來，科比•索耶學院以其能夠為學生提供學習平臺，為校友提供聯

繫和為本土社區提供資源而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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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科比•索耶學院坐落於風景如畫的新漢普州中部湖區，是一個遠離塵世紛擾的理想

求學之地。學校距離新漢普州首府康科特市約 35 分鐘車程，距新英格蘭地區最大城市波士
頓約 1個半小時車程，距紐約市約 5小時車程。此外，學校距離美國常春藤名校之一的達特
茅斯學院約半小時車程，兩校悠久的交往歷史和資源分享也成為新州的一段佳話。 
 

              學校在 Google地圖上的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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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項目及學位本科項目及學位本科項目及學位本科項目及學位 

 

  科比•索耶學院現提供 30多個項目，範圍包括工商管理，教育學，美術和表演藝術，
人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醫學預科。 
  學校現在提供本科學士學位的專業（Majors）有：藝術史、平面設計、廣播藝術、
體育、生物學、工商管理、幼教、寫作、英語、環境科學、運動學、醫療管理、健康推廣、

歷史與政治學、傳媒學、博雅教育、護理學、哲學、心理學、公共健康、社會學以及體育管

理。 
  此外，學校還提供國際關係、性別研究、法律研究、美國研究、歷史、化學等學術

領域的輔修專業（Minors）課程。 
  想瞭解完整的學術課程介紹，請點擊這裡。 
 

 
                 圖為護理學專業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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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錄取申請及錄取申請及錄取申請及錄取 

 
  本科新生申請本科新生申請本科新生申請本科新生申請 
  以下是申請本科專案的新生所需要提交的資料清單。一般情況下，所有的資料必須

以英文填寫。成績單需要以原文和英文翻譯件兩種形式同時提交： 
  1. 線上填寫完整的“通用申請”（Common Application）。請點擊這裡建立“通
用申請”的戶口資料。 
  2. 45美元的申請費（學校將會減免所有通過線上方式申請學生的申請費用）。 
  3. 現在就讀學校的官方成績單。高中生必須提交高中成績單，轉學生必須提交在讀
大學的成績單。如果轉學生已經修讀的大學學分少於 30個，則需要同時提供高中成績單。 
  4. 高中畢業證書的原件或者公證件；或者高中的離校證書或官方的畢業證明信（如
果是轉學生並且已經修讀了 30個學分以上課程，則無需提供）。 
  5. 非英語為母語的學生需要提供語言能力證明。學校要求學生必須達到新託福 61
分以上或雅思 6.0分以上。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語言考試成績必須由考試機構直接寄送到科比語言考試成績必須由考試機構直接寄送到科比語言考試成績必須由考試機構直接寄送到科比語言考試成績必須由考試機構直接寄送到科比••••索耶學院索耶學院索耶學院索耶學院。。。。託福送分代碼是託福送分代碼是託福送分代碼是託福送分代碼是

3281，，，，雅思考生需要讓考試機構把成績單寄送到雅思考生需要讓考試機構把成績單寄送到雅思考生需要讓考試機構把成績單寄送到雅思考生需要讓考試機構把成績單寄送到：：：： 
  541 Main Street  
  New London, NH 0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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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師或院長推薦信。推薦信作者應該對被薦人的學業十分瞭解。 
  7. 申請論文。具體要求請參見“通用申請“系統中本校的頁面。 

  8. SAT或 ACT成績。此兩項考試在錄取過程中並不作要求，但提交這兩項成績中的
一項會增加被錄取的幾率。 

  轉學生入學要求轉學生入學要求轉學生入學要求轉學生入學要求 
  作為一名國際轉學生，在提交了以上材料後，還需提交： 
  1. 一份由官方認證的大學成績單。如果是在美國以外的學校就讀，成績單中所有的
課程需要WES評估和認證。成績單及翻譯件一式兩份。 
  2. 一份系主任、教授或輔導員的推薦信。 
  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 
  秋季入學（9月開學）的申請截止日期是當年的 4月 1日。 
  春季入學（1月開學）的申請截止日期是前一年的 11月 1日。 
  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郵寄地址 
  Colby-Sawyer College 
  Office of Admissions 
  541 Main Street 
  New London, NH 03257 USA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信信信信箱箱箱箱 
  international@colby-sawye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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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 
  +1 (603) 526-3452. 
  錄取結果及通知錄取結果及通知錄取結果及通知錄取結果及通知 
  科比•索耶學院大學招生辦公室在收到申請者的所有材料後才會開始審核申請。錄

取決定會在錄取委員會收到完整材料後的 3到 4個星期內作出。錄取決定將會以電子郵件或
其他方式通知申請人。 
  獲取更多關於申請流程和所需材料的資訊，請點擊這裡，或通過電子信件與招生辦

公室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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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用學雜費用學雜費用學雜費用 

 
  本校 2013-2014年度的學雜費用為： 
  學費     37,300美元； 
  住宿及膳食費   12,500美元； 
  共計     49,800美元。 
  此外，國際學生通常還需要支付： 
  書本費和其他開銷  約 2000美元； 
  醫療保險    約 900美元； 
  以及往返美國的機票費用。 
   
獎學金和助學金獎學金和助學金獎學金和助學金獎學金和助學金 

 

  科比•索耶學院為國際學生提供有限的、基於學術成績和能力的獎學金（Scholarship）
和基於家庭經濟條件的助學金（Financial Aid）。國際學生將在錄取過程中直接被考慮授予
獎學金的可能性，而助學金則需要單獨填寫表格申請。學校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相加不會超

過每年學費的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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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為國際學生提供的獎學金包括： 

� 提前行動提前行動提前行動提前行動 （（（（Early Action））））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申請要求：申請秋季入學時在前一年的 12月 1日之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並獲得錄
取。 
  獎學金金額：每年 2000美元。 

� 韋森榮譽學位專案韋森榮譽學位專案韋森榮譽學位專案韋森榮譽學位專案（（（（Wesson Honor Program））））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申請要求：高中平均成績績點在 3.75以上並有良好的學習習慣和領導能力。 
  獎學金金額：每年 24,000美元。 
  韋森榮譽學位專案（Wesson Honor Program）是科比•索耶學院引以為傲的學術
專案之一，旨在培養專案參與學生的優秀學術能力和出眾領導能力。想要成為一名專案參與

學生，申請者必須在申請秋季入學時于當年的 2月 1日之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被此專案
選中的學生將自動獲得每年 17,000 美元的獎學金，並且需要在大學期間保持 3.5 以上的平
均成績績點。想要獲取此專案的詳細資訊，請點擊這裡。  

� 先驅先驅先驅先驅（（（（Founders））））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申請要求：高中平均成績績點在 3.5以上並有良好的學習習慣。 
  獎學金金額：每年 21,000美元。 
  因獎學金十分有限，申請者需要在申請秋季入學時于當年的 2 月 1 日之前完成所有
材料的提交才會被考慮發放此獎學金。 

�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Presidential））））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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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要求：高中平均成績績點在 3.3以上並有良好的學習習慣。 
  獎學金金額：每年 19,000美元 
  此獎學金獲得者必須在大學期間保持 3.0的平均成績績點才能獲得續發。 

� 黑馬黑馬黑馬黑馬（（（（Chargers））））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申請要求：高中平均成績績點在 3.0以上。 
  獎學金金額：每年 15,000美元 
  此獎學金獲得者必須在大學期間保持 2.75的平均成績績點才能獲得續發。 
   
  此外，如果國際學生想申請助學金，需要在在申請秋季入學時于當年的 2 月 1 日之
前完成所有材料的提交並且填寫相關表格。表格索取請與招生辦公室以電子信件的方式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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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服務國際學生服務國際學生服務國際學生服務 

 

  科比•索耶學院的國際學生服務處（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rvices）為在校的國
際學生提供各種悉心周到的服務。目前，科比•索耶學院有來自全球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50余名國際學生，學生來源最多的國家包括中國、尼泊爾、越南和衣索比亞。國際學生服
務處為學生提供簽證諮詢、移民法規教育、美國文化教育等多種服務，以保證國際學生能夠

儘快融入美國生活與學習。每年，國際學生服務處及其下屬的文化交流俱樂部（Cross 
Cultural Club）都會舉辦國際文化節，給來自全球各地的學生提供一個展示各國文化的平臺。
這項開始於 2000年的活動到現在已經成為了新倫敦市的一項年度盛會。 
  欲瞭解國際學生服務處的詳情，請聯繫國際學生服務處處長 Lee Woodworth女士，
電子信箱： lwoodworth@colby-sawyer.e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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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生學者簡介中國學生學者簡介中國學生學者簡介中國學生學者簡介 

  
  中國與科比•索耶學院的聯繫可謂源遠流長。早在 20世紀 30年代，一名來自中國
上海的女孩秦宋愛麗（音譯）就來到當時的科比女子學院就讀，成為科比•索耶學院招收的

第一名國際學生。目前，科比•索耶學院的華人群體一共擁有二十余名中國大陸籍學生，1
名中國籍教授，1 名臺灣籍交換學者。二十余名中國籍學生分別來自于北京、上海、廣東、

四川、重慶、福建、江蘇、遼寧、安徽等省市，就讀於工商管理、傳媒學、醫療管理和幼教

等專業。以下是部分中國籍學生的簡介。 
 

 
 

 

賈逸瑋賈逸瑋賈逸瑋賈逸瑋 

來自江蘇省揚州市。2010年來到科比•索耶
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學學士學位。主修金融學，

輔修國際關係學。在文化交流俱樂部擔任公

共關係協調員。她說，在這三年求學路中對

她影響最大的是博學多才的教授們，他們的

悉心教導對她職業和人生規劃有著重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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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瀟瀟呂瀟瀟呂瀟瀟呂瀟瀟 

來自廣東省廣州市。2012年來到科比•索耶
學院攻讀博雅教育專業，韋森榮譽學位專案

學生。她在學校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在學生

會和學生活動委員會擔任幹事。這位祖籍廣

西的壯族女孩對於國際政治和經濟有著獨到

的見解，她認為在科比•索耶學院最棒的事

就是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一同交流、辯

論、學習，在思維的碰撞中迸發出新的思想。 
 

 

  

  
 顏尚宇顏尚宇顏尚宇顏尚宇 

來自四川省綿陽市。2012年來到科比•索
耶學院攻讀歷史與政治學專業，同時輔修

傳媒學。他認為在科比•索耶學院能享受

到世界級的教育資源，曾在 2013 年赴奧

地利交換學習，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文化和

精彩。同時作為一名國際學生大使，他也

樂於向大家分享關於中國和四川的傳統文

化和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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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玉坤陳玉坤陳玉坤陳玉坤 

來自福建省廈門市。2012年來到科比•索耶
學院攻讀傳媒學專業，韋森榮譽學位專案學

生。這位活潑好動的男生酷愛攝影和籃球，

並且在學習中時常提出新的創意和見解。他

認為科比•索耶學院的小班化教學為深入探

究式的學習提供了條件，豐富的課堂討論也

令他受益匪淺。 
 

         

 

   
來自湖南的彭旭溶（左）和來自上海的湯歐陽文（右）在國際文化節上表演中國傳統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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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申請簽證申請簽證申請簽證申請 

   
  根據美國移民法規，赴美留學的外國學生必須申請 F-1或 J-1簽證以獲得入境和居留
資格。F-1簽證適用於來美攻讀學位的學生，J-1簽證適用於來美短期交流或交換的學生。申
請這兩項簽證通常需要錄取通知、財產證明和收入證明等。詳細情況請訪問美國駐華大使館

或駐上海、廣州、成都、瀋陽或香港總領館網站查詢。臺灣居民請訪問美國在台協會網站查

詢。 
 
聯繫我們聯繫我們聯繫我們聯繫我們 

   
  請流覽我們的網站： www.colby-sawyer.edu 獲取更多更全面的資訊！ 

  同時請關注我們在新浪微博，Facebook，YouTube上的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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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