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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世界性视野的这个意愿是我们作出的一个选择，而作
出这个选择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经验所致的结果。如果没机会
去知晓那些与我们生活经历并不相同的人们，选择去体察这
个世界和选择去将这世上有很多人与我们生活经历不同的这
个现实也包括在我们的视野中都会变得困难起来。” 
— 校长：Robert L. Niehoff, S.J

关于约翰·卡罗尔大学
John Carroll University（JCU）建校 125 年来，始终致力于秉承卓越的耶稣会教育传统，将学生培养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我校座落在克里夫兰市郊景色优美和环境安全的尤尼弗西蒂
海茨（University Heights）。我们交通便利、设施先进的校园共占地64英亩，其内包括多伦科技中心（Dolan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装修一新的电视节目制作室
和多媒体实验室以及供体育比赛和休闲锻炼之用的多个运动中心。我校共设有70个（主修）专业，并同时开设了大量用以增加学生学习深度和灵活度的学术课程。我校对待录取工作严
格认真，并着眼于保证学生们在四年内成功地完成各自的学业。

我们获得的殊荣 
• 约翰·卡罗尔大学在美国中西部大学中排名第七。至2012年，我校已经连续23年稳

居《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同类大学排名榜
的前十名。

• 我校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Schools with a Strong Commitment to 

Teaching”类别中排名第三。
• 我校荣获《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Great Schools, Great Prices”排名榜的

第六名。
• 我们的商科课程获得国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AACSB）认证，并由此进入到世界上

所有同类课程的前11%的行列里。
• 世界闻名的约翰·卡罗尔大学Boler商学院在《商业周刊》杂志对商学院的评选中名

列全美第六十二名。
• 我校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美国最好的大学”的第一百四十八名。
• 我校荣登《普林斯顿评论》杂志“中西部最好的153所大学”排名榜。

我们的校园

• 科技：约翰·卡罗尔大学向学生提供最为先进的科技平台以及覆盖全校园的无线
网络。

• 学术研究：我校图书馆与俄亥俄州内所有大学的图书馆都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图
书馆网络系统，学生可以查阅4800万册图书、数以百万计的电子文档、12000种电
子出版物以及140多个电子化研究数据库。

• 生活安排：超过90%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可入住位于校园内的宿舍。校园附近还有
众多的私人公寓（有许多是由本校所拥有），均可步行至教学区、超市及其它店铺。

• 健身锻炼和休闲：约翰·卡罗尔大学的各个健身中心都设有各种健身设备，包括力
量训练器械、爬楼机、健身车、跑步机、椭圆机等等。在学生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中，
前往壁球馆和室内运动场也很是流行。

• 出行：在每一周内的每一天里，学生们都可以乘坐我校的穿梭校车前往到校园周边
的购物中心、电影院、超市和餐馆等处。

• 用餐：校园餐厅的Fresh Food餐饮公司供应种类繁多的新式菜肴，有正宗的民族特
色烹调，有美国传统美食，还有各种健康食品及素食。所有的美食均为现场烹制，绝
对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食堂饮食。

我们的学生
• 约翰·卡罗尔大学的各学位专业共招收了将近3000名本科生和近700名研究生。
• 我校施行课堂基本不超过35名学生的小班教学。课堂教学着眼于师生间的互动讨

论，而非单向的教师授课。
• 我校学生来自美国的29个州及美国之外的35个国家。
• 校内共有近100个正规学生团体。最受欢迎的学生团体包括：校内体育和竞技运动团

队、学生会、WJCU电台、Carroll新闻报、兄弟会和姐妹会，以及学生自愿者工作团体。

热门学习领域
 

最热门的专业：心理学、媒体传播、市场营销、生物、政治学、教育、会计学、工商管理。

我们的师资
• 约翰·卡罗尔大学现有189名专职教师：他（她）们中的96%都拥有其各自学术领域

内可获得的最高学位。除极少数由研究生助教讲课的班级之外，所有的本科课程都
由专职教师教学。

• 对学生关怀备至的我校教师不只是作为学生的学术导师，而且向在校的学生提供个
人支持以及监督学生的学习进度。我们保证所有国际学生在整个的就读期间都会拥
有一位具有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
• 克里夫兰是一个族裔众多和文化多样的城市，是多民族市民的共同家园——克里夫

兰市民既包括二十世纪初来自东欧的移民后裔，也包括最近三十年来来自中国、印
度、拉丁美洲国家、中东国家及越南的大量移民。

• 摇滚名人堂（Rock & Roll Hall of Fame）座落于克里夫兰。
• 克里夫兰拥有全美第二大的戏剧文艺区——Playhouse Square。
• 从约翰·卡罗尔大学出发，经过很短的车程就可以到达全球知名的克里夫兰管弦乐

团（Cleveland Orchestra）、塞弗伦斯音乐厅（Cleverance Hall）和克里夫兰
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 克里夫兰拥有众多职业运动俱乐部：NBA的克里夫兰骑士队（Cleveland Cavaliers）、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克里夫兰布朗队（Cleveland Browns）、以及克里夫兰印第
安人棒球队（Cleveland Indians）。

• 克里夫兰的购物选择多种多样——消费者既可以去约翰·卡罗尔大学附近的高档购
物中心，也可以前往克里夫兰著名的West Side时鲜市场。

• 被称为“翡翠项链”的克里夫兰都市公园系统有着美丽多样的景色。所有公园的总
面积有89平方公里。公园内专设有用于漫步、骑车、骑马及野营的区域，并有五个自
然教育中心和七个高尔夫球场。

• 约翰·卡罗尔大学与克里夫兰地区的11所其他大学（包括凯斯西储大学）建立有联
盟关系，学生被允许在这些联盟大学内选择进修自己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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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过程
在录取评估决定被作出之前，来自美国之外的本科入学申请人必须提交下列文件。约翰·
卡罗尔大学是 The Common Application的成员。Common Application是一个为
400多所美国大学所共同接受的入学申请系统。只要填写一份Common Application的
申请表格就可以同时申请多所美国大学。

如欲得到约翰·卡罗尔大学的特定表格或者查看Common Application入学申请的相
关建议，请浏览www.jcu.edu/international。

申请步骤
1. 前往Common Application的网站 www.commonapp.org，并完整填写入学

申请表格以及提交申请论文（个人陈述）。我们提供打印（纸质）申请表格和在线
申请表格，而且在Common Application的网站上申请约翰·卡罗尔大学是免费
的。申请论文/个人陈述是 Common Application 表格的一部分并且不是另外的
要求。

2. 寄送申请人的正式成绩单以及初、高中学业记录。申请人必须寄送其就读过的所有初
中和高中出具的正式成绩单。如果申请人成绩单使用的不是英语，那么除原始的成绩
单外，还须提交成绩单的英语翻译以及按照美国4.0分评分制转换后的对应成绩。

3. 寄送标准化考试成绩。如果国际学生并非就读于英语教学的教育机构，那么在申请
春季或秋季入学时，必须要提交托福或者雅思的标准化考试成绩：

• 托福（最低要求分数：网考79分或纸考550分）
• 雅思（最低要求分数：6.5）

如果学生自认对英文能运用自如，也可以提交SAT或者ACT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包
括要求的学科测试和写作测试）。SAT或ACT成绩没有全部达到我校录取要求的国
际学生可能依然会被录取评估，但会被要求参加一次在Skype上进行的现场面试。

4. 提交一份护照副本。

*经本校录取的学生也必须缴交一份填写完整的财务保证声明。JCU需要此声明以及您
的护照副本，才能处理并签发必要的文件，供您取得学生签证（I-20或DS-2019表格）。
按照美国移民法律规定，在每个学年和每个学期内，持学生签证（F-1和J-1）的国际学生
必须要全日制学习（即至少12个学分）才可以保持其所持的签证的有效性。

年度费用
学杂费 .................................................................................................. 35,980 美元
食宿费 .................................................................................................. 10,040 美元
学生宿舍总计 ....................................................................................... 46,020 美元

一般个人花销（年度）
书本和学习用品 ................................................................................... 1,500 美元
其他花销 .............................................................................................. 1,500 美元

*一次性新生训练费 .............................................................................. 725 美元

财务支持
国际学生有资格获得我校所有的奖学金，具体的奖学金申请条件均可以在我校的网站上
查询。提供学术型（academic-based）以及使命型（mission-based）奖学金，每年
的发放范围分别介于7,500 至22,500 美元以及 3,000 至 5,000 美元。

除奖学金之外，如果某名学生需要额外的财务支持以进入约翰·卡罗尔大学学习，该学
生应该提交国际学生财务援助申请表（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for 

Financial Aid）。该表格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获取。寻求任何额外补助或校园内的学生
工作机会时，该表格也会被要求填写。

软着陆
“软着陆”不仅仅是约翰·卡罗尔大学的一系列的服务项目，它更是我校在如何善待国际
学生上的一种理念。每一位国际学生都将其独特的才华带入到我们的校园中来，而且他
（她）们在校园内外获取的经历也不尽相同。
因此，当融入环境体现在跨文化准备、谈话和写作技巧以及对以讨论为主的美国教育体
系的适应时，“软着陆”就成为我们确保国际学生得以顺利融入我们校园环境的一个行
之有效的方法。约翰·卡罗尔大学力求照顾好每一名国际学生，并为每名国际学生在美国
的成功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请浏览 www.jcu.edu/international 以了解更多的关
于“软着陆”服务的信息。

约翰·卡罗尔大学“软着陆”服务的主要特色活动包括： 
• 校内适应训练：在开课前，学生会被尽早地安顿在校园内，从而有宽裕的时间去适应

周边环境；他们会有时间认识老师和学校员工，在课程开始前适应文化差异，并且有
机会结识其他同学。这些活动的目标就是使我们的国际学生感受到热情欢迎和舒适
放松，并由此对自己如何在校园中和在学习上进行定位有一个基础性的理解。

• 第一学期支持。所有的国际学生都会被安排一位学术指导教师。该教师将协助国际
学生完成每学期的课程注册，并专注于与国际学生面对面地就学习进度进行讨论。
被指定的来自高年级的指导伙伴也会起到顾问的作用，而且会指导新生去了解学校
校园、周边社区和学业事宜。每一名国际学生还会有一位经过特别挑选的对国际议
题和文化有兴趣的美国同学作为寝室室友。除了这些之外，全部国际新生与各自的
美国室友都集体居住在同一个住宿和学习一体的教学区内，以便学生们互相学习，
互相支持。

• 出国前过渡培训。在每个国际学生来源比较集中的国家，约翰·卡罗尔大学都会发起
一次由我校教职员工直接引导进行的互动式信息交流活动。这一活动的目标是帮助
学生做好入学准备，协助学生完成第一学期课程的注册，以及增进学生对克里夫兰
和约翰·卡罗尔大学的了解。

申请截止日期
1. 国际学生申请优先截止日期 ：2 月 1 日
2. 常规秋季学期（八月下旬开学）：5月1日
3. 春季学期（1月开学）：10月1日

如欲获取与申请程序和财务援助相关的信息，请联络：

Lily Fong 女士
国际招生助理主管
电邮：lfong@jcu.edu | 电话：+1 216 397 4595 | 传真：+1 216 397 4981

若想了解校园生活过渡的信息以及一般性的国际学生支持问题，请联络： 

Eric Patterson 先生
国际学生服务主管
电邮：epatterson@jcu.edu | 电话：+1 216 397 4947 | 传真：+1 216 397 4981

联络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