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

路易斯大学

achieve more
TOGETHER.
共同实现更多

覆盖全球
欢迎来到路易斯大学
路易斯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可以根据具体兴趣和职业诉求进行定制化设计的85个
本科课程以及35个研究生课程，从而让学生拥有一个激动人心、成果丰硕的未来。此
外，我们还将在整个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帮助，让入学流程变得方便快捷。不论是移民援
助、出行协调、机场接机、入学教育还是学分转移，我们将在每一步为你提供帮助！

lewisu.edu/international

理想人数

绝佳位置

天主教和喇沙学校

将近6700名学生。学生来自全球30多

路易斯大学距离芝加哥仅30分钟

路易斯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学校，不过学

个国家。平均而言，每个班级有17名

的距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便能够

生并不非得是天主教信徒。路易斯大

学生。由于班级人数不多，授课教授可

到达机场。在距离芝加哥很近的同

学欢迎拥有各种文化和信仰的学生。

以在未来成为学生求职时的推荐人。

时，路易斯大学还是一所坐落于伊

在喇沙传统里，我们认为教育应当是

利诺伊州罗密欧维尔，拥有一个面

普惠性的，应当为学生提供实用技

积达410英亩的安全校区的学校。

能，让学生在未来生活中实现成功。

30
个国家

代表我们的
国际学生社区

入学流程
1

申请要求：

lewisu.edu/applyinternational

• 来自One Earth/ Educational

2

奖学金：
所有本科学位申请人都可
以申请获得以下奖学金：

3

申请截止日期：
路易斯大学全年都接受
申请，会以滚动录取的

• 学术奖学金——通过对以前的学

方式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不过，我

Perspectives/ECE/

术级别和学习成绩进行评估，

们建议国际学生在开课前60天提交所

WES的成绩单评估

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年

有入学申请材料。在线申请请点击

4,000-5,500美元的奖学金。

lewisu.edu/apply-international

•英
 语成绩：托福79/雅思6.0/
ELS中心证书els.edu

• 护照复印件
• 资金证明（入学后）
• *硕士学位申请人——简
历、推荐信、动机函

• 喇沙奖学金——来自喇沙高中的学生
可以获得每年2,500美元的奖学金。

• 转学奖学金——通过对学历进行评估，
在当地伊利诺斯社区学院合作伙伴完成
了副学士学位的国际非运动员学生可以
获得高达每年10,000美元的奖学金。

• 无申请截止日期
• 无SAT/ACT/GMAT/GRE要求

ELS语言中心
ELS全年52周不间断开课，每期四周，每天六节课。在课堂上，学生们将进行语
言结构和口语练习、语言学习、以及阅读和写作训练。此外，学生们还可以选择
参加专注于会话、听力理解、美国文化、公共演讲以及时事的技能提升课程。
ELS在美国设有50多处语言中心，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基于美国校园的英语语
言指导培训中心。自1961年开设首个语言中心以来，ELS已经帮助来自140多个国
家的100多万名国际学生学会了英语。凭借其在帮助国际学生为美国大学学习做准备
的过程中积累的多年经验，ELS制订了独特的课程、教材以及品牌语言学习软件。

30

分钟的路程到达
芝加哥

学术课程和专业
路易斯大学是一所充满活力的男女同校大学，提供了超过85个本科专业和课程以及35个研究生课程。路易斯大
学是国际罗马天主教教团喇沙会赞助的众多学校之一，拥有超过320年的喇沙传统教学经验。我们当今规模最大
的专业课程包括航空、商业、计算机科学/信息安全、金融、组织领导力和项目管理、以及科学。路易斯大学提
供了20多个科学相关学位。随着技术一流的全新科学中心的建立，修读科学课程的学生人数大幅提升。

本科/学士学位课程：
会计
体育训练
航空行政管理
航空航天技术
航空飞行管理
航空维修管理
航空安全
生物化学
生物学
生物医药科学
工商管理
化学物理学
化学
计算机工程学
计算机图形设计
计算机科学
当代全球研究
司法/社会正义
绘画
经济学
英语
环境科学

锻炼和运动科学

政治科学

金融学

心理学

刑事侦查

公共政策

通用工作室艺术

公共关系/广告学

课程与教学：教学技术
(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课程与教学：阅读老师认可
(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阅读与识字、阅读专家

历史学

广播电视学

人力资源管理

社交媒体营销

插画

社会工作

*要求2年的教学经验

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

社会学

公共安全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信息系统

西班牙语言和文化

*要求公共安全管理毕业文凭

交互媒体

体育管理

司法/社会正义

国际商业

戏剧学

国际关系

神学

*要求司法/社会正义毕业文凭

新闻学

运输管理

课程与教学：英语作为外语

市场营销学

无人飞机系统

数学

(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研究生/硕士学位课程：

音乐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音乐营销

商业分析(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组织传播

航空和运输(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油画
律师帮办研究
哲学
法律哲学

金融学(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课程旨在教授非英语人士，而
不是教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具有校长认可的教育领导力
(教育硕士学位课程)

*要求4年的教学经验

信息安全(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博士学位课程：

项目管理(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教学教育领导力

组织领导力(文学硕士学位课程)

物理学

(教育博士学位课程)

2015/2016年
国际学生财务估算

本科/学士学位课程

研究生/硕士学位课程

(每年)

(每年)(根据课程不同会有所不同，
基于9学分/每学期)

学杂费
健康保险

$28,940
$9,580
$975

$14,310
$9,580
$975

合计

$39,495**

$24,865***

*住宿费=最基本(用餐计划1)+校内住宿，与另一名
学生同住一间卧室(双人房)。

**本估算不包括额外费用：教材、学校用品、衣物、
交通、电话和其他公用事业、洗衣、洗漱用品、床单
被褥、理发以及社交活动。

***硕士学位的总成本会根据所选择课程的不同有所
不同。请查看路易斯大学的成本：www.lewisu.
edu/tuition。

住宿费*

lewisu.edu/international

路易斯大学一览
就业服务

安全校园

• 伊利诺伊州第七大私立大学

• 就业策略、简历撰写以及面试技巧

• 路易斯大学警察部门既包

• 将近6700名本科和研究生学生

• 校园招聘会和面试机会

• 32%的少数族裔学生

• OPT选项：我们申请了OPT(选择性实习训

• 国际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

WISDOM

★

括宣誓警察(治安官)，

练——在美国为期一年的工作经验)的国际

又包括校园保安

• 一天二十四小时至少会有一
名宣誓警察进行值班

学生在不到六十天的时间里找到了工作。

• 由校园保安提供支持

卓越的学术环境

• 24小时校园巡查

• 根据文科传统进行专业和职业准备
• 90%的班级学生数量不超过30人
• 没有教学助理
• 丰富的实习、研究以及海外学习机会

学生生活
• 超过100个学生团体和活动
• 20个美国大学体育协会二级运动队
• 戏剧和表演艺术课程
• 参加志愿服务和同龄人牧师会的机会
• 校内和俱乐部体育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享受
欢乐、结交朋友并参加团队体育活动。

国家认可
• 路易斯大学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中西部最佳大学”
• 路易斯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最佳大学”排
名中位列“美国中西部硕士学位最佳大学”前列

• 被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评为“信息安全教育学术卓越中心”
•《普林斯顿评论》-《Game Pro》
顶级本科和研究生游戏设计课程

• 路易斯大学得到了Colleges
BE

of Distinction的认可

ST

• 路易斯大学在Great Value Colleges“美
国中西部私立大学”排名中位列第20位。

One University Parkway
Romeoville, IL 60446-2200
(815) 836-5250
lewi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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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个学生宿舍，容纳学生1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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