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多年來，新漢普夏大學為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教育。作為美國排名前50名的公立大學，新漢普
夏大學致力於提供學生實踐學習研究和累積實習機會，促進了學生學術上和未來就業上的成功。

進入新漢普夏大學
新漢普夏大學提供多種的科系課程，以便於
不同學術和英語程度的學生做選擇。

大學直入
符合新漢普夏大學大學入學要求的申請學
生，可以考慮直接入讀新漢普夏大學的大
學課程。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GSSP)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由大學學分課程組成，提
供國際學生到美國攻讀大學學位的學術和
文化環境適應的橋樑。 完成大學國際學生
課程後，學生將直接升讀到大學二年級。成
績條件較佳的同學，可選擇就讀兩個學期的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碩士直入
具有較佳學術與英文成績的學生，可考慮申
請碩士直接入學。入學要求和申請截止日期
因學生申請科系而異。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 (GSSP)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是一個為期兩個學期的
課程，專為已完成學士學位但需要額外學術
協助進入新漢普夏大學碩士學位課程的學
生而設。

欲了解更多資訊，請參考以下網站: 
unhgssp.com/about

新漢普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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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漢普夏大學 - 入學方式
大學直入

高中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大學一年級 (兩個學期) 大學二年級 (兩個學期)

進入大學二年級，取決於學生成功完成大學國際學生課程與達到指定GPA。 學業成績不足可能會導致大學國際學生課程的延長並影響畢業時間。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GSSP)

高中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大學一年級  
(兩或三個學期) 大學二年級 (兩個學期) 大學三年級 (兩個學期) 大學四年級 (兩個學期)

碩士直入

取得經認可的大學學位 碩士一年級 (兩個學期) 碩士二年級 (兩個學期)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 (GSSP)

取得經認可的大學學位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 = 碩士一
年級 (兩個學期) 碩士二年級 (兩個學期)

進入碩士二年級取決於學生成功完成碩士國際學生課程與達到指定GPA。學業成績不足可能會導致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的延長並影響畢業時間。

大學入學要求

大學直入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兩個學期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三個學期

學術英文  
(一至三個學期)

學術成績要求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完成12年級或同等學歷
GPA GPA要求因科系而異 不低於2.5 不低於2.5 不低於2.5
SAT/ACT 學生可選擇繳交或不繳交

成績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雅思 6.5 6.0 (單項不低於5.5) 5.5 (單項不低於5.0) 4.5–5.5‡

托福 80 75或以上 70或以上 50-69
英文內部測驗 (PVT) 無 56 50 38-49
推薦信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申請費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欲了解不同國家的學術入學要求，請參考以下網站unhgssp.com。生命科學與農業學院 - 3.4 GPA;人文科學學院 - 3.0 GPA;工程與物理科學學院 - 3.4 GPA; 商學院 - 3.2 GPA;健康衛生學
院 - 3.2 GPA。無論學生總雅思成績如何，在評估學生的入學資格時，雅思（閱讀，寫作，口語和聽力）中的每項分數都會被列做評估。未達到大學國際學生課程，三個學期英文要求的學
生將被要求在抵達新漢普夏大學時參加英文分班考試。英文分班考試成績將影響初定課程時長。此訊息也將包含在學生的錄取通知書當中。 新漢普下大學將不再要求學生在2020年秋
季的入學申請中提交SAT / ACT考試成績。選擇參加SAT考試並獲得至少500分或 以上(含閱讀和寫作)的國際學生，將可抵免繳交托福或雅思成績。以上訊息在列印時都為正確，如以上要
求有任何更改，將在unhgssp.com網站上更新。

碩士入學要求

碩士直入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 兩個學期

學術成績要求 相關大學學位 相關大學學位
GPA GPA要求因科系而異 2.7*

雅思/ 托福 6.5/80 6.0 (單項不低於5.5)
GRE/GMAT/LSAT 需要, 成績不超過五年 不需要
讀書計劃 需要 不需要
大學成績單 需要 需要
履歷 需要 不需要
推薦信 需要 不需要
申請費 申請MBA的學生需繳交$65塊申請費, 如學生有3.8 GPA或

600分GMAT成績及可抵免申請費
不需要

申請碩士分析課程的學生需要至少3.0 GPA，且大學時必須至少完成一門統計課程。目前就讀新漢普夏大學資訊科技並有擁有3.2 GPA的學生可直接升讀碩士分析課程。申請碩士電腦科
學課程的學生，畢業於新漢普夏大學電腦科學系，申請時則可抵免GRE成績。 碩士資訊科技課程和碩士分析課程申請時不需繳交GRE成績。申請碩士機械工程課程的學生，如果畢業於
新漢普夏大學機械工程科系或目前就讀新漢普夏大學並且擁有3.0 GPA將可抵免GRE成績。申請MBA課程的同學，可用較佳的GRE成績抵免GMAT成績。申請MBA課程的學生必須提交四
個論文問題。申請所有碩士科系課程都需要繳交三封推薦信。申請碩士資訊科技課程與碩士分析課程的學生將需要與系所教授面試。以上資訊在印刷時是正確的，如以上要求有任何更
改，將在unhgssp.com網站上更新。

大學三年級 (兩個學期) 大學四年級 (兩個學期)



校曆

您的投資

國際學生課程

年份 學期 新生訓練 學期開始 學期結束

2020 春季 1月14日 - 1月17日 1月21日 5月12日

2020 夏季 5月19日 - 5月22日 5月26日 7月31日

2020 秋季 8月25日 - 8月28日 8月31日 12月21日

2021 春季 1月19日 - 1月22日 1月26日 5月18日

以上日期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有關最新的日期資訊，請參考以下網站unhgssp.com/important-dates

新漢普夏大學的學費相較其他同類型的美國大學中為相對合理的。
這表示學生可以以合理的學費，獲得最大的教育投資報酬率。

2020/2021 年度費用 (所有費用以美金計算)

課程 時長 學費 (美金)

大學國際學生課程 (GSSP) 二或三個學期
$33,012 (兩個學期) 
$32,064 (三個學期)

碩士國際學生課程 (GSSP) 兩個學期 $28,782

學術英文課程 一個學期 $7,650

其他費用

大學必繳費用
兩個學期 $3,883

三個學期 $4,297

碩士必繳費用 兩個學期 $2,329

醫療保險 (必繳) 每年 $2,418

住宿 每學期 八月和一月$3,830起/ 五月$2,474起

餐飲計劃 每學期 八月和一月$2,312/ 五月$1,651

學生將按學分收費; 實際學費可能更高或更低，具體取決於學生的課程選擇。 學費和其他收費可能將有所變化。
以上所列為2019年的學費及費用，並將在2020年增加。如學生在夏季選擇入住學校宿舍，要額外收費。 有關最新的費用列表，請參考以下
網站unhgssp.com/fees。 必繳費用包括學生活動、健康服務、諮詢中心、學生娛樂、運動和交通費用等。 一月或五月入學的學生，將按比
例收取醫療保險費用。



欲知更多資訊，請參考以下網站unhgssp.com

新漢普夏州在波士頓北方距離僅一
小時車程，距離周邊海灘也僅20分
鐘車程；新漢普夏為免稅州，連續
被評為美國前三名最安全的州。

新漢普夏大學是美國東北部與美國
太空總部(NASA)合作的唯三所學
校之一，另外兩間為哈佛大學和麻
省理工學院。

新漢普夏大學是美國少數擁有陸
地、海洋和太空研究獎金的大學，
教授及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各項多元
研究，從海洋至太空。

95% 
的新漢普夏大學畢業生被
公司聘用或錄取研究所
新漢普夏大學職業中心從2018年畢業生中收集的調查數據 

新漢普夏大學為全
美最具價值大學中
排名第76的大學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2019)

新漢普大學是一所實踐及研究型
大學。 學生擁有機會可將課程知
識充分應用在實習與工作之中

This school is authorized under federal law to enroll non-immigrant alien students. UNH GSSP is part of the Navitas Group.      UNH190729_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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