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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专业列表 

表演 

艺术管理 

芭蕾舞 

大管/巴松管 

单簧管/黑管 

古典吉他 

钢琴协奏(伴奏) 

商业音乐制作 

作曲 

指挥 

低音提琴 

双学位-音乐教育与表演 

电子媒体 

次中音号 

长笛 

竖琴 

大键琴 

喇叭/号角 

爵士乐研究 

音乐(BA) 

音乐教育 



音乐史/音乐学 

音乐剧 

双簧管 

管风琴 

打击乐 

钢琴 

萨克斯管 

弦乐演奏证书课 

剧场设计与制作 

理论 

长号 

小号 

大号 

中提琴 

小提琴 

大提琴 

声乐 

歌剧（Opera）奖学金申请 

AD歌剧 – 声乐方向 

AD歌剧- 训练辅导方向 

AD歌剧- 舞台指导方向 



  本科申请指导 

入学时间 2017-2018 

本申请手册包含了申请过程中所需提供的所有材料。 

在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申请指导以及您所选专业的面试要求和作品集要求。申请中提供的所有信息

都将被视为保密信息。在CCM招生委员会收到您的所有申请材料之后，才可以开始审理您的申请。

材料包括(common application,作品集，申请费，成绩单，语言成绩，推荐信，面试)。 

在申请高峰期，审理时间可能需要三到四周。请注意查询您的申请状态。所有“截止日”均为收到

全部材料的最后时间。 

 

选择您的面试时间 

完成申请后（Common Application）您需要登录网址ccm.uc.edu/admissions/application选择

面试时间并付60美金面试费。请查看音乐学院申请手册第7页的所有面试地点和时间，您可以选择

两个面试时间，通常会采纳您的第一选择。请谨慎选择，已被确认的面试时间一旦更改，则需再次

支付100美金。 

 

 

 

 

 

 

 

 



本科申请材料清单  

 Common Application——只限新生                               提交日期：_______ 

 CCM 申请附录                                                  提交日期：_______   

(common 网申提交后才可以开始操作此步骤) 

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转学申请——只限转学生                     提交日期：_______ 

 高中成绩单                                                     寄送日期：_______ 

 SAT或ACT考试成绩                                             寄送日期：_______ 

 推荐信（查看具体专业要求） 

 特殊要求（适用于特定专业）                                     完成日期：_______ 

 转学生表格（只限转学生）                                        寄送日期：_______               

(ccm.uc.edu/admissions/forms) 

 收到的面试时间确认                                             预定时间：_______ 

 

本科申请流程 

1. 申请（截止日期：12月1日） 

大一新生申请首先必须完成Common网申（ccm.uc.edu/admissions/application）并支付50

美金申请费（不返还）。您的第一专业必须选择CCM学院专业，提交之后不得更改。学校一旦

收到您提交的完整Common申请（包括文书部分），将会发给您一封指导您如何完成CCM面试

时间选择的邮件（ccm.uc.edu/admissions/application），并指导您选择每个专业的面试时间，

之后您需要支付每个专业各60美金CCM面试申请费用（不返还）。一旦您提交了这一部分申请，

我们将视为您已完成申请并且开始安排您的面试。 

转学生申请需通过转学网申系统（ccm.uc.edu/admissions/application）, 申请费为50美金。



一旦提交申请， 转学生需填写 CCM Addendum，在此表格中可以选择您的面试时间，面试

申请费为60美金（不返还）。您可以选择申请最多三个专业，可以是CCM学院专业或者UC的其

它专业，其中每多包含一个CCM申请专业，需另外支付60美金。 

 

2. 成绩单和SAT/ACT成绩（截止日期：12月1日） 

要求提供您相应每个学校的官方成绩单。大一新生如果有获得任何大学的学分（包括PSEOP），

也必须提供此大学的成绩单复印件。转学生必须提供以前大学所有的成绩单，已获学分如果少

于60（三季开课学制的大学，总学时少于90），还需提供高中成绩单。成绩单必须直接寄送到

辛辛那提大学招生办公方式（不是CCM学院）： 

Office of Admission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PO Box 210091 

Cincinnati, Ohio 45221-0091 

 

SAT/ACT官方成绩直接由SAT或ACT官方考试服务机构寄送（除非您高中毕业已经超过一年）。UC

不接受高中成绩单上的SAT/ACT分数。辛辛那提大学的School codes是：ACT: 3340; SAT: 1833. 

 

3. 推荐信 

推荐信需清楚地写明学生的姓名全称、准备申请的专业、出生日期。请仔细阅读下方关于推荐

信的具体要求。 

A. 音乐、音乐剧和戏剧：要求一封推荐信（推荐人最好是音乐或戏剧老师） 

B. 电子媒体和商业音乐制作：要求两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老师、雇用者、或同等条件的人，

必须以个人信件的形式提交。个人素养和专业资格应着重强调。 



C. 剧场设计与制作：要求三封推荐信，推荐人可以是老师、雇用者、或同等条件的人，必须以

个人信件的形式提交。个人素养和专业资格应着重强调。请将推荐信发送至

ccmadm3@ucmail.uc.edu 

 

4. 特殊要求及补充 

A. 各专业具体申请要求参见下文中文介绍及CCM英文申请手册。 

B. 申请奖学金的转学生提交转学生申请表格后（ccm.uc.edu/admissions/forms），学院视学

生音乐能力考虑并做出决定。 

C．国际生（非英语语言国家）申请需提供语言成绩 

 

研究生申请指导 

入学时间 2017-2018 

本申请手册包含了申请过程中所需提供的所有材料。 

在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申请指导以及您所选专业的面试要求和作品集要求。申请中提供的所有信息

都将被视为保密信息。在CCM招生委员会收到您的所有申请材料之后，才可以开始审理您的申请。

材料包括(common application,作品集，申请费，成绩单，语言成绩，推荐信，面试)。 

在申请高峰期，审理时间可能需要三到四周。请注意查询您的申请状态。所有“截止日”均为收到

全部材料的最后时间。 

 

选择您的面试时间 

在开始申请前（Online Application）,请查看音乐学院申请手册第7页的所有面试地点和时间，您

可以选择两个面试时间，通常会采纳您的第一选择。请谨慎选择，已被确认的面试时间一旦更改，



则需再次支付100美金。 

研究生申请材料清单 

 Graduate Application                                          提交日期：_______ 

 CCM 申请附录                                                  提交日期：_______   

(网申提交后才可以开始操作此步骤) 

 成绩单（入读的每个学校）                                         

   学校名称：_______                                             寄送日期：_______   

   学校名称：_______                                             寄送日期：_______ 

学校名称：_______                                             寄送日期：_______ 

 三封推荐信（网上提交） 

 特殊要求（适用于特定专业）                                   完成日期：_______ 

 收到面试确认                                                 预定时间：_______                  

 500字个人陈述                                                完成时间：_______ 

 GRE或GMAT（如需）                                          考试时间：_______                   

 研究生助学金申请（查看具体专业要求）                         完成时间：_______ 

 

研究生申请流程  

1.UC/CCM网申 

研究生必须进入网址ccm.uc.edu进行网申，点击“Apply Now”完成申请并支付申请费70美金

（不返还）。完成网申后，您需要继续完成CCM研究生面试安排申请，并支付60美金申请费（不

返还）。以上两个申请都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2.成绩单 

请将您的成绩单电子版（入读所有学校的）上传至网申。请注意，申请阶段不需要邮寄非官方本

科或研究生成绩单复印件。 

 

3.推荐信 

所有的研究生申请都必须上传三封推荐信。在申请过程中，您会被要求提供推荐人的邮箱地址。

在您提交申请后，您的推荐人会收到我们发送的邮件，请他们上传电子版推荐信。 

 

4. 500字个人陈述 

在个人陈述中应客观并且坦率地陈述您自身或专业方面的优缺点，任何重大的专业经验或荣誉，

和其他您认为重要的信息。 

 

5. GRE要求— 申请音乐理论、音乐史、音乐教育硕士学位和所有的博士专业都需要提供GRE成绩。

请将您的成绩送分至CCM Admission( school code 1833, department 2404). 艺术管理申请

要求提供GRE 或者GMAT (83 C-4 L-52)。关于考试地点和日期的特定信息，请链接到 

ets.org/gre 或 mba.com查看。 

 

6. 国际生申请 

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申请者需提供语言成绩。 

 

7. 研究生助学金和专业奖学金 

研究生助学金（九个月津贴）需要通过申请才有可能得到。除了作曲、次中音号、大键琴这三

个专业，其他专业均可申请。申请作曲专业的学生如果对助学金感兴趣，鼓励申请音乐理论研



究生助学金。所有的研究生申请者，均会根据您的才能择优获得基于专业素养的奖学金。请注

意，助学金和专业奖学金的发放都是基于你的面试卓越表现而非个人的经济需求。 

国际生申请指导 

入学时间 2017-2018 

除了这本申请手册中所述的申请要求，申请者还必须遵循以下申请步骤： 

1. 申请 

 2016年12月1日前申请，2017年秋季入学 

2.成绩单 

本科：请提供毕业前四年的成绩单。如果您是高三毕业生，请提供初中最后一年的成绩单。成绩

单要求必须提供一份中文官方成绩单和一份英文翻译官方成绩单 ，且必须盖章密封。在读美高

的申请者，则需要提供美国高中成绩单和本国高中成绩单。 

研究生： 请在网申中上传电子版英文翻译官方成绩单 。 

 

2. 语言成绩要求：母语非英语语言的申请者需要提供语言成绩证明。英语水平可以通过提供合格

的TOEFL成绩（见下图），或者获得以英语为母语大学的学士或硕士学位（GPA 3.2以上），或者

达到ELS 112水平。此外，所有CCM录取的学生，如果母语非英语，必须在新生入学周参加英

语分级考试和英语口语水平测试，也可能会在正课开始之前被要求参加ESL课程。 

 

 

 

 

 

 



最低TOEFL分数要求                      Internet       Computer        Paper 

本科专业 (除Voice)                        66                187              515 

本科专业 (Voice)                          79                213              550 

本科专业 （Music History/ BA）            75                203              537 

研究生专业 (Strings, TDP)                 68                190              520 

研究生专业（Voice）                         79                213              550 

研究生专业 (Composition, Theory, History)   83                 220             560 

研究生专业 (其它所有专业 – 除Arts Admin.)  75                 203             537 

最低雅思分数要求     本科：6.0    研究生：6.5 

       

4. ACT 或 SAT要求 

本科国际生申请者，如已在美国学习了一年，需提供ACT或SAT成绩。 

 

5. Recorded Audition  

如果不能来辛辛那提参加现场面试，可以通过Recorded Audition的方式 。具体说明见CCM英

文手册第23页。注意：个别专业不接受Recorded Audition，请查看每个专业对于面试的具体

要求。 

 

 

 

  



获得I-20 

1. 确认录取 

本科申请者可以登录 admissions.uc.edu 网上确认录取， 并缴纳100美金留位费。研究生申

请者可以通过填写online enrollment form 确认录取，然后通过Self-Service Center系统缴纳

100美金留位费，并且向CCM学院提交最终的官方成绩单 。 

 

2. 存款证明 

在确认录取后，登录网址 https://ibearcatsglobal.uc.edu ，进入iBearcatsGlobal 系统和 

Sources of Support eForm,上传存款证明扫描件。如果您使用的是个人资金，则需要包含所有

学年的存款情况。 

每年的存款金额要求： 

本科 — $45,039 (subject to change) 

研究生 — $44,915 (subject to change) 

 

3. 奖学金 

如果获得奖学金，学费将自动获得相应的减免。 

 

4. 派发I-20 — CCM学院不负责派发I-20，UC International Services 在收到您的全部申请材料

后，会将I-20邮寄给您。 

 



所有I-20相关问题，请联系：                                

UC International Service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PO Box 210640 

Cincinnati, OH 45221-0640 

Phone: 513-556-4278 

Fax: 513-556-2990 

Web: uc.edu/international/services 

E-mail: international.students@uc.edu 

 

邮寄请使用以下地址： 

UC International Services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51 West Corry Blvd 

3134 Edwards Center One 

Cincinnati, OH 

45221-0640 

 

 

 

 

 

 



有关面试信息和时间 

面试日期 

*每个专业的面试时间请查看音乐学院英文版申请手册第9-23页。所有时间都有可能改变。请登录

ccm.uc.edu/admissions/auditions/dates for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查看最新所有

面试时间。 

 

Dec. 3           Cincinnati — Musical Theatre ONLY 

Jan. 13–14        Cincinnati — Select majors 

Jan. 18           Los Angeles — Music (Piano and select instrumental areas) 

Jan. 20–22       New York City — Theatre Unifieds (Musical Theatre & Acting) 

Jan. 21           Cincinnati — Musical Theatre and Theater Design & Production 

Jan. 27–28       Cincinnati — Select majors 

Feb. 4           Cincinnati — Musical Theatre ONLY 

Feb. 6–9         Chicago — Theatre Unifieds (Musical Theatre & Acting) 

Feb. 10–11         Cincinnati — Select majors 

Feb. 11            Los Angeles — Theatre Unifieds (Acting ONLY) 

TBD               New York City — Music (Piano and select instrumental areas) 

Feb. 26           New York City — Ballet 

 

更改面试时间费用 

面试时间被确认后，如要更改需收取100美金（不返还）更改费用 

唯一例外的情况：恶劣天气或家庭成员去世  

 



面试日程安排 

请参考以下辛辛那提三个主要面试日的计划表(January 14th , January 28th, and February 11th).

在你提交申请后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介绍您的具体面试时间。请务必携带打印好的面试行程表参加

面试。 

11:00 am   Graduate information meeting 

12:00 pm   Tour of the CCM facilities 

1:00 pm    Select departmental meetings 

2:00 pm   Parent informational meeting 

 

费用与奖学金 

奖学金 

本科生 

Talent-based Scholarships 

奖金授予与否，是根据对申请人面试与作品集的审核情况而定. 所有申请者都是被自动考虑授予奖

学金，不需要额外申请。大多数本科生的奖学金授予时间是4月1日，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连续四

年获得。 

Academic Scholarships 

Cincinnatus Academic Scholarship竞争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大一新生开放，奖励最高可获得学费全

免。对Academic Scholarships感兴趣的学生必须在12月1日之前提交UC/CCM申请、成绩单、语

言成绩。想要获得更多资讯，请给以下地址写信，致电或邮件： 

 

Office of Financial Aid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PO Box 210125 

Cincinnati, OH 45221-0125 

Phone: 513-556-6982 

E-mail: financeaid@uc.edu 

financialaid.uc.edu/cincinnatusprogram.html 

 

研究生 

Talent-based Scholarships  

奖金授予与否，是根据对申请人面试情况而定，并且GPA必须达到3.0及以上。奖金包括研究生激励

奖(GIA)，最高可获学费全免。奖学金授予告知时间为4月1日。 

 

CCM学杂费 (2016-2017) 

学杂费 (包括 CCM fee：$1206)         州内                      州外 

本科生                              $12,206                    $27,540             

研究生                              $15,674                    $27,416 

食宿(uc.edu/housing)                $10,964 

学生医疗保险 (uc.edu/uhs)            $2,280（每年） 

国际生 

本科生存款证明要求                 $45,039  

研究生存款证明要求                 $44,915  

国际生费                      $1150 (每学期) 

 

 



部分专业具体面试要求 

Acting— BFA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1月14日和1月28日) 

申请人可以在辛辛那提面试，或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统一面试。不接受Recorded Audition。 

所有表演专业的申请者必须呈现完整剧本里面的两个独白，一个古典的（pre-1910），一个现代的

(post-1910).请在您熟悉的剧本里选择一个个性分明的角色。面试不会超过五分钟。面试时需提供

简历。考试前请熟知申请指南，详情请链接到ccm.uc.edu/drama。 

 

Bassoon— BM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为1月14日，1月28日和2月11日) 

建议申请者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也可在指定面试地点面试。 

申请者应该准备弹奏所有的大调音阶和小调音节， 两支对比鲜明的独奏合成的分解和弦，以及至

少两支管弦乐曲。 

 

Bassoon— MM, DMA, AD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为1月14日，1月28日和2月11日) 

MM 申请者建议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也可在指定面试地点面试。 DMA 和AD 申请者必须在辛

辛那提参加面试。 

CCM学院没有对研究生面试设定曲目要求。所以对面试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吹奏不同风格和

不同年代的音乐作品，来展示自己现有的音乐才能。高度推荐管弦乐曲。 

 

Electronic Media — BFA 

电子媒体专业录取基于 GPA，标准语言考试，两封推荐信及一段视频。 



1. 申请者需登录 getacceptd.com/ccm 提交视频文章（不超过2分钟）。视频需回答以下三个

指定题目 

• What is it specifically about the Electronic Media program at CCM that interests you? 

• Why you are passionate about producing stories through electronic media? 

• What qualities do you possess, beyond a GPA and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that you 

believe will make you successful in our program and as a future media professional? 

 

2. 鼓励申请者提供自己的媒体作品（video, audio, web ,writing examples），可附加作品链接。

通过这样来展现自己正热衷于从事媒体叙事和媒体制作。 

  

3.E-Media招生委员会通过审核申请者的视频，学习成绩和推荐信来决定是否要求申请者参加面试。

我们强烈建议您在申请之前，通过访问网站ccm.uc.edu/emedia熟悉课程。如果在决策过程中需要

了解您的更多信息，您可能会被要求电话面试或来学校拜访。在这之前，您需要先完成申请。 

 

Music—BA 

BA申请者必须有出色的学术成绩（GPA3.3以上, ACT26/SAT1160），课程着重在音乐与其他人文

课程（英语、外语、历史、文学,等等）。申请者必须提交500字的writing sample,题目不限。推荐

信应该着重描述学生的学术能力而非表演能力。 

申请者只能通过视频录制的方式将一种乐器或声乐类型的作品上传至getacceptd.com/ccm。之后

的预审，是与负责入学管理的副院长的电话沟通，电话中会被告知下一步面试的具体要求。 

 

Music Education – BM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为1月13-14日，1月27-28日和2月10-11日。) 



建议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 也可以前往指定面试地区进行面试，不接受Recorded Audition 。 

申请者需要展示所申请的表演领域的才能，也要同时接受音乐教育专业教授的面试，最终决定是否

被录取入学。精湛的音乐表演能力、良好的学业成绩以及投身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清晰明确的学习目

标，都将是面试关注的重点。 

 

Music History– BM 

申请者必须有出色的学术成绩（GPA 3.3以上， ACT26/SAT1160）。课程着重在音乐与其他人文

课程（英语、外语、历史、文学,等等）。申请者必须提交500字的writing sample,题目不限。推荐

信应该着重描述学生的学术能力而非表演能力。 

申请者只能通过视频录制的方式将自己的乐器或声乐作品上传至 getacceptd.com/ccm。有关第二

次面试的乐器和声乐作品要求，请联系 CCM 招生办公室。 

 

Piano – BM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为1月27-28日和2月10-11日。) 

钢琴专业老师强烈建议学生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作为选择，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洛杉矶或者纽约参

加面试。目前不在美国居住或学习的学生，也可以通过Recorded audition的方式面试，指定曲目

的作品需上传至getacceptd.com/ccm，我们不再接受CDS和DVDS，不需要再提供预审试音的作

品集。 

学生应提供至少三个不同风格的独奏作品，必须包括完整的海顿、 莫扎特、 贝多芬 （不包括乐

器 49） 或舒伯特奏鸣曲。时长应为10分钟。 

 

Saxophone- 适用于所有申请者 

(辛辛那提的面试时间为1月14日和2月11日) 



所有的本科生申请者和研究生申请者都必须通过 getacceptd.com/ccm上传预审试音的作品集。

PRE-SCREENING的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1日。申请者可以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强烈建议），

也可以在指定地区参加面试，或通过recorded audition面试。更多作品要求请联系Dr. Bunte 

—james.bunte@uc.edu。 

 

Violin — BM 

(辛辛那提面试时间为1月13日，1月27日和2月10-11日。) 

申请者可以在辛辛那提参加面试，也可以在指定地区参加面试，或通过recorded audition面试 

申请者必须准备如下: 

一段巴赫独奏奏鸣曲或组曲• 

一段标准的小提琴协奏曲 

一段帕格尼尼随想曲或维尼亚夫斯基练习曲 

一段自定曲目 

 

 

 

 

 

全部专业详情请查看CCM英文申请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