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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简称UC)成立于1819年，是美国第

二古老的公立学府，201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U.S.News & World 

Report)最新排名中，UC位列最具发展前景和创新精神大学第三位，五年

内排名上升了27位。辛辛那提大学每年有约四亿零五百万研究经费，在美

国研究类公立大学排名25名，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前两百。UC连续八

年被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评为美国提供最好本科教育的大学

之一。 其商学院规模大， 声誉好， 在最新一期的US News排名中位列全美

TOP60。辛辛那提大学有308个授学位本科，研究生和博士专业。大学下

设14个学院：包括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美术，规划学院(简称DAAP)，

历史悠久的、国际留学生最多的工程应用科学学院，及具竞争势

力的商学院，和被誉为辛辛那提音乐之子的音乐学院(CCM)

等。UC在校注册人数达42,656，有四百多个学生团体

和组织。来自世界110个国家的三千多位国际留学生

构成了多元的校园文化氛围。2013年，大学的国

际留学生满意度排名前10(International Student 

Barometer)。

辛辛那提大学是我梦想的起点，在这里，我发掘了自己的

潜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辛辛那提大学给过我很多希望与

动力，让我找到自己热爱的专业，找到了职业方向。在国际

办公室工作的一年多，我在国际化的环境中成长了自己，锻

炼了自己领导组织能力，公众演讲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这里三年半，让我更加有信心有动力迎接挑战和新的未

来。我期待着更多的项目实践，软件操作，团队合作的机

会，扎实我的知识的同时增长我的实践应用能力。

Xu Zhang 
商学院信息系统以及会计专业,来自中国

辛辛那提大学位于俄亥俄州西

南部辛辛那提市，占地421英

亩，有5个校园，主校园离辛辛

那 提 市 中 心 不 到 5 公 里 ， 交 通

方便，环境幽雅。学校的辉煌

建筑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上榜

《福布斯》杂志世界最美大学

校园前十，也被雅虎旅游频道

评为“全美最美大学校园”之

一。学校丰富的体育场馆与设

施、便捷的餐饮提供、周到的

国际留学生服务体现了学校以

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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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与城市环境

辛辛那提大学是一所大家庭。我和来自 

世界各国的学生交朋友，了解不同国家的文

化。这里有几百个学生社团与组织，不论你

个性与特长如何，你都会找到适合你的社

团，这些社团棒极了。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有

趣，我很高兴自己是这所大家庭的一员，也

确信我在这里可以得到锻炼，成熟与成长。

校园因古老和现代的闻名建筑和谐搭配而美

丽辉煌，是我理想的高等教育殿堂。

Tan Do
商学院运营管理专业,来自越南

辛辛那提市位于俄亥俄河向北大弯的顶端北岸，俄亥俄、肯塔基和印

第安纳三州交界附近。是俄亥俄州第二大城市，始建于1788年。大市区

(Greater  Cincinnati)包括分属3州的7县，面积5,579平方公里。平均气温1

月0℃，7月24.5℃，被誉为全美最适合居住的二十所城市之一。20世纪

60年代以来，旧市区进行大规模改造。商业区围绕方廷广场分布，广场

耸立着高48层的凯里夫大楼。广场南面是金融区。居民住宅区多分布在

城市周围的岗丘上。市内有多所大学，其中建于1819年的辛辛那提大学

是美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城市多公园、绿地，风光优美，有“皇后城”

之称。世界500强中总部设在大辛辛那提的就有9家，比如保洁、五三银

行、梅西百货等。全市大约有500多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分支，是全美世界

500强企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超过波士顿、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

地。另外，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是美国Top10交响乐团之一。辛辛那提博物

馆与纽约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齐名美国三大博物馆聚集地。辛辛那提

是网球公开赛举办地，城市的的职业橄榄球队Bengals和棒球队Cincinnati 

Reds在美国也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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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Fall Spring Sum Fall Spring Sum Fall Spring Sum Fall Spring Sum Fall Spring

school school break school co-op school co-op school co-op school co-op school school school

辛辛那提大学是带薪实习教育Co-op的发源地， 美国的带薪实习教育

(Cooperative Education) 起源于辛辛那提大学(1906年)，之后被世界四十多

个国家的一千多所大学仿效。在带薪实习教育中，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将所

学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而工作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促进学生进一步加

深理论学习。这种学习期间的带薪工作实践，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提供了

绝佳的机会，学生也在学习期间很好地了解本专业未来的职业发展状况，

同时获得将来就业的必要信息。进行Co-op的学生，在五年中学习与工作

交替进行，总计一年到一年半带薪工作，人均收入平均为四万美金。目

前，本科阶段，工程学院的所有专业和DAAP学院的部分专业要求必须参

加带薪实习。

带薪实习教育

我在辛辛那提大学这四年的学习 

生活非常充实。我在大一到大三协 

助过辛辛那提大学国际招生办公室开 

办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学生大使的 

项目。大二时决定在修工业设计的基础上 

辅修市场营销--有道是技不压身。大三分别在

辛辛那提一家叫Ethicon Endo-Surgery的医疗器

材公司和新加坡一家叫STUCK的设计公司做工业

设计的带薪实习。现在，在教授的推荐下，我进

入了由DAAP学院副院长创办的设计与研究机构

Live Well Collaborative，主管和波音公司的合作

项目。每个带薪实习都给了我很多学习和锻炼的

机会，让我学与玩在其中。

Chunhui Xie 
工业设计专业, 来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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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实习教育
全美排名第四

- 世界新闻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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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及专业排名（部分）
带薪实习 (Co-op) 第 4                                                                  

建筑设计学院  全球前3

药学院   第32

医科大学  第46

护理本科学院  第64

护理研究生院  第72

法学院  第79

工程学院  第81

刑事司法学院 第3

教育学院  第62                                                                    

商学院- 第60                                                                            

歌剧  第3

室内设计  第3

音乐指挥  第5

工业设计  第6

作曲  第9

管弦乐/交响乐  第9

戏剧  第37

美术硕士  第45

创意写作  第46

环境工程  第20

航空航天工程  第31

土木工程  第48

材料工程  第50

机械工程  第60

MBA性价比  前10                                                                         

全职MBA  前60                                                                           

会计、市场营销  第10

化学  第96

生物   第93

辛辛那提大学的课程设置满足 

了学生的教育目标，为学生将来的

行业竞争力做了非常好的准备。这

些课程提供多种多样的教学设施、

实验、项目和机会以帮助达到学生

的教育目标和学术成就。教授们学

术成就非凡且非常乐意给学生提供

帮助。我从教授那里学习了批判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我很

庆幸我选择了辛辛那提大学，我

在这里得到的教育将使我

一生受益。

Rahma Al Riyami 
化学工程专业,来自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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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
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 福布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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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ner商学院                                                                
商科预科                                                                     
会计 (BBA, MS)  
创业管理 (BBA)
金融 (BBA, MS) 
信息系统 (BBA,MS) 
国际商务 (BBA) 
市场营销 (BBA, MS) 
运营管理 (BBA)
房地产 (BBA) 
工业管理 (BS) 
商业经济学 (BBA)
应用经济学 (MA) 
商业分析 (MS) 
税收 (远程教育)
MBA (主攻方向)：金融，信息系

统，国际商务，管理，市场营
销，运营管理，定量分析，商
业房地产

商科博士 (PhD) 主攻方向：经
济，金融，信息系统，管理，市
场营销，商业分析，运营管理

设计、建筑、艺术和规划
学院 (DAAP) 
设计系 
时装设计 (BS in Design)
工业设计 (BS in Design)
平面媒体设计 (BS in Design) 
设计硕士 (Master of Design)  

(产品发展方向：适合工业设
计和时装设计本科背景的申
请,视觉艺术,适合平面媒体和
数字设计背景的申请) 

建筑系
室内设计 (BS in Architecture)
建筑学 (Master of Architecture, 

MS in Architecture, PhD) 
美术系 
艺术历史 (BA in Art History, 

Master) 
美术 (BFA, Master) 
视觉艺术 (Master)　
屋顶绿化 (本科证书) 
文物保护（本科证书）
规划系
城市规划 (Bachelor of Urban 

Planning, Master) 
城市研究 (BS, Master) 
城市与区域规划博士 (PhD) 

本科及研究生,博士专业  
（未包括音乐学院,部分医学专业）

McMicken 文理学院
未决定专业 
人类学 (BA, MA) 
考古学 (BA) 
生物科学 (BS, MS, Doctor) 
化学 (BA, BS, MS, Doctor) 
生物化学 (BS) 
文明学 (BA) 
古典文学 (BA, MA, Doctor) 
传媒 (BA, Master) 
英文 (BA) 
环境研究 (BS) 
法语 (BA, MA) 
西班牙语 (BA, MA) 
德语 (BA, MA, Ph.D) 
阿拉伯语与文化 (BA) 
亚洲文化研究 (BA) 
地理 (BA, BS, Doctor) 
地质 (BS, MS, Doctor) 
历史 (BS, MS, Doctor) 
国际事务 (BA) 
新闻 (BA) 
数学 (BA, BS, MS, Ph.D) 
统计 (BS, MS) 
神经科学 (BS) 
组织领导学 (BA) 
哲学 (BA, MA, Ph.D)
物理 (BS, MS, Doctor) 
政治学 (BA, MA, Doctor) 
心理学 (BS, Doctor) 
社会学 (BA, MA, Doctor) 
女性,性别和性文化学研究 

(Bachelor, MA)  
罗曼语文学 (Doctor) 
五年本硕连读
人类学 (BA + MA) 
生物科学 (BS + MS) 
古典文学 (BA + MA) 
传媒 (BA + Master) 
法语 (BA + MA) 
德语 (BA + MA) 
地质 (BS + MS , BA+ MS) 
历史 (BS + MS) 
人力资源管理 (BA/BS +MA) 
数学 (BS + MS, BA+ MS) 
统计 (BS + MS, BA+ MS)
哲学 (BA + MA)
政治学 (BA + MA) 
社会学 (BA + MA) 
女性,性别和性文化学研究 

(Bachelor + MA)  
西班牙语 (BA + MA) 

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
航空工程 (BS, MS, PhD) 
工程力学 (MS, PhD) 
消防和安全工程技术 (BS) 
生物医学工程 (BS, MEng, MS, 

PhD) 
化学工程 (BS, MEng, MS, PhD) 
环境工程 (BS, MEng, MS, PhD) 
环境科学 (MEng, MS, PhD) 
建筑工程 (BS) 
土木工程 (BS, MEng, MS, PhD) 
建筑管理/构造 (BS) 
电脑工程 (BS, MS, MEng)
电脑科学 (BS, MS, MEng)
电脑工程与科学 (Doctor)
电子工程 (BS, MEng, MS, PhD) 
电子工程技术 (BS) 
机械工程 (BS, MEng, MS, PhD) 
机械工程技术 (BS) 
材料科学与工程 (MS, MEng, 

PhD) 
工程管理 (Master of Engineering) 

教育、刑事司法和公共事
业学院
药物滥用咨询 (Bachelor) 
初中教育 (Bachelor) 
高中教育 (Bachelor) 
教材设计与教学 (Master) 
法律助理研究 (Bachelor) 
特殊教育 (MA, Doctor) 
教育学 (Master, Doctor) 
咨询教育 (PHD)
心理咨询 (Master)　
学校咨询 (Master) 
学生心理学 (Doctor) 
刑事学 (BS, MS, PHD) 
健康教育 (Master, Doctor) 

法学院 
法学硕士LLM
法学博士JD

护理学院
护理预科 (BSN)
护理博士 (DNP) 

药学院
药剂学 (PharmD) 
配药学 (MS/PHD)
社会行政管理 (MS/PHD) 
药理学 (MS/PHD) 

医学院
生理学 Physiology (Master) 
分子遗传生物化学,微生物

学 Molecular Gen, Biochem, 
Microbiology, Master, PhD) 

医用物理学 Medical Physics 
(Master, PhD) 

系统生物与生理学Systems 
Biology and Physiology (PHD)

公共卫生（方向：生物统计,
环境公共健康,流行病学,健
康教育,健康服务管理,职业
教育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Master) 

生物统计 Biostatistics (PhD) 
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 (Master, 

PhD)
临床和转化研究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aster) 
环境健康PhD环境与工业卫

生 Doctor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MS/PhD) 

分子,细胞和生物医学药理
学 Molecular, Cellular, and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Master) 

毒理学 Toxicology (MS/PhD) 
癌症和细胞生物学 Cancer and 

Cell Biology (PhD) 
遗传咨询 Genetic Counseling 

(MS)
职业医学 Occupational Medicine 

(MS) 
职业安全与工效学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rgonomics (MS/
PhD)

Neuroscience  神经科学 (PhD)
Pharmacology药理学 (Master, 

PhD) 
生理学与基因组学 Doctor of 

Molecular and Developmental 
Bilogy (PhD) 

病原生物学与分子医学 
Pathobiology and Molecular 
Medicine (PhD) 

生理学 Physiology (Master) 

音乐学院 (CCM)
下载音乐学院申请手册： 

ccm.uc.edu/admissions.html 
(CCM Application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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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入学条件
 ●   高中毕业或高三在读，GPA2.7-3.0 

 ●   语言要求：TOEFL66-79 (每个单项不低于15) 或者

IELTS 6.0-6.5以上(每个单项不低于5.5)

 ●   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工程专业，商学院，DAAP

学院：TOEFL79或者IETLS  6.5以上，建筑，内室设

计，时装设计，工业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必须再提

供SAT或者ACT成绩

 ●   滚动开学(各专业名额招满可能提前截止招生)

直接录取
 ●   一年三季开学：春季(非艺术类专业，1月初开

课，11月1日最晚申请截止)

     夏季(少部分专业，5月开课，3 月1日最晚申请截止)

     秋季(所有专业，8月开课，5 月1日最晚申请截止)

 ●   建筑，设计，工程和商学院优先审理截止日期是前

一年的12月1日

有条件录取（本科除个别专业外，大部分专业开设)

 ●   无语言有条件录取语言中心每个月都开课，学生可

以灵活入读学习语言

 ●   2015秋季入正课，有条件录取申请截止日期为2014

年12月1日

 ●   2016春季入正课，有条件录取申请截止日期为2015

年5月1日

奖学金
辛辛那提大学设立国际留学生专项奖学金UC Global 

Scholarship (UGL)和Outreach Scholarship。学生每年

奖学金平均额度为$9,000。学生最高可以拿到$40,000 

-$60,000，个别优秀学生可以获得学费全免。 

费用
本科学费以食宿费(2014-2015) 

主校区学费预计 : $26,334/年(Blue Ash校区学

费:$14,808/年)

大学食宿费及部分书本费(参考) : $15,255

健康保险 : $2,128　

研究生注意事项
●   硕士只有个别专业开设有条件录取，除LLM外，都

必须通过ELS申请

 ●   申请硕士有条件录取，如果本专业要求GRE或

GMAT，申请有条件录取时就必须通过考试中心将

GRE或GMAT分数送到所申请的研究生系。

 ●   研究生学费及食宿费(大部分专业2014-2015)

主校区学费预计:$26,210/年

大学食宿费及部分书本费(参考) : $15,255

健康保险:$2,128

研究生直录申请简单流程

 ●   网上申请grad.uc.edu/admissions

 ●   官方中英文大学成绩单直接寄各系或者专业 

(个别专业要求做成绩单认证，具体见各专业要求)

 ●   TOEFL/IETLS和GRE/GMAT成绩必须由考试中心直接

邮寄大学 (辛辛那提大学ETS CODE:1833)

 ●   其他申请要求和材料请参考各专业网站

辛辛那提大学提供的丰厚的奖学金使我留美学习的

梦想得以实现。拿到奖学金的同时，我需要每年做

30小时的社区服务工作。参与社区服务虽然有些

挑战，但是在服务期间我学会了爱，学会了回报社

会。此外，我还在学校的国际办公室兼职工作，收

入用来旅游以增加我的见识。

我也积极参加学校各种社团活

动。这一切充实了我的大学

生活，也为将来就业做很好

的铺垫。

Ha Dinh 
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来自越南



8      

国际招生部网站（本科）： 
admissions.uc.edu/international.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