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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
经典的�
新英格兰�
大学城

信息速查：
人口： 14,688 
州： 新罕布什尔 
货币：  美元 (US$/USD)
时区： �东部标准时间（世界协

调时/格林尼治平均时-�

5小时）
电压： 110V



欢迎来到达勒姆 
您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接受一流大学教育的同时，还可领略周

边美国东部主要沿海城市的风情。

校园坐落在美国东部海岸达勒姆风景宜人
的新英格兰镇上，毗邻各大城市、名山和
海滩。从您加入UNH的那天起，您将成为美
国大学精英社区的一员。

两全其美 
达勒姆新英格兰的宁静环境堪称两全其

美；无论是对都市人群还是对户外爱好

者而言都是完美选择。大学城距离波士

顿北部仅一小时车程，而且能方便快捷

地到达白雪皑皑的白山山脉、静谧的湖

区和美丽的大西洋海滩。周边有令人惊

叹的群山环绕，无怪乎新罕布什尔被誉

为“美洲瑞士”。

四季分明
新罕布什尔州四季分明、风景如画。5月至9
月为夏季，气温较高，达90°F（32°C）。秋季从

9月末开始，气温较凉爽，为46—62°F（8—
17°C），树叶从绿色渐渐变为红色、黄色和

橙色。冬季从11月开始，气温为22—36°F（-
6—2°C）。冬季的新罕布什尔州常见白雪皑

皑的景象。3月末春天来了，气温回升，百花

绽放，气温为41—60°F（5—15°C） 

安全保障
新罕布什尔州连续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州

之一。UNH对构建责任、诚信和参与性高校

社区有着强烈的传统责任感，其在美国的

安全排名正反映了这点。尽管如此，新罕

布什尔大学仍然坚持提供24小时全天候安

保，进一步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交通便利
火车站位于新罕布什尔大学校园内，往南

至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往北至缅因州波

特兰市。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是新英格兰

地区主要的国际机场，有国内航班和从波

士顿直飞诸多国际城市的航班。

文化体育
新罕布什尔大学校内外随处可见文化活

动。该大学每年举办许多音乐会和展览，

周边地区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剧院比比

皆是。新罕布什尔州是消费免税州，购物

者可在整个州内的商场和零售店找到大量

折扣商品。

新罕布什尔州达勒姆是18支甲级联赛新罕

布什尔大学野猫运动队的所在地。新英格

兰也是拥有冠军实力的专业运动队的所在

地，运动队包括：

 • 波士顿棕熊队（冰球）

 •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篮球）

 • 波士顿红袜队（棒球）

 •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橄榄球）

 • 新英格兰革命队（足球）

户外运动
 • 夏季可前往海滩游泳、冲浪和帆船。 
 • 春季可远足、野营和爬山。

 • 冬季可滑雪、单板滑雪。

 • 探险爱好者的季节性活动。

餐饮
达勒姆的餐馆、小酒馆和咖啡馆内随处可

见典型的美国食品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

民族美食。新鲜的龙虾和香浓的蛤蜊汤是

美味的新英格兰当地美食，泰式、中式和地

中海食品也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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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尔大学
校长寄语
我深信，在了解UNH提
供给国际学生的巨大
潜力之后，您就会明白
为何UNH能够为您的个
人成长和学习成绩优异
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

从进校那天起，您将与世
界上最聪明、最具创造力
和远见的学生以及教员一同
学习。UNH拥有100多个本科专
业和80所研究中心，其校园配备了
被誉为世界上最环保的现代设施。我
更认为这些都是最友好的设施，能培养学
生共同的探索、鼓励、尊重和理解意识。在UNH，您将收获世界
上最好的学术经验，同时，UNH也将帮助您更好地回馈世界。

Mark W. Huddleston 
新罕布什尔大学校长

一流的�

研究型大学

UNH是美国空间等离子物理学领域的 

前三甲大学之一，曾为24次 

太空任务供应仪器。

KSENIA BIDZHIEVA
俄罗斯，工商管理

我非常喜欢UNH轻松的
校园环境：新鲜的空
气、多彩的校园活动
和丰富的校内设施。
我可以步行去上课，
而这在市区是不可
能的。学校的教职员
工都非常乐于助人，
所开设的课程对其他

学科的学习非常有用，
让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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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实践研究型 

院校，UNH将助您在人群中 

脱颖而出。

UNH: 一流的学习体验
UNH成立于1866年，历史底蕴丰厚，从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所小规

模文学院成长为如今一座重点研究型大学，它保留了最初的文

化气息，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资源与机遇。

新罕布什尔大学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所公

立大学，提供全面、高质量的优秀课程。该

大学的特色包括：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本

科课程；位于新英格兰海岸，环境优美、文

化富饶、地理位置优越；文化学习意识强

烈，师生在教学、研究、创造性表达方面密

切合作；以及注重国际推广。

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在UNH，您将体验实践型学习，为未来成功

夯实基础。UNH荣获美国政府的海陆空拨

款，为教师提供许多与政府机构在开创性

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UNH是继哈佛和麻

省理工学院后美国东北地区唯一一所与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建立了合作关

系的大学。

师从最优秀的教师团队， 
与最聪明的人一起学习
UNH所涉专业达100多种，开设了近2,000门

课程，其一流的教师团队广受国际认可，致

力于商科、文科、物理和工程学科的本科

教育。同时，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各种实习和

交换生机会。UNH采用小班授课模式，营造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44%班级学生

不超过20人。 

良好的就业前景
UNH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机会，让学生

在取得学位的同时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

通过在实验室进行亲身试验，学生可将课

堂学到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这也是许多

全球财富500公司定期前往UNH招聘员工

的原因。

社交生活
在UNH，除了学习之外，您还可以尽情享受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度过美好的大学时

光。您可以参加竞技型或娱乐性体育活动。

也可以参考涵盖了各种兴趣爱好的200多个

校园社交俱乐部。您也可以参加您喜爱的

活动或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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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 创新与成功
UNH为学生提供各种积极与雇主接触或开展研究的机会，让他们在毕业时在各自所选专业领域

享有竞争优势。

商务及经济学院
彼得· T ·保罗商业经济学院（Peter T. 
Paul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获得全球首屈一指的商学院认证机构国际

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的

认证，学院与地区商界合作广泛，使学院被

《福布斯》和《普林斯顿评论》评为全美

最具创业代表性的学府之一。

UNH的会计信息系统专业位列全球第二，

实践会计研究专业排名全球十二。新罕布

什尔大学会计信息系统的排名使之领先于

全球近200所院校机构。

UNH的酒店管理课程在美国排名第二，学

生可专攻酒店和度假管理、餐饮管理以及

会展管理。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800小时

的带薪实习才能毕业。UNH毕业生在诸如

希尔顿酒店、万豪酒店等行业领导者的就

业率非常高。

人文学院
UNH人文学院提供各种主修和辅修专业，

涵盖社会科学、美术和表演艺术、人文学、

教育等。在这里，您可以师从富布赖特学

者、普利策奖获者和一些研究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学者。文学院每年拨款600万至1,000
万美元资助研究。学院还开展美术和表演

艺术、公共政策、教育和人文学领域的核

心社区推广活动，体现了UNH在陆军拨款

方面所承担的使命。 

工程与物理学院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4大学排名

中，工程与物理学院课程入选最佳工程

类本科课程。学院的所有工程与计算机

科学课程都通过了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

（ABET）认证。

UNH互操作性实验室（IOL）
UNH的IOL实验室成立于1988年，是专门致

力于为数据存储、通信、网络产品与技术提

供独立的、广泛的互操作性与统一标准的

测试。该实验室拥有经验丰富的员工以及

各类标准组织的参与，同时有超过32,000
平方英尺的硬件设施。在这里，企业可以

通过各类测评更加高效地将产品交付市

场，同时节省成本。

UNH的IOL是全球唯一全面且非盈利的测

试实验室，致力于全球行业知识的研究，

以及培养未来的工程师。在这里，有超过

100多位UNH的硕士生和本科生与IOL的全

职员工们并肩工作。他们每天都可以在各

种产品或技术的测评中获得宝贵的实践经

验。全球有超过100家公司与IOL有着长期

的合作关系，包括：

 • 苹果

 • 宝马

 • 思科

 • 戴尔

 • IBM
 • 英特尔

 • 微软

 •  三星

1,300
多位本科学生

参加�

URC的活动

MANLAI BATMUNKH
内蒙，工商管理

UNH的商学院享有很高
的国际声誉。在这里，
我师从UNH的顶级教
授，学习从市场营销和
金融到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方方面面的商务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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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研究项目
国际研究机会计划（IROP）
IROP拨款是一系列极具竞争性的奖励支

持，提供给在不同环境下开展的符合要求的

研究项目，如政府机构、博物馆、考古和历

史遗迹、实验室等等。学生可以通过与导师

的紧密合作寻找到合适的研究机会以及国

外导师。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通过申请

IROP奖励作为他们的研究、学术或创意项目

的启动资金。 

本科研究项目研讨会（URC）
UNH的本科研究项目研讨会是一个针对校

内学术水平的庆祝大会。每年，UNH各个院

系都有1,300多位本科学生参加URC的活动。

他们在研讨会中所呈现的研究结果体现了

他们在20多个专业和艺术领域研究、创意

和学术方面的惊人造诣。UNH的URC研讨

会也是全美大学体系内同类活动中规模最

大的。

UNH跻身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15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全球公认的世界大学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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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
从您进入UNH的那一刻起，在您为未来的职业成功之路而上
下求索时，在您为大学毕业后的生活而积极准备时，UNH都随
时准备着为您提供支持。UNH的就业指导中心是“野猫们”的
终身资源，能够帮助您选择专业，寻找实习机会，准备面试，申
请研究生院校，甚至在几十年后帮助您转行。充分利用这些服
务，UNH学生能够将专业的本科教育转化为让其终身受用的学
习和成功的资源。

UNH就业指导中心收集的2013届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

UNH毕业生就业去向： 
Allegro 微系统公司
艾斯本技术公司 

（Aspen Technology）
BAE 系统公司
社会创新与金融中心
新罕布什尔儿童与家庭部

DEKA  研发公司
戴尔
易安信公司
脸谱
富达投资
谷歌
InnovateEDU 公司
利宝保险公司

麻省总医院
新罕布什尔司法部
西北相互人寿保险公司
欧姆尼酒店
Osram Sylvania 公司
PC Connection 公司
辉瑞公司
服务信用社
T3 Trading Group 公司
TXT 国际公司

73%
完成就业

20%
继续深造

5%
正在求职或 
继续深造

78%
职业与 

专业相关

92%
对毕业后就业

情况表示 
满意

野猫可报名参加UNH具备竞争力的研究生课程和其
他知名院校的课程，包括：
巴布森学院
波士顿大学
布兰迪斯大学
加州西部法学院
杜克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麻省医药与健康科学学院
迈阿密大学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
麻省职业心理学学院
纽约大学
东北大学

圣心大学
萨福克大学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塔夫茨大学医学院
麻省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罗德岛大学
伍斯特理工学院

WILDCAT 
就业中心发布了

865个 

实习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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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FLORIDA  
COAST

#UNHSWF

海滨
#UNHSEACOAST

波士顿
#UNHBOSTON

 
华盛顿特区

#UNHDC
洛杉矶
#UNHLA

纽约市
#UNHNYC

133,000位校友，  
遍布全球 新罕布什尔湖区

#UNHLAKES

 
加州北部

#UNHNORCAL

1,300名
校友在美国以外
78个国家生活

  

 
 
 

芝加哥
#UNHCHI

 
 

 
 

 

  
 

 

 | 

 
 

+

大区域网络，
以美国为基地，
为UNH遍布全球
几十个国家的
校友们服务

9

每年举办

250余场
交流和社交
活动

UNH认为所有良好的职业规划都应

包括学校辅导员与寻求指导的学生

们之间的高质量面对面沟通。为此，

我们为学生们提供以下服务： 
• 无需预约的简历审查 
• 校内面试 
• 课堂展示和研讨

野猫一族 
遍布全球
从新西兰到加利福尼亚，甚至

到新加坡，UNH毕业生们的身

影随处可见。UNH的133,000
名校友遍布全球包括美国

在内的78个国家，您的野猫

校友网络可随时为您提供

支持。

通过UNH的职业指导计划，

感兴趣的学生们可与校友

建立为期一年的一对一伙

伴关系，帮助在校学生发展

职业和社交技能。而他们的

校友伙伴要么拥有类似的专

业，要么在学生感兴趣的专业

领域执业，能够传授第一手的从

业经验，帮助在校生为毕业后在专业

领域就业做好准备。

同时，社交媒体也是一类强大的社交工具。近

10,000名校友和在校生通过LinkedIn组建了官方UNH
群，而现在正是您加入这个群体开始您社交生活的绝佳

时期。

unhconnect.unh.edu

UNH就业指导中心为学

生们组织招聘会、实习

生招聘会和研究生院校

推介会。您还可以与学

校的教职员工就您的简

历审查和意见咨询进行

一对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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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UNH的途径
新罕布什尔大学提供多种课程，满足学习成绩和英语水平不同的

学生的需求。

直接入学
满足UNH本科或研究生入学要求的申请者
可直接申请入读UNH。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UNH提供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和
硕士预科课程（PMP），助您为在美国的大
学学习做好准备。从您报名上述课程的那
天起，您就是UNH的学生。成功修完IUTP/
PMP课程的学生升读UNH学位课程，所修
得的学分将转入学位学分。

英语语言课程
入读UNH之前，您须证明您的英语水平。您
可能需要学习学术英语课程以提升您的学
术读写技能，具体视您的英语成绩而定。

UNH学位桥梁课程
UNH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桥梁课程，入学方式灵活。

本科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

高中�
（完成12年级学业或同等

学力）*

大学一年级—UNH纳维 
学院IUTP：本科生*

UNH纳维学院�
硕士预科课程学位‡

大学二年级 
二年级学生

硕士课程

大学三年级 
三年级学生

大学四年级 
四年级学生

* 顺利完成IUTP规定课程的学习且平均成绩（GPA）符合要求的学生方可升读大学二年级。†经认可的学位由招生办确定。 ‡顺利完成PMP规定课程的学习
且GPA符合要求的学生方可升读硕士学位课程。

取得经认可的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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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BI GERRY
新罕布什尔大学纳维学院执行董事

作为桥梁课程的学生，您
将获得小班教学和额外

辅导时间的机会，此外，
我们的爱心员工还将随
时帮助您顺利过渡到在

UNH和美国的生活。

致力于学生支持
UNH了解学生向大学学习过渡比较困难，同时也认识到，满足学生的学习以及个人需求是 

至关重要的。

桥梁课程优势
 • 从进校第一天起即成为UNH学生

 • I-20 入学许可由UNH发放，在整个学位课

程期间保持有效

 • 入学无需美国高考（SAT）、美国大学入学

考试（ACT）、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
或研究生管理学科入学考试（GMAT）成绩

 • 所获学分显示在UNH成绩单上

 • 提供额外的课程和支持服务

 • 小班授课（每班25名学生）

 • 每年三次入学时间（1月、5月和8月）

迎新指导
UNH桥梁课程的新生将参加一门综合迎新

课程。

通过本课程，您将获得有助于您快速而又顺

利地融入学习的重要信息。迎新课程期间，

您将：

 • 收到课程表

 • 见到学生辅导老师和新朋友

 • 了解学术和社交资源

 • 参观校园

 • 入住宿舍

 • 采购日常用品

学术咨询
我们的学术团队以及其他教职工将在整个
学期内随时为您服务，个人或团体咨询皆
可。学生支持专员将定期与学生面谈，保证
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课程，达到学校学习要
求。您可以提出各种有关学习或个人问题，
与学生支持专员一起找出快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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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
UNH的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旨在确保您取得必备技能， 

从而在攻读UNH学位期间取得优秀学习成绩。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
学术课程
IUTP学术课程相当于本科一年级课程。IUTP
学术课程由大学学分课程组成，为您从高中

学习顺利过渡到在美国的大学学位学习搭

建一座学术和文化的桥梁。成功完成IUTP学

术课程后，您将直接升读所选专业二年级。

为满足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的需求，学校还

提供历时两学期的IUTP学术课程，帮助他们

快速完成一年级学习，同时提供与三学期

IUTP学术桥梁课程相同的支持与福利。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
英语课程
IUTP英语课程在您提升英语水平的同时为您

提供修习大学学分的机会。成功完成IUTP英
语课程，您将开始IUTP学术课程，进而直接

升读所选专业大学二年级。

师生比例:�

1:19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1

UNH大学二年级
二年级学生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1

各学习计划的入学学习成绩和英语语言要求，请参见13页。

IUTP学术课程：2学期（GPA3.0, 雅思6.0/托福75）

IUTP学术课程：3学期 (雅思 5.5 / 托福 70)

英语语言课程
（1-3学期）

IUTP英语课程：4至6学期-16个月（雅思4.5/托福50）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2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3

UNH大学二年级
二年级学生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1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2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3

UNH大学二年级
二年级学生

IUTP 学术课程
学期 2

IUTP学习计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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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始终注重保持其教

学质量的高标准，所有

开设的课程均由在国际

学生教学领域拥有丰富

经验且持有资质的大学

教师授课。

本科入学要求

UNH直接入学

（2学期）

IUTP学术课程：

2学期

IUTP学术课程：

3学期

IUTP英语课程

（1-3学期）

学历 完成12年级学业

（或同等学历）

完成12年级学业

（或同等学历）*

完成12年级学业

（或同等学历）*

完成12年级学业

（或同等学历）*

GPA GPA 3.0 GPA 3.0* GPA 2.5* GPA 2.5*

是否要求SAT/ACT成绩 是 否 否 否

雅思 6.5 6.0 （阅读/写作 6.0，口
语/听力 5.5）

5.5 （阅读/写作 5.5， 口
语/听力 5.0）

4.5–5.5†

托福网考 80 75-80 70-75 50-69

通用教育证书（GCE）/大马
教育文凭（SPM）

不适用 B或以上 C或以上 D（1学期）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HKDSE）

不适用 4级或以上 3级或以上 2级（1学期）

推荐信 是 否 否 否

申请费 是 否 否 否

* 各个国家的同等入学成绩要求，见20-21页。† IUTP英语课程对雅思阅读/写作/口语/听力的最低要求，见14页。

评估您是否符合课程条件时，将考虑雅思单项成绩（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不考虑总分。

UNH将在您抵达学校后安排校际托福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较之您预期英语水平的高低变更最初商定的课程时长。

本信息刊印之际准确无误；有关要求的任何变更或更新，请登录unh.nav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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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P英语课程
IUTP英语课程学生可选择初级、中级和高级英语课程，将其作为第二语言（ESL）课程学习。

英语
英语课程分为阅读/写作和口语/听力模块，

每个模块由单独的老师授课。每周四天，每

天授课5小时。根据您的英语水平，完成本

课程需要1-3学期。

ESL教师还可辅导学生完成课程作业，或就

学习策略提供鼓励和指导。

ESL采用小班授课模式，每班仅招收 12-15 
名学生，保证您获得个性化关注。成功完成

IUTP英语课程后，您将升读商业与经济学、

工程与物理学或文科专业的IUTP学术课

程，之后开始UNH有关学位课程的学习。

技能学习

在您学习ESL课程的过程中，您将获得以下

宝贵技能：

 • 阅读并总结大学文章的方法

 • 撰写各类学术论文的方法

 • 准备和进行课堂展示的方法

 • 开展学术研究和搜索学术资料用于写作

作业的方法

学分

顺利完成IUTP英语课程后，您将获得16学

分，并可转至UNH的学位课程学分。

IUTP英语课程入学要求
攻读IUTP英语课程的学生需满足下列英语入学要求*。 

请注意：攻读IUTP英语课程的学生在升读UNH本科学位二年级之前必须完成IUTP学术课程的学习。

IUTP英语课程（1-3学期）
雅思

课程时长 总成绩 阅读最低 写作最低 口语最低 听力最低

1学期 5.5 5.0 5.0 5.0 5.0

2学期 5.0 5.0 5.0 5.0 5.0

3学期 4.5 4.5 4.5 4.0 4.0

单项成绩为4.5或低于4.5的学生须选择为期三个学期的英语课程。IUTP英语课程不接收阅读和写作单项成绩低于4.5，口语和听力单项成绩低于4.0的 
学生。

其他英语资质要求

课程时长 托福网考 GCE普通水平/SPM HKDSE

1学期 62-69 D 2级

2学期 56-61 不适用 不适用

3学期 50-55 不适用 不适用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
（IUTP）：学术课程

 • 商业与经济学

 • 工程与物理学

 • 文科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
（IUTP）：英语课程
必修课程：

 • ESL 410 & ESL 411 –  
初级英语

 • ESL 420 & ESL 421 –  
中级英语

 • ESL 430 & ESL 431 –  
高级英语

 • NAV 102 –  
综合学习技能

* UNH将在您抵达学校后安排校际托福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较之您预期英语水平的高低变更最初商
定的课程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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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P学术课程：商业与经济学
彼得·T·保罗商业经济学院以创新方式，帮助学生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进入到全球顶尖企

业而准备，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入学时间 
 • 夏季：2016年5月
 • 秋季：2016年8月
 • 春季：2017年1月

IUTP 学习成绩要求
各国具体入学成绩要求，参见20-21页。

IUTP 英语语言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参见13页。

课程设置
学位课程构成 课程信息

课程总学分128–IUTP转学分36=获取学位应修习的剩余学分92

升读要求

 • IUTP最后一学期的累积GPA达到3.0
 • ECON401/402和MATH425科目成绩不低于C
 • IUTP学分不低于28 

选修课程（选择两门）

 • CS 408 – 网络世界生活

 • ECE 444 – 仿生学：自然技术

 • HIST 410 – 美国文明历史研究

 • MATH 418 – 微积分入门†

 • MATH 426 – 微积分 II
 • MUSI 405 – 美国音乐研究

 • PHYS 405 – 现代天文学导论

 • POLT 401 – 政治与社会

*此为未能达到ENG401A课程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 未能达到微积分 I 课程数学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学期1��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40* 桥梁英语* 8

MATH 425  微积分 I 4

NAV 101 or 102 综合学习技能 0

学分合计 12

学期2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50* 学术英语* 4

ECON 401 经济学原理（宏观）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学期3 课程名称 学分

ENG 401A 新生写作 4

ECON 402 经济学原理（微观）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课程学分总计 36

新罕布什尔大学桥梁课程
文学学士
 • 经济学：

 – 全球贸易与金融
 – 货币与金融市场
 – 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理学学士
 • 工商管理：

 – 会计
 – 企业研究
 – 金融学
 – 信息系统与业务分析

 – 国际商务和经济学
 – 管理学
 – 市场营销
 – 学生自我设计专业

 • 经济学
 • 酒店管理

课程设置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关于最新课程设置，请登录网站unh.navitas.com。.

酒店管理课程�
全美排名�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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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P学术课程：工程与物理学
作为获得美国政府在海、陆、空三方面研究经费的唯一的公立大学，工程与物理学院致力于通过

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不懈的研究精神和优质的服务来体现新罕布什尔大学在这些方面所承担的

使命。

课程设置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关于最新课程设置，请登录网站unh.navitas.com。

入学时间 
 • 夏季：2016年5月
 • 秋季：2016年8月
 • 春季：2017年1月

IUTP 学习成绩要求
各国具体入学成绩要求，参见20-21页。

IUTP 英语语言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参见13页

课程设置

学位课程构成 课程信息

课程总学分133–IUTP 转学分36=获取学位应修习的剩余学分97

升读要求

 • IUTP最后一学期的累积GPA达到3.0
 • MATH425科目成绩不低于C
 • IUTP修习的学分不低于28 

选修课程（选择两门）

 • CS 408– 网络世界生活

 • ECE 444 – 仿生学：自然技术

 • HIST 410 – 美国文明历史研究

 • MATH 418 – 微积分入门†

 • MATH 426 – 微积分 II†

 • MUSI 405 – 美国音乐研究

 • PHYS 405 – 现代天文学导论

 • POLT 401 – 政治与社会

* 此为未能达到ENG401A课程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 未能达到微积分 I 课程数学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学期�1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40* 桥梁英语* 8

MATH 425 微积分 I 4

NAV 101 或 102 综合学习技能 0

学分合计 12

学期�2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50*  学术英语* 4

Math 426 微积分 II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学期�3 课程名称 学分

ENG 401A 新生写作 4

ECON 402 经济学原理（微观）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课程学分总计 36

新罕布什尔大学桥梁课程

文学学士
 • 化学
 • 地球科学教学
 • 地球科学
 • 数学
 • 物理学

理学学士
 • 生物工程
 • 化学工程：

 – 生物工程
 – 能源学
 – 环境工程

 • 化学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工程
 • 计算机科学：

 – 生物信息学
 • 地球科学：

 – 气象科学
 – 地质学
 – 地球物理学
 – 海洋学

 • 电气工程

 • 环境工程：
 – 市政工程

 • 环境科学：
 – 水文学

 • 信息科学
 • 数学
 • 应用数学：

 – 计算
 – 动力与控制
 – 经济学
 – 流体动力学
 – 固体力学与振动

 • 数学教育必选一门：
 – 小学
 – 中学/高中
 – 中等教育

 •  机械工程
 •  环境工程
 •  物理学：

 – 天文学
 – 化学物理学
 – 材料科学

 •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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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P学术课程：文科
人文学院研究人文学、美术和表演艺术、社会科学和教育。与新罕布什尔大学其他学生一起师从数

百位著名教师、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访问学者，获得各个方面宝贵的学习经验。

课程设置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关于最新课程设置，请登录网站unh.navitas.com。

入学时间 
 • 夏季：2016年5月
 • 秋季：2016年8月
 • 春季：2017年1月

IUTP学习成绩要求
各国具体入学成绩要求，参见20-21页。

IUTP英语语言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参见13页。

课程设置

学位课程构成 课程信息

课程总学分128–IUTP转学分36=获取学位应修习的剩余学分92

升读要求

 • IUTP最后一学期的累积GPA 达到2.5 
 • IUTP修习的学分不低于28 

选修课程（选择两门） 
 • CS 408 – 网络世界生活
 • ECE 444 – 仿生学：自然技术
 • ECON 401 – 经济学原理（宏观）
 • ECON 402 – 经济学原理（微观）
 • HIST 410 – 美国文明历史研究
 • MATH 418 – 微积分入门†

 • MATH 425 – 微积分 I
 • MATH 426 – 微积分 II
 • MUSI 405 – 美国音乐研究
 • PHYS 405 – 现代天文学导论
 • POLT 401 –  政治与社会

* 此为未能达到ENG401A 课程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 未能达到微积分 I 课程数学要求的学生的必修课程。

学期�1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40* 桥梁英语* 8

MATH 420 有限数学 4

NAV 101 或 102 综合学习技能 0

学分合计 12

学期�2 课程名称 学分

ESL 450* 学术英语*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学期�3 课程名称 学分

ENG 401A 新生写作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选修课程 参见选修课程列表 4

学分合计 12

课程学分总计 36

新罕布什尔大学桥梁课程

文学学士
 • 人类学
 • 艺术史
 • 艺术工作室
 • 古典学：

 – 古典语言与文学
 – 古地中海文明
 – 拉丁语与拉丁语教学

 • 传播学：
 – 商业应用
 – 媒体实践

 • 英语
 • 英语/新闻学
 • 英国文学

 • 英语教学
 • 法语
 • 法国研究
 • 地理学
 • 德语
 • 历史学
 • 人文学科
 • 国际事务双学位
 • 司法研究双学位
 • 语言学
 • 音乐：

 – 音乐通识教育
 – 音乐创作
 – 音乐表演研究

 • 哲学
 • 政治学
 • 心理学
 • 俄语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 戏剧：

 – 表演
 – 舞蹈
 – 设计与戏剧技术
 – 音乐剧
 – 中等戏剧教育
 – 青年戏剧

 • 女性研究

美术学学士 
 • 工作室艺术
 • 艺术史 
 • 艺术教育

音乐学学士
 • 创作
 • 音乐教育
 • 表演
 • 预教

理学学士
 •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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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您的最佳选择
UNH提供取得商业与经济学、工程与物理学和文科领域学位的桥梁课程。然而，UNH的五大院校涵

盖了100多个专业。顺利完成IUTP学术课程，您可申请攻读UNH的其他院校或专业。

生命科学与农业学院

文学学士
 • 可持续农业与粮食系统
 • 动物学

理学学士
 • 动物科学

 – 乳业管理
 • 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
 • 生物学
 • 生物医学科学

 – 医学检验
 – 医学微生物学
 – 医学和兽医学

 • 社区与环境规划
 •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
 •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 环境科学

 – 生态系统
 – 水文学
 – 土壤和流域管理 

 
 
 

 • 马术研究
 – 马业管理
 – 马术治疗
 – 马术学

 • 林业学*
 • 遗传学

 – 基因学
 • 海洋、河口和淡水生物学
 • 神经科学与行为学

 – 动物行为学
 – 综合神经科学

 • 营养学
 – 饮食学
 – 营养与健康
 – 营养科学

 • 可持续农业与粮食系统
 • 野生动物与保护生物学
 • 动物学

 

健康与人类服务学院

理学学士
 • 运动训练
 • 传播科学与障碍
 • 卫生管理与政策
 • 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

 – 儿童权益保障与家庭政策
 – 幼儿/托儿所—幼儿园
 – 家庭支持/家庭生活教育
 – 个人和家庭发展

 • 国际事务（双学位）
 • 运动学

 – 运动科学
 – 户外教育
 – 体育
 – 运动研究

 • 护理学
 • 职业治疗
 • 娱乐管理与政策

 –  娱乐节目管理
 –  娱乐疗法

 • 社会工作

YUE BAI
郑州市，英语教育

第一年在UNH，纳维帮
助了我很多，哪怕我从
IUTP已经转到大二了，
等我需要帮助的时候
还会去找纳维的老师。
他们让我感觉自己是
这里的一部分，同时能

交更多朋友并学到美国
的文化。

 * 指定专业（学位证书上载有专业名称，如林业文学硕士）

请注意：入读上述学院和专业须满足UNH标准入学条例的规定。学生可申请入读其他课程，但可能需要修习额外科目以取得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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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和硕士预科课程入

学方式灵活，能够满足学习成绩和英语水平不同

的学生的需求。 

200多门  
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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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TP：入学成绩要求
入读IUTP学术课程和IUTP英语课程要求顺利完成至少五门核心学术课程，包括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外语（如：汉语、韩语、西班
牙语、土耳其语、越南语、印度语、乌尔都语、斯瓦西里语等）。

UNH综合审查中学学习成绩/证书，考虑五门核心学术课程的整体GPA、年级升读情况和单科GPA。

国家/地区 IUTP入学成绩要求

阿根廷 Bachiller成绩达到7-10

澳大利亚 圆满完成12年级学业，成绩达到60%或以上

阿塞拜疆 圆满完成中学学业（成绩达到3-5）

巴林 获得Tawjahiya中学毕业证书，平均成绩达到60%或以上

孟加拉国 获得高级中学证书（HSC），平均成绩达到60%或以上

博茨瓦纳 获得博茨瓦纳中学教育证书，成绩达到二级二等或平均成绩达到C

巴西 获得巴西中学毕业证书（Certificado de Ensino Medio），平均成绩达到7-10

文莱 三等荣誉学位

柬埔寨 高中毕业会考（Baccalaureat）成绩达到6-10

智利 获得学术类中等教育证书（Licencia de Educación Media），成绩达到5-7

中国 获得初中高年级毕业证书，成绩达到70%或以上

哥伦比亚 中学毕业会考（Titulo de Bachiller）成绩达到7.5-10

厄瓜多尔 Bachiller 成绩达到7-10

埃及 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证书，成绩达到65%或以上

斐济 斐济中学毕业证书（Form 6）成绩达到6-1

法国 获得法国高中毕业文凭，成绩达到11/20

加纳 通过高中证书考试（SSSCE），平均成绩达到D或以上

香港 所有课程成绩达到2级或更高标准

印度 获得高级中学证书（CBSE），所有课程成绩达到55%或以上

印度尼西亚 完成SMA3，平均成绩达到7.0或以上 

伊朗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Peesh-daneshgahii ），平均成绩达到13-20

以色列 高考（Teudat Bagrut）平均成绩达到55%或以上

日本 获得高级中学毕业证书（Kotogakko Sotsugyo Shosho），成绩达到3-5

约旦 顺利通过高考Tawjihi，且成绩达60%或以上

哈萨克斯坦 顺利完成中学教育/Attestat成绩达到3-5

肯尼亚 获得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KCSE），平均成绩达到C或以上

韩国 获得高中文凭，平均成绩达到70%（Mi）或平均等级达到6-1

科威特 取得中学文凭（Shahadat Al-Thanawiya-Al-A’ama），平均成绩达到70%或以上

老挝 取得Baccalaureat II资格证书，总成绩达到12-20（assez bien）

澳门 参见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或葡萄牙分级量表，具体视教育体制而定

马来西亚 获得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平均成绩达到B（荣誉）或以上

毛里求斯 参见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 IGSE）

墨西哥 获得毕业证书（Certificado de Bachillerato），成绩达到7-10

蒙古 获得毕业证书（Gerchilgee），成绩达到C或3-5

缅甸 通过基础教育标准考试（学术和职业），成绩达到4 或50%或以上

尼泊尔 获得高级中学证书（HSC），平均成绩达到50%或以上

尼日利亚 获得普通教育文凭（ GCE ），成绩达到5-1

阿曼 获得普通中学证书（Thanawiya Amma），成绩达到65% 或以上

巴基斯坦 获得高级中学证书（HSC），成绩达到50%或以上

巴拿马 获得高中文凭（Diploma de Bachiller），成绩达到71%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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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IUTP入学成绩要求

秘鲁 获得高中学术证书（Bachillerato Académic），成绩达到12/20

菲律宾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成绩达到80%或以上

葡萄牙 获得中学毕业证书（Certificado de Fim de Estudos Secundarias），成绩达到10-13（suficiente）

卡塔尔 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Al-Thanawiya Aama Qatari），成绩达到60%或以上

俄罗斯 顺利完成中学学业/Attestat 成绩达到3-5

沙特阿拉伯 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证书（ Shahadat Al–Marhalat Al–Thanawiyyat），成绩达到70%或以上

新加坡 参考普通中学教育证书（ GCSE，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IGCSE）要求

南非 获得中学证书，平均成绩达到“C”，或完成本科预科，成绩达到50%或以上

斯里兰卡 通过斯里兰卡普通水平考试，成绩达到C或55%或以上

瑞典 获得毕业证书（Avgångsbetyg），成绩达到“VG”或以上

台湾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成绩达到C或以上

坦桑尼亚 获得中学教育证书，成绩达到E5-A1

泰国 顺利通过 Matayom 6，成绩达到60%或以上

土耳其 获得中等学校毕业证书（Lise Diplomasi），成绩达到55%或3级（中等）或以上

乌干达 取得乌干达教育证书，成绩达到7-1

乌克兰 顺利完成中学教育/Attestat（成绩达到6或以上）

阿联酋 取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Tawjihiyya），成绩达到70%或以上

英国 参考普通中学教育证书（GCSE，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 IGCSE）要求

美国 成功完成12年级学习，平均成绩不得低于3.0

越南 取得中学毕业证书（Bàng Tốt Nghiệp Phố Thông Trung Học），成绩达到6-10

赞比亚 顺利通过赞比亚学校证书考试，成绩达到5-1

津巴布韦 参见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要求

OTHER ACCEPTED QUALIFICATIONS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IGCSE)

顺利完成中学学习，成绩达到C或以上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成绩达到4或以上（成绩不低于22点）

本信息仅作参考之用，且在刊印之际准确无误，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此处未列出的国家的入学要求，请登录unh.navitas.com/admissions-requirements查询。

学校致力于对知识的应用，为学

生和教职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

经历，也为应对21世纪挑战提供了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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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工程学
硕士预科课程（PMP）通常历时两个学期，旨在帮助已经取得学士学位但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满

足新罕布什尔大学工程学科硕士课程入学要求。

入学时间 
 • 夏季：2016年5月
 • 秋季：2016年8月

课程时长
（PMP和剩余的研究生课程）

2学年

PMP 成绩要求
取得有关本科工程学位，GPA达到2.70  
以上

PMP 语言要求
托福网考70+/ 雅思6.0（阅读/写作6.0，口语/
听力5.5）

标准化测试得分
入学或升读不要求GRE成绩。

课程设置

PMP阶段课程 课程信息

学期1 课程名称 学分  
升读要求：

每门UNH学分课程和非学分PMP准备课程成绩不得
低于B。

可用于取得学位的PMP学分：9

各学位具体学分要求如下：

 • 化学工程（30学分）

 • 化学工程（30学分）

 • 电气工程（30学分）

 • 机械工程（32学分）

 • 计算机科学（30-33学分）

NAV 801 研究生桥梁课程导论 3

NAV 802 研究生研究入门 3

MATH 835 研究型统计学方法 3 (UNH)

总学分 9

学期2 课程名称 学分

NAV 803 研究生学术交流 3

NAV 804 研究生跨文化问题 3

NAV 805 研究生教程 0

UNH GRAD 有关院系研究生课程 3 (UNH)

UNH GRAD 有关院系研究生课程 3 (UNH)

总学分 12

课程学分总计 21

新罕布什尔大学课程
 • 化学工程硕士

 • 土木工程硕士

 • 电气工程硕士

 • 机械工程硕士

 • 计算机科学工程硕士

研究生课程强调研究与课堂教

学间的相得益彰，进一步提升

本科生的大学学习体验。研究

生教师与学生们共同创造性地

探求和传播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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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ZHEN XIE
宁波市，历史学

 这里的老师很喜欢
和学生分享他们的
智慧，但同时也会
鼓励学生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发
表观点和想法。

化学工程硕士
UNH的化学工程课程将着重培养您运用数
学、科学和工程学知识识别、阐述和解决
化学工程问题的能力。可供化学工程学科
学生选择的研究方向包括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化学工程、电气化学工程、分离工程、
高级材料、高分子工程、反应工程和环境
工程。 

化学工程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为生物技
术、制药、微电子和燃料电池产业。通常，
他们能够取得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国家医
学图书馆和计算流体力学（CFD）研究公司
等机构的研究或学术职位。

土木工程硕士 
土木工程系为学生提供包括社会构建和自
然基础设施设计、建设、评估和维护的广泛
多样化的学术科目。

土木工程系提供以下专业选择：结构工
程、水资源工程、岩土工程、环境工程和材
料工程。由于社会对构建和维护世界物质
基础设施这一职业寄予厚望，因此对土木
工程师的需求量很大。

土木工程系教职员工荣获多项教研大奖、
首席教授职位和国家研究员职位。教职员
工们积极开展研究活动，每年的研究经费
合计约400万美元。

电气工程硕士
在UNH，电气工程专业学生充分参与解决
现实问题，这已成为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硬
件电路原型制造和亲身实验室测试实践获
得先进电子电路和系统设计方面的知识。

电气工程系教职员工致力于为学生们提
供优质教育和参与创新和先进科研项目的
机会，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广泛的研究
兴趣。

机械工程硕士
机械工程为学生们打好基础物理科学、固
体和流体力学、动力系统、热科学、材料科
学和设计方面的基础知识。该课程专为想
要为现代机械问题构建现实解决方案的学
生们设计。

机械工程系提供以下六个专业供学生们选
择：流体和热科学、力学、材料科学、设计
与制造、动力系统与控制和海洋工程。

该系的一些教师还开设海洋工程、综合应
用数学和材料科学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
提供丰富的跨学科学习和研究机会。典型
研究方向包括：流体力学、声学、材料科
学、固体力学、系统建模、机电设计、控制
学、海洋工程、先进制造和可替代能源。

计算机科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课程强调学科基础知识的学
习。我们注重教学技能和知识，以增强毕
业生们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自
信心。由于我们的课程教学并不仅仅局限
于教会学生编程，我们的毕业生们具备专
业领域各种岗位的专业知识，满足继续攻
读更高学位的要求。

我们的教师队伍拥有广泛的研究兴趣，承
担有各种科研项目，主要的研究领域集中
在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与科学可视化、数
据库与知识库系统、操作系统和计算机网
络、并行计算与编译器设计和理论计算科
学。大多数研究生均由一名专业的导师辅
导，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们参与资助的项目
研究和发表项目论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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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食宿
UNH校内建有27幢宿舍楼和9个风味各异的餐厅，让您尽情体验典型美国大学社区里的校园 

生活。

校内住宿
UNH校内建有27 幢宿舍楼，确保满足学生

的校内住宿需求。由于所有大一新生均住

校，您可以轻松地结交朋友，融入大学生

活。您将与美国学生居住在同一栋宿舍楼

里，让您亲身体验典型的美国大学生活。

学生宿舍分为三个区，分别是The Hills、The 

Valley以及The Timbers，三区各具特色。无

论您选择郁郁葱葱的The Hills，或是熙熙

攘攘临近市中心的The Valley，还是位于一

年级校园中心的The Timbers，UNH都将为

您安排合适的住宿。

UNH学生宿舍包括三种类型：男女合住、男

生宿舍或女生宿舍，以及拥有共同兴趣的

学生合住，如爱好音乐、体育、文化或科技

的学生可同住。

宿舍设施
所有宿舍房间设施齐全，宿舍楼内还提供

各种休闲场所以及厨房设施，以营造活跃

的社交氛围。

居住在UNH，您还将使用：

 • 个人高速互联网接入

 • 每个宿舍楼都配备的洗衣设备

 • 宿舍和休息室配备的无线上网和高清

有线电视

您可通过 UNH 的宿舍生活部与其他住校

生、您的导师以及 UNH 学生联系。宿舍生

活部负责为您营造温馨、安全而又舒适的

居住环境，保证您享受美妙的校园时光。 

校内餐饮
新罕布什尔大学为学生提供全美最具创

新、最灵活、最先进的餐饮方案之一。我们

旨在为学生提供美味、健康而又实惠的餐

饮体验。这里能够满足您的任何饮食要求

或口味。

学校为住宿生提供各种饮食方案，您将能

够在三个广受好评的食堂内用餐，无时间

限制。每个食堂的烹饪方法和菜单不尽相

同。食物种类繁多，包括寿司、蒙古烧烤、

披萨、素食等。UNH 餐饮服务还包括各种

校内咖啡馆、便利店和美食街，使您拥有丰

富的餐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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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通过UNH的宿舍生活部与其他住校

生、您的导师以及UNH学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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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校园生活
在校园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对知识的渴求，对户外运动的

热爱和对在大学校区中有所作为的道路上共勉。

社团活动
结交新朋友和探索周围环境对于新来到

UNH的学生来说是适应当地生活很重要的

一部分。

学生全年可参加众多活动，包括：

 • 文化庆典 
 • 国际教育周 

 • 音乐会和演出 
 • 体育俱乐部和比赛 

此外，学生还可支持UNH的甲级联赛运动

队。有一个称为“Cat Pack”的特殊学生活动

团体，学生们坐在一起吟唱传统歌谣。另一

个较受欢迎的学生活动是触摸UNH校园内

的野猫雕像的鼻子来获得好运。我们称之

为“Pat the Cat”！

学生组织及领导力
新罕布什尔大学拥有250多个学生俱乐部和

社团以满足学生的各种兴趣，而且数量逐

年递增。每学期开学，“校园开放日”将在

校园中心举行，帮助学生探索、了解这些俱

乐部。

新罕布什尔大学学生也有很多机会发展领

导技能，并付诸实践。学生大使开展诸多项

目，让学生在学习生涯受益无穷，同时学到

重要的领导技能，如团队协作、组织能力和

社会服务意识。学生也可成为学生欢迎周

的学生代表，通过打造内容丰富而有趣的

体验活动，协助新生在大学课程正式开始

的前几周适应学校生活。校园中的其他学习

领导技能的机会包括参与宿舍委员会和学

生议会。

学生活动中心（MUB）
MUB被誉为UNH校园活动的中心，为学生提

供各种服务、休闲活动和设施，提高学生的

校园生活质量。MUB设施包括：

 • 学生社团和俱乐部

 • 2D和3D影院

 • 游戏室

 • UNH 苹果专卖店

 • 自习室 

 • 邮务室

HAMEL 娱乐中心
Hamel娱乐中心将为您提供最新的娱乐设施

与体育设施，包括：

 • 攀岩墙

 • 多个羽毛球场、篮球场、壁球场和排球场 

 • 两层冰球/室内足球场 

 • 室内跑道（含三个跑道）

 • 拥有100多个健身站的健身中心

 • 两间多功能室（健美操、跳舞、击剑和武

术）

 • 男女更衣室（含桑拿房） 

 • 储物室（提供毛巾）

 • 急救/个人健身训练室

新罕布什尔�
一直被评为�

三大安全州�
之一

1926年，野猫被评选为UNH 
的官方吉祥物。学生们认为野

猫所具备的的速度、轻盈、狡

黠和机智正是UNH运动队的

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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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设施
在UNH，您可使用各种设施，包括：

 • 同伴互助成功中心（PASS）
 • 自习室

 • 图书馆

 • 数学中心

 • 大学就业指导中心（UACC）

 • 学术资源中心（CFAR）

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OISS）
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OISS）为学生提供移

民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教育。OISS鼓励学生

全年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来帮助国际学生

融入UNH社区并结交朋友。

咨询指导
对一些学生来说，适应任何新环境都是一

次紧张的体验。除了学术支持，UNH还通

过免费保密咨询服务提供优秀的个人支

持。您可约见我们的辅导员并与其讨论有

关您学术、社交或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或

担忧。

便捷交通
新罕布什尔大学校内设有火车站，每日有

列车通往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和缅因州波特

兰市。Campus Connector校园巴士可到达

校园各处，乘坐Wildcat Transit巴士则可到

附近城镇和城市。 

校园安全
新罕布什尔一直被经济与和平研究所评为
三大安全州之一。即使UNH周围有很安全
的环境，但是学校还是设置了24小时安保
系统。由达勒姆警方、UNH警务处以及保
卫处联合保证校园安全。通过蓝光电话系
统，在校园内任何地方您都可联系到UNH
警方，并可在2分钟内获得援助。如果您担
心独自走在校园内不安全，UNH将可为您
提供免费的日间或夜间护送服务。

UNH 是全美首家拥有

获得美国国家环境保护

局（EPA）“能源之星”

评级宿舍 

—Congreve, Lord 和 

McLaughlin 宿舍楼—

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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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和助学金
UNH纳维学院为优秀学生提供数量有限的奖学金。奖学金发放基于先到先得的原则。 

10,000美元学业优异大使奖 
学金*
学业优异大使奖学金发放给高中学习成绩

优秀的学生（高中GPA3.5且雅思6.0/托福

80+）。申请学业优异大使奖学金的学生须

由UNH纳维学院教职员工安排面试，并提

交个人陈述。且根据该奖学金的规定，获

奖学生在学习纳维学院课程之余，还应履

行学生大使职责。 

5,000美元学业优异奖学金
学业优异奖学金发放给因高中成绩优秀

希望获得奖励的学生（高中GPA3.0 且雅思

5.5/托福70+）。申请学业优异奖学金的学

生须由纳维生源国办事处或UNH纳维学院

教职员工安排面试。 

10%早录取奖学金* 
对于接受新罕布什尔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

质量学生，我们提供数量有限的奖学金。

学习成绩满足规定的GPA要求且雅思成

绩达到5.5/托福达到70+的学生可在截止

日期之前支付管理费，确认接受录取通知

书。2016年秋季学期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

期为5月31日。

* 奖学金不能组合发放。早录取奖学金金额约为2,700美元。所有奖学金的发放将基于先到先得的原则。奖学金将用于课程学费减免。特定奖学金的申请
须遵循特定申请流程。UNH纳维学院保留在申请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不予发放奖学金的权利。奖学金将在学生入校前发放，用于减免学生第二/三学期学
费。奖学金仅适用于攻读本科IUTP课程的学生。 

† 纳维家庭助学金和学业优秀奖学金仅授予在以下学校学习的学生：ACBT、AUSI、BCUIC、科廷学院、科廷大学新加坡校区、CRIC、迪肯学院、EIBT、 EIC、安
斯伯利学院、FIC、HIC、ICM、 ICP、 ICRGU、 ICWS、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区、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LBIC、FAU纳维学院、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校区纳维学
院、麻省州立大学达特茅斯校区纳维学院、麻省州立大学洛厄尔校区纳维学院、WKU纳维学院、UNH纳维学院、NIC、PIBT、PUIC、QIBT、SAIBT、SIBT和
UCIC。

‡ 证书课程可称为或注册为预科或大学转学分课程第 I 阶段。文凭课程可称为或注册为本科桥梁课程、大学转学分课程（UTP）、大学转学分课程第 II 阶段
或者大学桥梁课程（UPP）。

纳维助学金不适用于英语语言课程或纳维成员机构提供的任何英语语言课程的组成部分。

本信息刊印之际准确无误，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或以纳维成员机构或纳维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为准

通过纳维学业优秀奖学金计划，每年有162项奖学金被授予来自世界各地的在纳维大学桥梁课程学

院和托管学院学习的学生。

BERTRAM HUSCH国际奖学金
Bertram Husch国际奖学金于2000年在新罕

布什尔大学成立。该奖学金每学年颁发给学

习成绩优秀、追求卓越和怀有悲悯之心的国

际学生。

纳维优秀学生奖学金
纳维通过向学业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致

力于帮助他们实现职业目标。

每学期，纳维学院为两名学生提供学业优秀

奖学金。奖学金的评定将以学习成绩为依据，

所颁发的奖学金将用于减免一个学期的学

费。更多信息，请登录unh.navitas.com。

纳维家庭助学金
纳维以家庭助学基金的方式为学生们提供

财务支持。当同一家庭中有两名或两名以上

学生在纳维教育集团成员机构学习时，则此

项助学金适用。† 

该助学金相当于您课程费用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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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历
IUTP
年份 学期 申请截止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

2016 夏季 4月22日 5月24日 8月5日

2016 秋季 7月22日 8月21日 12月16日

2017 春季 12月16日 1月17日 5月19日

学期时间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欲知最新时间表，请登录：unh.navitas.com/orientation。

PMP
年份 学期 申请截止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

2016 夏季 4月8日 5月24日 8月5日

2016 秋季 7月8日 8月21日 12月16日

请注意：学期时间或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欲知最新时间表，请登录：unh.navitas.com/orientation。

您的投资
UNH的学费在全美同类大学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这表示您可

以较低的教育投资获取最大的回报。

2016/17 学费及其他费用*
桥梁课程 课程时长 课程学费（美元$）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
学术课程 

2或3学期 $28,000

硕士预科课程（PMP） 2学期 $26,500

国际大学转学分课程（IUTP）：
英语课程 

1学期 $9,100

其他费用†

IUTP必缴费用 2学期 $3,486

3学期 $3,966

PMP必缴费用 2学期 $3,030

必缴医疗保险 每年 $2,280

住宿 每学期 $3,310 起

餐饮计划 每学期 $1,999（8月和1月）/$500（5月）

* 学费和其他费用按学分计，实际学费将依个人所选课程而定。学费和其他费用或有变更，恕不另行
通知。 
† 当前列出的为2015年的收费标准，2016年学费和其他费用或有增加。欲知最新费用清单，请登录： 
unh.navitas.com/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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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申请方法
unh.navitas.com/apply

您可直接申请UNH纳维学院或通过UNH纳

维学院在您所在国的代理人进行申请。欲

了解UNH纳维学院的授权代理人，请登陆

unh.navitas.com/navitas-recruiters。为顺

利入读所选课程并有足够时间取得学生签

证，请尽早申请并缴纳费用。

入学条件与学费信息
unh.navitas.com/conditions-of-enrollment

申请UNH纳维学院之前，您须阅读入学条

件，其中包含了学费有关信息、美国签证信

息以及有关课程录取、课程推迟和退费政

策的条件。

一旦申请成功，您将收到录取条例、录取

通知书和录取通知接收函，该等文件将一

起构成UNH纳维学院与UNH纳维学院录取

通知书接收人之间一份对双方都具有约束

力的协议。

国际学生签证
unh.navitas.com/microsites/predeparture

学生接受录取通知书且录取条件后，UNH 
将发出正式的录取通知和I-20表格。学生可

运用I-20表格上的SEVIS编码联系当地美国

大使馆进行签证预约。网站上逐步说明了

进行签证预约的方法、出发前需准备的材

料和其他有用信息。

学生概况
unh.navitas.com/students

UNH纳维学院的学生来自全球各地。您可

以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在校学生和往届

学生概况，了解他们在纳维学院的学习经

历。您可以观看：

 • 学生访谈

 • 视频：国际学生眼里的校园

 • 国家概况，包括当地社会组织、礼拜场

所等

政策与程序
unh.navitas.com/policies-and-procedures
UNH纳维学院有一系列与质量、监管和法
律挂钩的政策与程序，形成了一个系统框
架，确保UNH纳维学院向学生提供高品质
的服务。重要政策包括：

 • 隐私权法

 • 行为守则

 • 平等取用

 • 申诉、投诉与上诉

 • 学分转移

 • 学习成绩

 • 学费返还政策

 • 残障人士支持政策

UNH纳维学院 YOUTUBE
youtube.com/user/navitasatunh
请登录我校YouTube官方网页，观看UNH
纳维学院学生述说为何选择我校的分享
视频。

YONGJIAO HU (EMILY)
中国，社会学

我想要选择一所传统和历
史悠久的美国大学。UNH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强大的学术研究实力和
我所期待的学生支持服
务，我很高兴我选择了 
UNH。我非常喜欢新罕
布什尔的气候，特别是
秋天，这里的树叶或红或

黄或橙，让我感觉仿佛置
身于童话王国一般。

UNH 
成立于 

18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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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DETAILS
Name must appear exactly as it is in the applicant’s passport.

Title:   Mr   Ms   Other Gender:   Male   Female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CONTACT DETAILS
Applicant’s home country address (not recruiter’s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Post code: Country:

Mobile telephone:

Business telephone:

Home telephone:

Applicant’s email:

Country of birth:

Country of citizenship:

Passport number:

ETHNIC ORIGIN (OPTIONAL — FOR STATISTICAL PURPOSES ONLY)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to be Hispanic/Latino?   Yes   No

In addition, select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acial categories to 
describe yourself:

 American Indian or Alaska Native   Asian

 Black or African American   White

 Native Hawaiian or Pacific Islander           Do not wish to report

FAMILY BACKGROUND
Father’s full name:

Father’s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pplicant’s):

 

Father’s occupation:

College/university attended by father (if any):

Mother’s full name:

Mother’s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pplicant’s):

Mother’s occupation:

College/university attended by mother (if any):

Please designate a person to be notified in case of emergency

Name: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Home phone number:

Work phone number: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Post code: Country:

Telephone: Mobile:

Facsimile:

Email address:

PROGRAM SELECTION: NAVITAS AT UNH
 IUTP      PMP

Please indicate the year and semester you wish to begin your studies.

Year   January   May   August

Preferred major at UNH

ACCOMMODATION
On-campus residential accommodation is compulsory for al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their first two semesters in the IUTP. 
You will receive the On-Campus Housing Application form after your 
enrollment appl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EDUCATION DETAILS
English proficiency

IELTS score: TOEFL score:

Other: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Date of completion:  DAY / MONTH / YEAR

Current level of English:

Country/state:

Secondary education: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A-levels):

School attended:

Date of completion:  DAY / MONTH / YEAR

Country/stat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lease attach cert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mark sheets. 

Post-secondary and further education

Name of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attended:

Dates attended: 

Date of completion:  DAY / MONTH / YEAR

Country/stat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lease attach cert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mark sheets.

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UNH1899_App Form_A4P.indd   1 2015-12-10   2:39 PM



PERSONAL STATEMENT
1. Have you ever been found responsible for a disciplinary violation at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you have attended from 9th grade (or the international 
equivalent) onwards, whether related to academic misconduct or behavioral 
misconduct that resulted in your probation, suspension, removal, dismissal or 
expulsion from the institution?   Yes   No

2. Have you ever been convicted of a felony or other crime?   Yes   No

If you have answered ‘yes’ to either of the above questions, please submit a 
separate sheet that gives the approximate date of each incident and explains  
the circumstances.

EMPLOYMENT HISTORY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relev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to your chosen degree, 
please attach details.

REQUEST FOR LEARNING SUPPORT 
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may affect your learning (for example, impairments to 
your mobility, sight, hearing, reading or writing), please notify Navitas at UNH so 
we can support you. Please indicate your needs on a separate sheet of paper and 
attach it to this application.

MEDICAL INSURANCE REQUIREMENTS 
 I understand Navitas at UNH will provide a mandatory 12 months of medical 

coverage upon my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nd of 12 months I will be 
required to extend the initial coverage on a year-by-year basis. 

SPONSORED STUDENTS ONLY
Type of sponsorship (ie tuition fees and/or living expenses):

Name of organization sponsoring you: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first learn about UNH? You may check more than one.

 Exhibition/seminar 

 Newspaper/magazine

 Recommended by a friend/relative

 Recommended by an education recruiter

 Internet

 Other    Please specify:

DECLARATION
Please read this declaration carefully: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your parents/guardian MUST also sign)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with respect to my application 
to Navitas at UNH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ccura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giving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lmen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published 
course information in the guide or website and I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Navitas 
at UNH to enroll.

I grant Navitas at UNH permissions to correspond with my parent(s), guardians(s), and 
recruiter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 hereby give Navitas at UNH permission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ttended by me. I grant Navitas at UNH 
permission to provide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with any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my application of study, my ongoing academic progress, my housing, my activities 
with Student Life at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my results and attendance and other 
records regarding my studies and activities at Navitas at UNH (collectively, my ‘Student 
Records’) for the purposes of my admission and transfer to Navitas at UNH and any ot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Navitas program administration and, if I am a minor, or if I have 
otherwise provided my consent for the use of my Student Records for such purpose, for 
communicating with my family regarding my status and progress.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may require that I execute a consent or other agreement 
in order to transfer my Student Records to Navitas at UNH, I hereby agree to promptly 
execute such consents as may be required in order for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to 
release the above-described Student Records to Navitas at UNH.

I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Navitas at UNH may collec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may share it and my Student Records with Navitas Limited and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s 
described herei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ng with you regarding program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imited and its affiliates. Navitas at UNH, Navitas Limited 
and affiliates may stor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tudent Reco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and Australia and may us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Student Records for 

the purposes of administering prospective, current and graduate student admissions and 
enrollment and education.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use 
practices and policies, consult our Privacy Policy located at .

I understand that after I commence my studies with Navitas at UNH, I will need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program and maintain the minimum required GPA before I can 
continue my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I understand that if I have applied 
through an approved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or Navitas at UNH recruiter,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my Navitas at UNH application may be released to that recruiter.
I understand that fee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I accept liability for payment of all fees 
as explained in this guide,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Refund Policy, which is current at the 
time of my studies at Navitas at UNH.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I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ese costs. 
I understand that by signing this application form, I will be eligible to receive a letter of 
admission from.

DISCLAIMER
In signing this form I declare that I have read, understand and agree to the terms, 
conditions and privacy policy of Navitas at UNH.

APPLICANT’S SIGNATURE:  
(MUST BE THE SAME SIGNATURE AS IN YOUR PASSPORT)

Date:   DAY / MONTH / YEAR 

A parent or guardian’s signature is required for students under the age of 18.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Date:   DAY / MONTH / YEAR 

Unsigned applications cannot be processed. 
Recruiters cannot sign on an applicant’s behalf. 

ADDRESS FOR APPLICATIONS
Po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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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罕布什尔大学是美国十三

所获得了美国政府海、陆、空

专项拨款的学府之一，教授和

学生参与从深海到深空的全

方位的研究项目。

SRIYAA SHAH 
印度，心理学

我刚来到UNH的时候还是有些害怕
的，因为这个新的环境、新的文
化和陌生的地方所给我的感

觉完全不同于以前在家里的
时候。对此，我保持着开放
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告

诉自己所有这些不同也将
成就我的独特。从那一刻

起，我不再沉湎于过去，自
此我先后成为了住校生助
理、多样大使和国家黑人

工程师协会议员。

我很高兴在UNH纳维学院攻读
大学一年级课程的同时参加了
如此丰富的校园活动。这让我在
校园内建立起了自己的人脉关系，
让我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时轻松地

获得了各种实习机会。

因此我的建议是尽可能参与各种校园活动，抓住
机遇，坚持不懈！

15,000 多名 
在校生



新罕布什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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