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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感谢您关注
USPP课程。

“Kaplan与东北大学
（NU）和北美大学联

盟（CNAU）的合作关
系源于2009年，这一
年我们开设了美国大
学本科学分转化课程

（USPP）项目。在过去的	
	 	 6年中，我们已经成功将超
过1000学生顺利送进了CNAU联盟大学。

通过对这些学生的长期观察，我们发现USPP
毕业生在学术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这说明
USPP是一个高质量的课程。除此之外，USPP
毕业生通常对自己的目标大学有着深入的认
识和了解，并能在升学后迅速适应了美国大
学校园生活。这些积极的成果和学生取得的
成功，鼓励着我们有信心继续在中国乃至世
界推进USPP项目。

除中国外，我们还在尼日利亚和墨西哥开展
了USPP项目。美国大学本科学分转化课程现
已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坚信，如果你是一名
想要在升入美国大学前就做好完善学术准备
和大学生活准备的高中生，那么USPP绝对是
你最佳的选择。我期待并且欢迎在不久的将
来你能够加入USPP。”

Drew Newport
Kaplan国际中国合作伙伴关系总监

“欢 迎 来 到 美 国 大 学
本科学分转化课程
（USPP）！我非常鼓
励学生就读我们极具
创新意识的USPP课
程，希望你能利用这

个宝贵的机会升入美国
	 顶级大学，在那里开创自己
美好的未来。我们热切期待着你的到来，并衷
心希望你能顺利升入我们合作的美国一流大
学之一。真诚地祝愿你的学业一帆风顺。”

 Elizabeth Quinn
北美大学联盟USPP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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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录取大学

中国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第一学期
10月–12月

秋季学期课程介绍
详见第10页

第二学期
1月–4月

春季学期课程
详见第12页

第三学期
6月–8月

东北大学暑期桥梁课程
详见第14页

本科学士学习
8月底

升入CNAU成员大学二
年级

中国USPP中心

欢迎选择USPP 
(美国大学本科学分转化课程)
USPP是美国大学本科学分转化课程的简称。它是由Kaplan国际（Kaplan International） 
和以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为首的北美大学联盟（CNAU）共同开发的。 
USPP是一个全球性的课程，目前在中国、墨西哥和尼日利亚都设有校区。

课程运作流程

  
贝勒大学，韦科，德克萨斯州   p20

  
德保罗大学，芝加哥，伊利诺伊州   p22

  
玛丽斯特学院，波基普西市，纽约州   p24

  
东北大学，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p26

  
佛蒙特大学，伯灵顿，佛蒙特州   p28

为什么选
择USPP?

CNAU简介
北美大学联盟（CNAU）成立于

2009年、旨在为有志于前往美国
继续深造的国际学生提供一个
全方位的学术课程，帮助他们

实现美国名校的求学梦。

1该课程为期10个月、是
涵盖了语言准备、学术

技巧、文化背景和学位课程
的省时省钱的快速通道。

2各中心获得来自
Kaplan的全方位的学

术与管理支持。

3课程完成后顺利升入美
国顶尖大学二年级。

4可获得最高34个转换
学分。

5快速简化的申请流程、
无需SAT或ACT成绩、无

需申请论文和推荐信。

6注册成为USPP学生、即
刻获得美国东北大学大

一学籍。

7本科毕业后所获得的学
士学位可获得中国教育

部认证。

8成员大学提供专属高额
奖学金。

9国内唯一承诺保证录取
的课程。

10植入为中国学生量
身定做的“职业与课

程规划课”。

完成在中国的课程和在美国东北大学的暑期桥梁课
程后，你将有机会升入到以下CNAU成员大学之一。

在哪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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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USPP的课程等同于美国
大学本科一年级的课程。
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学
生就读于分布在中国的5
个USPP中心，所有USPP
中心都是经过北美大学联
盟（CNAU）考察并获得授
权的优秀教育机构。完成
国内课程后，学生将前往
美国东北大学继续完成暑
期桥梁课程。

通往美国大学的快捷通道

十月
在中国就读USPP

三月
CNAU确定录取结果

五月
在美国开始暑期桥梁课程

八月
完成暑期桥梁课程

九月
升入CNAU成员大学二年级

Donming Ly (Gary)
吕同学 – 通过USPP成功升入东北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会计方向

USPP帮助我为升入大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与
那些直接申请东北大学的学生相比，我的整个
申请过程轻松并且顺利很多。课余时间我喜欢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交活动和学生社团活
动来拓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并锻炼自己的领导
力。2014年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半程马拉松
长跑，我的目标是在未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得
益于我出色的学术能力和领导经验，我在波士
顿的一家公司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实习，职务
是会计助理。现在，我很期待即将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任职税务实习生的工作。我很感谢USPP项
目，因为它真的带给我很多优势

Hengqi Yang (Annabelle)
杨同学 – 通过USPP成功升入贝勒大学的
语言与交流专业

通过USPP项目，在没有TOEFL或SAT成绩的情
况下，我顺利申请到了贝勒大学。在USPP期间
的学习令我终身难忘。在暑期桥梁课程，我结
识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新朋友，并快速适
应了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在我开始贝勒大学
的学习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前期准备是多
么充分。感谢USPP课程，这一年的学习帮助我
获得学分的同时帮我节省了一年的时间，这样
的学习经历帮助我能够更快地实现自己的人生	
理想。

Li Zhu
李同学 – 通过USPP成功升入德保罗大学
的计算机科学专业

德保罗大学是我最明智的选择之一。德保罗大
学有一个职业与实习招聘会，这个招聘会为学
生与校内校外招聘单位提供沟通平台。经过几
轮的申请和面试，我现在就职于德保罗大学招
生办公室的全球学生大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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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P
课程信息

U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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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秋季学期
秋季学期课程作为学生的预备学
期将在中国授课。较短的学期跨度

（9周）和较少的学分（6学分）使学
生能够很快地适应课程、教师和生
活环境。

美国研究Ⅰ
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更快适应美国大学生活，提高学生听力、口
语、写作和批判性阅读的能力；向学生介绍美国的历史概况，包
括美国司法和政治体系的起源和严谨，以及公众舆论在美国的
影响力。

科学/工程微积分
课程概述了微分，	包括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逻辑函数及
其他函数的导数，以及导数在建立变化率模型、估算变量、优化
函数和边际分析中的应用。课程还包括积分在积累函数和终值
计算中的应用。重点学习如何解决现实中的商业和经济问题，从
原始数据开始数学模型的建立，以及用通俗的商业语言表达数
学运算的结果。

职业与课程咨询
该课程向学生介绍有关各种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特定专业所需
要的教育背景。课题包括美国文化和工作生活、美国教育体制、
课程学习和职业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体中的热门行业。学生将对
自己所学的技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方向。

在秋季学期的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所获学分
美国研究Ⅰ 2学分
科学/工程微积分Ⅰ 4学分
职业与课程咨询 无学分
学术英语Ⅰ 无学分
信息技术 无学分
秋季学期学分共计 6学分

课程以实际开设为准。	 在此学期学生总共修读6个学分。	 学
生每门课程必须达到最低等级成绩“C”或以上方可获得可转
学分。	个别学院对课程的转学分成绩有更高要求。

秋季学期
课程内容

学术英语 I (秋季学期) 和II(春季学期)
该两学期的基础课程将重点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能力，以适应并融
入美国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课程分为八个部分，由同一名老师
授课，各部分间通过技能、教材和作业的安排得以紧密地融合。

学术写作:主要学习通过严谨的学术语言、规范的引文和正确的
研究方法来撰写学术论文。

写作研习班:学生将学习学术写作流程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提
出和接受反馈，以及自我评估。

学术阅读:主要学习阅读策略，包括泛读、精读、读书笔记和批判
性阅读等。

演讲与讨论:帮助学生提高口头演讲能力和课堂参与能力。

英语语法:重点教授写作与口语技能，特别针对ESL（母语非英语）
学生，如表达程度、课外资源、句法结构、话语标记等。

学习技能:帮助开发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包括课堂笔记和阅读
材料的复习与注释、高效的批判性阅读、考前准备、学术论文的进
行和时间管理。

美国文化:帮助学生加深对美国文化、社会、历史和时事的理解以
及兴趣。

生活技能:帮助学生了解学校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包括国际学生
的生活、同伴辅导、与教授接触、宿舍生活、体育和课外活动、社交
约会、健康与健身，	 以及充分利用预科课程提供的各种机会提前
适应大学生活。这八个部分相辅相成，内容也互有涉及，强化学生
对各项技能的掌握，帮助学生为升入美国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信息技术（无学分）
为期一学期的课程将与各项作业以及学术英语学习成果密切结
合。课程将帮助学生掌握美国大学二年级所必需的计算机及互联
网技能。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Microsoft	 Word文字编辑软件；制
作PowerPoint并进行公开展示；在Microsoft	Excel	中整理数据及
编制图表。还将教授学生如何有效使用互联网，	 包括利用搜索引
擎和Boolean检索算符、搜索和使用基于互联网的参考材料、评
估网络资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使用在线图书馆检索系统和专业
期刊数据库及其搜索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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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期
春季学期
春季学期课程在中国授课，春季学
期的时间相对较长（15周），学术要
求也更为严谨（14学分）。该学期的
期中考试尤为重要，因为春季期中
考试成绩会与秋季学期期末考试
成绩一起计算并最终决定学生的
录取GPA。北美大学联盟招生录取
委员会在三月份对学生的GPA、学
术英语成绩和其它课程的成绩进
行审核录取工作。

课程分为两个方向，商科和人文方
向和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向。
	■ 商科和人文方向：对商科、人文
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
面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
	■ 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方向：对工程
专业和计算机专业感兴趣的学
生可以选择。

春季学期的课程设置

课程名称 商科和人文方
向所获学分

工程和计算机
科学方向所获

学分
美国研究Ⅱ 2学分 2学分
商务统计学 4学分 -
科学/工程
微积分	Ⅱ - 4学分

工程设计 - 4学分
学术英语Ⅱ 无学分 无学分
通用化学	
(无实验课) 4学分 4学分

微观经济学
原理 4学分 -

春季学期	
共计 14学分 14学分

课程以实际开设为准。	在此学期学生总共修读14个学分。	学
生每门课程必须达到最低等级成绩“C”或以上方可获得可转
学分。	个别学院对课程的转学分成绩有更高要求。

春季学期
课程内容

科学/工程微积分 II
课程涵盖了积分的高级应用、无穷级数和向量的基础知识。课题
包括分步积分、数值积分、反常积分、分离式微分方程式；以及积
分在计算功、面积和体积时的应用。课程还将讨论收敛数列、幂级
数展开式及近似计算、三维坐标系、参数化、向量积与数量积、切
向量和法向量、速率和太空加速度。

工程设计
该课程运用一系列工程学科内的教学案例来展示工程设计的过
程。学生将习得在工程设计中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如何使用电
子表格来解决工程问题，包括数据整理以及数据和函数的可视化
等。设计课题包括：问题的公式化与具体化、创造力、评估工具、专
利权、人体工程学、系统设计、制造业、工程伦理、演讲技能。此外，
课程还会教授工程制图，重点学习三维视觉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
计（CAD）软件。学生在课程中需要完成的项目为一个用于解决某
技术问题的原创设计方案。

学术英语 II
请参见第11页的课程详情	。

通用化学
该课程主要介绍化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及应用。课题包括物质、化
学计量学、气体定律、热力学、量子理论、原子结构、电子排布、成
键和分子间作用力等。

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
将带领学生走进微观经济学的领域。这个经济学分支研究的是“	
微观”	 经济体，例如：个体和公司所做的决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
响的。学生将通过图像形式学习经济学基本概念和模型，帮助他
们理解经济学问题。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可以应用这些原理和
模型来解释各种经济行为，并能够参与经济政策问题的讨论。

美国研究 II
该课程的目的包括两方面：第一，为了让学生更好地适应美国
大学的学习，	 该课程将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阅读、写作、口语
和听力等技能；第二，向学生介绍美国的历史概况，包括国会的
作用、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总统和有影响力
的企业家等。重点介绍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例如：Ronald	
Reagan、John	D	.	Rockefeller,	Warren	Buffett,	和Bill	Gates。

商业统计学
通过在这门课程中教授的技能，学生将能够收集、汇总、分析和
解读商业数据。课程涵盖了统计学的基本语言和概念，包括收集
数据的来源和方法、数字与图形报告、数据的变异性、数据分布、
抽样与抽样分布、统计推断的基本思想、变量之间的关系、制定
和测试假设等。除此之外，如何使用相关变量来建立预测模型也
是学习的内容之一。该课程需使用统计学软件、学习辅助工具，
以及互联网资源。学生将开展一项为期一学期的数据分析项目，
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交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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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期
暑期桥梁
被北美大学联盟成员大学录取的
学生将前往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东
北大学就读夏季桥梁课程。课程内
容将根据学生各自目标大学和学
术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暑期桥梁课程内容

课程名称
商科和人
文专业所

获学分

工程和计
算机科学
专业所获

学分

其他专
业所获

学分

化学实验 1学分 1学分 1学分*
大学写	
作或写	
作入门

4学分 4学分 4学分

探索美国 无学分 无学分 无学分
美国音乐 4学分 - 4学分
工程物理
及实验课 - 5学分 -

宏观经济
学原理 4学分 4学分 4学分

夏季桥梁
课程共计

12-13	
学分

13-14	
学分

12-13	
学分

暑期桥梁课程费用
暑期桥梁课程历时1 0周，总费用大概是
$16,000。这个费用包含了在波士顿期间的学费
和住宿费。

在此学期学生共修读12-14个学分。	 学生每门课程必须达到
最低等级成绩	“C”	或以上方可获得转学分。个别学院对课程
的转学分成绩有更高要求。

本表是基于2015年夏季桥梁课程而制定的。学生的实际课程
将在来年四月份录取程序完成后确定。

*	指定部分学生就读

暑期桥梁
课程内容
化学实验课
该实验室课程将作为春季化学课程的补充，内容涉及在春季课
程中讲过的课题，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以及化学过程和物理过
程的特点。

大学写作*
该课程会带领学生学习各种类型的文章和流派(如说明文、小
说、或电影)，着重学习文字基础以及如何运用比喻、组织、选材、
间隔、缄默、语气及观点的阐述等。	

课程安排了一系列系统化的学习，学生需要阅读一些比较复杂
的小说和非小说文章，用批判性的手法转述这些文章内容，并运
用到自己的写作中，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完成说明文，并根据需要
利用图书馆检索资料，推敲和评估自己的作品，完善自己的写作
能力。	

这一模块要求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撰写多个草稿，注重写作过程
及最终完成文章。学生需要在过程中将自己各阶段的作品整理
成册。

探索美国
该课程向学生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及在美国大学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通过辅导课、研讨会、资料阅读、讨论等形式与当地居民
接触，这一课程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东北大学以及波士顿及周
边社区的各种活动，培养学生国际化的思维方式。	

除此之外，课程还为学生安排了一系列景点参观活动与研讨会。
这些活动会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共性。

美国音乐
该课程讲述美国音乐发展史，从清教徒唱诗班时期到当代流行音
乐。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音乐会、传统民间音乐、爵士乐和当
代流行乐。

工程物理与实验
该课程是物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第一学期课程，重点学习力学
研究，包括运动的描述	 (一维、二维、三维)；牛顿定律；能量守恒定
律；刚体旋转；流体；振动；静力平衡。课题参见教科书的章节。该
课程同时还包括课程模块中涉及的各种实验室操作。

宏观经济学原理
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清晰明了的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和理论，课
程从研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问题之间的重要差异开始入
手。学生将学习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对整体经济发展的
影响。

在这一模块中将研究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以及要素积累和技术变
革对全球生活水平的长期影响。学生将系统学习美国的货币制度
以及资金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学习，学生将理解政策辩论的理论意义并将其应用到对当今
经济形势的分析中。

*		请注意，依据学生在中国进行的写作水平测试结果，学生有可能会修读写作入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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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P入学要求及评分标准
USPP入学要求
年龄要求：17-22岁之间
学术要求：	须完成高二及以上的高中阶段学习。在入读美国大学二年级前须提供高中毕业证，且高中

阶段的GPA须不低于2.5。
英语要求：	雅思成绩不低于5.5（单科成绩不低于5.5），或托福成绩不低于53分，或其他同等考试成绩。

升入成员大学
什么是GPA?

GPA(Grade	Point	
Average)是美国大学通
用的一种学术评分系统。
它是通过计算学生在
USPP学习期间的平

均分得出的。

如何计算你的GPA
USPP使用从A到F的GPA评分系统，用来评估学生在读期间的学术表现。每个学期，学生的考试成绩都会被转化为GPA。秋季学期和春
季学期的GPA将用来评估学生是否满足CNAU成员大学的入学要求。

GPA的评分范围从0.0（F）到4.0（A）不等。每一个USPP分数都有相应的GPA分数。

USPP分数 A A- B+ B B- C+ C C- D+ D D- F
GPA 4.0 3.7 3.3 3.0 2.7 2.3 2.0 1.7 1.3 1.0 0.7 0.0

举例说明GPA计算方式
秋季学期课程 所获学分 USPP分数 GPA
美国研究Ⅰ 2学分 A 4.0
科学/工程微积分Ⅰ 4学分 B- 2.7
职业与课程规划 无学分 - -
学术英语Ⅰ 无学分 - -
信息技术 无学分 - -
秋季GPA=(2*4.0)+(4*2.7)/6总学分 3.2

春季学期课程 所获学分 USPP分数 GPA
美国研究Ⅱ 2学分 A- 3.7
商务统计学 4学分 A 4.0
通用化学 4学分 B 3.0
微观经济学原理 4学分 B- 2.7
学术英语Ⅱ 无学分 - -
春季期中GPA=(2*3.7)+(4*4.0)+（4*3.0）+
（4*2.7）/14总学分 3.3

秋季GPA 春季期中GPA 录取GPA
3.2(*6学分) + 3.3（*14学分）	/20总学分 = 3.27

每年三月，CNAU成员大学将会根据学生的录取GPA成绩决定学生是否能够升入暑期桥梁课程和大学二年级。
录取GPA=秋季GPA+春季期中GPA(根据秋季和春季的总学分加权)

学生需达到CNAU成员大学的入学要求，方能升入
大学二年级。

夏季桥梁课程升学标准
USPP学生一旦被任一北美大学联盟学校录取，他们有责任在夏季桥
梁课程期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学术成绩。令人满意的成绩指的是学生
在东北大学的夏季桥梁课程中要达到或超过规定的学术标准。如果
学生在这期间未能达到相应要求，则其录取可能被取消。一旦发生这
种情况，我们将建议学生选择与自己成绩相匹配的CNAU或合作组织
中的其他备选院校。所有学术录取和升学决定不可更改。

录取与升学要求 贝勒 
大学

德保罗
大学

玛丽斯
特学院

东北 
大学

佛蒙特
大学

春季期中学术英语
Ⅱ最低分数 B- B- B- B- B-

录取最低GPA 2.9 2.7 2.7 3.0 3.0
暑期桥梁课程最低
GPA 2.9 2.7 2.7 3.0 3.0

是否有部分专业要
求有更高录取标准 No Yes Yes Yes Yes

本科转学分
转学分所需最低
要求 C C C C C

最多可转学分 32-33 32-33 27-31 32-33 32-34

各大学某些专业的录取GPA标准可能有所不同，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获取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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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USPP的
全方位支持
USPP是经过CNAU成员大学批准的、专门为国际
学生开设的课程，旨在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美国大
学本科一年级。

等同于美国大学的教学水平
所有USPP的授课老师都是经过东北大学认证的，具有丰富的教
学经验。他们的教学风格与美国大学本科教学保持一致，同时还
将获得额外的学术支持。这意味着学生在USPP期间将在最短的
时间内适应美国大学的教学水平和风格，从而为直升美国大二做
好充分准备。

学术英语技能的快速提高
USPP的学术英语课将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英语能力。在课程结束
时，学生将具备各项能力，如学术研究，书写有说服力的报告，正确
引用文献，学术报告演讲，和如何在小组讨论中表达自己观点等。
	
细致入微的帮助
我们将全程观察学生的学术表现。在这个过程中，授课老师将根
据学生各阶段的学术表现及时给予学生建议和意见。我们还全程
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课程和大学咨询，职业发展咨询，等。我们还有
专业的学生服务团队及时回答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包括在美国
生活，签证准备，和宿舍申请等。

欢迎你的加入
在课程开始之前的头几天，各USPP中心将为学生提供详细的介
绍，包括学校介绍，课程介绍，授课老师介绍和其他相关老师的介
绍。这将帮助学生更快的适应学习环境和认识新同学。

丰富的社会活动
在USPP学习期间不仅会有学术课程的学习，我们还将帮助你们
探索新事物，丰富你们的经历。我们会经常组织社会活动。各个中
心的社会活动内容不尽相同，可能包含一下几点：
	■ 户外烧烤
	■ 运动会
	■ 各种典礼
	■ 演出和音乐会
	■ 团队旅游
	■ 历史文化景点参观
	■ 更多形式不同的社会活动

自2009年起，超过
1，000名国际学生通
过USPP课程顺利升

入美国顶尖大学

被美国大学录取的
USPP学生100%获

得美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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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学联盟
(CNAU) 介绍

北美大学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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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大学
贝勒大学成立于1845年，是一所领先
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水平享誉国际。

迈向成功
在2016年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中，贝勒大学位居第72位。大学
拥有在校学生16,000人，致力于教育和培养学生的国际领导和服
务意识，并专注于蓬勃发展的跨学科研究。在贝勒大学的学习将
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和良好的基础。

优秀的教学质量
贝勒大学提供144个本科专业，涵盖12个学术领域，这里是你实
现学术梦想的理想选择。其中优秀专业包括全美排名第三的企业
创业专业、排名第12的工科专业和排名第62的商科专业（2016年
U.S.	News	2016	/	Princeton	Review）。

学生生活
贝勒大学满足你对美国大学生活的所有想象。这里有精彩绝伦的
体育运动、传承百年的古老校园传统、独一无二的吉祥物贝勒熊
等等。大学的校园精神感染着每一位学生，你将真实地成为贝勒
大家庭的一员。

舒适的环境
韦科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小城市，位于布拉索斯河河畔。作为贝勒
大学的学生，你可以徒步旅行韦科城，享受全年温暖的气候，或
划船和骑马。著名景点包括Cameron	Park	Zoo（卡梅伦公园动物
园）、Brazos	River	Country	 Exhibit（布拉索斯河地方展览）、各式
各样的商店、以及市中心的酒吧和餐馆。

教学设施
贝勒大学共有12个学院，包括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人文及科学学院）、Honors	College（荣誉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	（教育学院）和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同时，贝勒大学还有7个图书
馆，其中“中央图书馆”即穆迪纪念馆（于1968年开放）和Jesse	 H.	
Jones图书馆（于1992年开业）是两个最主要的图书馆。电子图书
馆建于2002年的春天。此外，贝勒大学拥有4个博物馆，包括马丁
艺术博物馆、麦克马伦-康纳利家族收藏馆，该收藏馆拥有227幅
水彩画，还有超过60多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和众多个人物品。

体育运动
在过去的十年中，贝勒大学的体育教育一直致力于为体育爱
好者、教练和贝勒球迷提供最先进的体育设施。现有设施包
括：MaLane体育场、Betty	 Lou	 Mays足球场、Hawkins室内网球
中心、Williams	 Family足球和奥林匹克体育中心、Beauchamp	
Athletics营养中心。2011–12学年是全国公认的“熊年“，因为贝
勒获得了NCAA历史上最辉煌的体育季赛成绩。贝勒仍在不断建
造更多新设施，以便容纳更多的贝勒家庭成员。截至2015年5月，
贝勒已经在联盟18年历史上获得了65次锦标，包括41次常规赛
和24次锦标赛的冠军。

住宿
贝勒大学的First	Year	Communities宿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社
区，那里可容纳200-600名学生同时居住。我们的宿舍为新生提
供与拥有不同兴趣和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们相识的机会。初到贝
勒的第一年，通过在一起学习和成长，同学们将找到各自在学校
的定位。生活学习中心是一个以学术课程或行为规范为核心内容
的社区。所有学生都可以在贝勒的任何一个生活学习中心与和自
己有相似专业和兴趣的人进行交流学习。这些社区提供专门的课
程、分类课堂和一个常驻教师来帮助丰富社区活动内容。住宿学
院是一个以教师为主的社区，旨在培养卓越的学术成就，强化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丰富贝勒大学的文化传统。

优秀的排名
	■ 在	“大学和学院年度综评”	中排名第72位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是全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共计44所被授予“Best	Buy”	殊荣
的大学之一（The	Fiske	Guide	to	Colleges）

	■ 工程专业全美排名第13位（US	News）
	■ 会计专业全美排名第18位（Public	Accounting	Report）
	■ 本科商科专业全美排名第58位（US	News）

世界级的学术体验
	■ 提供由精英教授团队带领的12个受国家认可的学术部门开
设的144个本科专业课程

	■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15:1
	■ 本科课程的班级平均每班人数为27人
	■ 全美排名领先的研究机构，美国精英大学之一，致力于研发
与创新

完美的校园环境 
	■ 布拉索斯河沿岸占地1,000英亩的活力校园被公认为美国最
美大学之一

	■ 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15,000余名学生
	■ 成熟的学生社区：贝勒大学成立于1845年，是德克萨斯州历
史最悠久并不断创新的大学之一

	■ 拥有260个学生社团和组织供学生参加，满足学生不同的兴
趣爱好

理想的学习圣地
	■ 坐落于德克萨斯州的韦科市——一座充满活力的历史名城，
拥有200,000人口

	■ 韦科市坐拥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公园，以及众多商店和餐厅
	■ 交通设施完善，拥有自己独立的机场

贝勒大学学费:	大约$40,000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baylo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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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保罗大学
美国排名第12大的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坐落于芝
加哥市繁华的市中心，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课程。

美国著名大学
德保罗大学成立于1898年，目前在校人数约25,000名，他们来自
美国50个州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大学拥有两个美丽迷人的校
区，在2014年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评选中，德保罗位居
美国本科最佳商学院第64名，同时还入选了2015年	 Princeton	
Review最佳法学院之一。

杰出的学术成就
德保罗大学提供超过150个本科学位课程，以及大量可结合为
定制学位的专业课程和选修课程。大学的学术排名领先，包括在
2016年Princeton	Review最佳创业专业排名中位居第15，以及在
美国电子游戏设计排名中位居第25。

参与其中
德保罗大学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和文化，在2014年
Insight	 into	 Diversity杂志Diversity奖项评选中，大学获得了“高
等教育卓越奖”。大学拥有300余个学生组织，包括一个获奖的学
生报社和一个可供学生参与其中的大型体育场所。

学生社区
根据2015年QS	 University	 Rankings的报道，芝加哥入选全世
界前20个学生城市，在全美排名第8（Princeton	 Review	 2016）。
这得益于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在芝加哥都设有公司，包括Kraft	
Foods	（卡夫食品公司）、Boeing	（波音公司）和	 MacDonald’s	
Corporation（麦当劳）等，这座城市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
此外，各式各样的商场、博物馆和爵士酒吧构成了芝加哥精彩的
市区休闲娱乐生活。

住宿
Loop校区的学生可以尽享University	 Center（大学中心）带来的
便利。最初，大学中心于2004年由德保罗大学、罗斯福大学、哥伦
比亚学院共同建立，之后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也加入其中。在大学
中心，德保罗的学生可以与另外三所大学的学生一起交流并使用
中心的各种服务设施。

如果你在Lincoln	 Park校区学习，可以选择住在学生宿舍或学生
公寓。占地30英亩的Lincoln	 Park校区距密歇根胡仅离1英里。该
校区提供有线电视、无线网络和电话线路。

运动
德保罗拥有许多校园娱乐活动。如果你是健身爱好者，这里有超
过65个健身课堂供你选择。如果你喜欢瑜伽或舞蹈，你可以选修
专门的无学分指导课程。如果你想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体
育俱乐部是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参与大学的户外冒
险和团队挑战活动，这些都会使你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设施
德保罗大学拥有完善的设施。大多数教室都配备有高级的教学设
配。图书馆由Lincoln	 Park	校区的John	 T.	 Richardson图书馆和
Loop校区图书馆组成，大学的各个角落都可以享受图书馆服务。
此外，Ray	 Meyer健身娱乐中心提供12,000平方英尺的力量和调
节区域，以及游泳池和健身房。

世界著名的大学
	■ 德保罗大学是美国最大的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也是其中唯一
一所以教学为战略中心的大学

	■ 在1800所美国大学中排名第121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在“最佳大学城市”排名中位居第3名（The	Princeton	
Review）

一流的学术和职业前景
	■ 全美私立大学本科商科类“最有价值”评选中排名第3位
（BusinessWeek）
	■ 是美国十所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最多的学校之一（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跻身美国25所提供“服务学习项目”的大学之一（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大学85%的毕业生在毕业6个月内顺利就业或继续深造

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17:1，优于众多大学
	■ 平均每班人数低于40人，有助于学生和老师在课堂上更紧密
的互动沟通

	■ 大学85%的教师拥有博士或博士以上学历

真实的国际化体验
	■ 德保罗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 近期，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多样性”的殊荣(INSIGHT	into	
Diversity)

理想的学习地点
	■ 德保罗大学在“学习圣地”芝加哥拥有五个校区，为学生提供
丰富的学习和工作安置机会

	■ 自1999年起共四次被评为学生感觉最快乐的美国大学（The	
Princeton	Review）

德保罗大学学费:	大约$36,000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depau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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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斯特学院
玛丽斯特学院因其友好的学习氛围而知名，小班授课的教学
方式有利于个人学习发展和参与校园生活积极性的提高。

始终成功
玛丽斯特学院成立于1929年，占地面积210英亩的校园坐落于历
史悠久的哈德逊谷的中心位置，俯瞰着哈德逊河，地处纽约市和
奥尔巴尼的中间。最近，玛丽斯特学院在北美最佳大学排名中位
居第13（U.S.	News	2016），并在Princeton	Review的美国在美国
北部最佳学院排名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全球伙伴关系
玛丽斯特学院与IBM、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Cary	 Institute	 for	 Ecosystem	 Studies保持着紧密的合
作关系。得益于此，学生有机会前往众多美国和国际知名商业企
业、传媒公司、时尚产业、和非营利组织中实习。

高水平的教学
玛丽斯特学院的教师均毕业于顶级大学，例如普林斯顿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等。学院致力于为学生提供
交互式的学习环境，本科级别的研究即有机会得到该领域教授的
指导。

杰出的学术成就
玛丽斯特学院的School	of	Management商学院经由AACSB	

（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被评为本科最佳商学院课程（U.S.	
News	2016），并在美国学士学位最佳会计学课程中排名第23位

（Accounting.com）。在2015年Kiplinger的最有价值私立大学排
名中，玛丽斯特学院位居第63位。

住宿
玛丽斯特学院为3,000余名本科生提供宿舍、套间、公寓和联排别
墅方式的住宿。不同年级的学生住在不同的区域，依据所选房型
和区域的不同，通常2-4名学生住在同一地点。学院为学生提供早
餐、午餐和晚餐，品种丰富可满足来自不同国家学生的需求。

运动
在玛丽斯特学院的首选运动有：篮球、棒球、网球和足球。作为玛
丽斯特的学生，你可以加入校内体育俱乐部，通过参与体育运动
和社团服务，开发和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领袖气质，感受体育精
神和团队精神。

设施
玛丽斯特学院配备有许多高科技设施。图书馆是学院建筑和文
化的中心，馆藏丰富，包括：超过207,000册书籍、30,000余种学术
期刊和报纸、以及5,000余种影音制品。此外，玛丽斯特学院的体
育设施也十分精良，包括Tenney	 体育场、James	 J.	 McCann	 中
心、Gartland	 田径场、McCann	 篮球场、网球馆、垒球场地等。占
地面积150,000平方英尺的James	 J.	 McCann	娱乐中心包含1个
室内田径场、1个游泳馆、2个壁球场、1个2,200平方英尺大的舞蹈
室、5个更衣室、1间教室和1个多媒体会议室。

排名领先的知名学府
	■ 是全美国最佳的377所学院之一(The	Princeton	Review)
	■ 其商学院位居全球排名前290所商学院之一(The	Princeton	
Review)

	■ 始终位于大学排名领先地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是美国被授予“Best	Buys”殊荣的大学之一(Kiplinger’s	
Personal	Finance)

	■ 被《Careers	and	Colleges》评选为全美14个以严谨的治学、雄
厚的师资、多彩的生活和广阔的前景而著名的大学之一

美好的学习体验
	■ 将先进的教学技术完美应用于课堂内外，促进教学质量与学
习体验的提升

	■ 小班教学强化了课堂的互动性与针对性，使师生之间的关系
更为紧密

绝佳的位置，先进的校园
	■ 占地210英亩的美丽校园坐落于波基普西市，地处历史名迹
哈德逊谷的中央，将哈德逊河的景色尽收眼底

	■ 被《Forbes》和《The	 Princeton	 Review》评选为美国25个“网
络最发达”的校园之一，并入选《Yahoo!	 Internet	 Life》评出的
美国100个“网络最完善”的校园

	■ 波基普西市拥有22个公园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可方便抵达纽
约市的许多热门景点，例如帝国大厦、中央公园和自由女神
像等

高质量的学生生活
	■ 关系紧密的校园社区，拥有4,000余名本科生,提供44个本科
专业

	■ 81个学生社团和俱乐部，满足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

玛丽斯特学院学费:	大约$34,000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maris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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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
始建于1898年，东北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的研究主
导型私立大学，采用独特的教学方法教书育人。

理念驱动
东北大学拥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大学着眼未来，致力于为学生提
供顶级的教学质量。东北大学被U.S.	News评选为美国排名前50
的大学之一，同时大学荣获以下世界排名：在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前200、在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中位列前300。2016年U.S.	News	Best	Colleges	”最具创新意识
大学”排名中位居第6。

专业实习
东北大学教学内容的制定旨在加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大学就业
发展部门多次上榜于Princeton	 Review美国大学排名的榜首。仅
去年一年，东北大学就为学生提供了9,000多个就业实习机会，其
中包括Google和NASA等。

校园生活
在东北大学能够体验传统地道的美式校园生活，占地面积73英
亩的校园充满热情友好的氛围，宽敞的校园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气
息。大学共有340个学生社团和俱乐部，定期举办各式各样的活
动，带你感受活跃的校园社区生活。

美国大学城
东北大学地理位置优越，地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中心位置，
这座城市吸引了附近多所世界顶级学府里最优秀的学生，包括麻
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50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汇集着50多所
世界级名校，波士顿无愧为美国最知名的大学城，能够满足学生
对夜生活、购物、体育活动的一切要求。

设施
Snell图书馆是东北大学同学们生活和学习的核心。馆藏985,000
余册书籍，平均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访问量。Snell图书馆是
东北大学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的“peer	learning	
counseling”项目、“author	 to	 meet”论坛和创新的研究工具都
值得体验。除了Snell图书馆之外，大学还设有一个非学术性图书
馆，主要提供非洲文化研究。

运动
课堂之外，东北大学还为你提供了精彩的课外生活，你甚至都不
用走出校园。大学配备有大量运动设施，学生可免费参加学生社
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大学开设了许多艺术活动，包括舞蹈、戏剧和
音乐。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这里有很多运动项目可供选择，还可
以参加各种校际比赛。东北大学的体育项目有棒球、篮球、田径、
曲棍球、英式橄榄球、英式足球、壁球、游泳、网球和排球等。

住宿
东北大学为学生提供多种校内住宿选择，大致分为两种：传统宿
舍和学生公寓。通常，大一新生将住在传统宿舍，高年级学生则住
在学生公寓。大学规定，所有大一和大二学生必须选择校内住宿，
其他学生可自行选择住在校内或校外。

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
	■ 在	“最佳国立大学”	排名中位居第42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评选为	“最具发展前景的大
学”第4名

	■ 在	“美国最具创业精神校园”	中排名第4（Forbes）

广阔的职业前景
	■ 在	“最佳实习/就业服务”	排名中荣登榜首（The	Princeton	
Review）

	■ 在	“最佳合作/实习”	排名中位居第1名（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 在BusinessWeek的就业安置评分中获得A+
	■ 每年，东北大学为学生提供在2500个知名企业和机构
中的6000多个实习岗位，这些企业和机构包括：Apple,	
Google、General	 Electric、	 HSBC,	 Novartis、	 Procter	 &	
Gamble、	以及	the	US	White	House等

	■ 2006年至2013年，东北大学90%的毕业生在毕业9个月内成
功就业或继续深造

多元化的校园社区
	■ 东北大学开设有9个学院，学生人数超过20,000名
	■ 2006年至2014年，东北大学国际学生比率增长了433%，约有
20,000名国际学生加入了大学充满活力的学生群体

绝佳的地理位置
	■ 大学位于波士顿——那里坐拥50多所美国知名大学，拥有超
过350,000名学生，构成了庞大的学生群体

	■ 大学附近交通设施完善便利，步行即可到达波士顿的众多热
门景点

卓越的学术成就
	■ 世界公认的顶级研究型大学，将严谨的学术传统与独特的教
学和研究方法相融合

	■ 独一无二的体验式教学模块为学生量身定制教学内容，旨在
帮助学生掌握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合的，并且受到广大
招聘企业青睐的必备技能。

东北大学学费:	大约$46,000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northeaster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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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大学
佛蒙特大学成立于1791年，古老的校园坐落于佛蒙特
的伯灵顿市，是公认的美国最理想的居住和学习地点。

历史悠久
作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布朗大学之后的新英
格兰地区第五历史悠久的大学，佛蒙特大学因其长久的传统学术
闻名于世。大学在U.S.	News的公立大学排名中位居第37位，在上
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前400。

专业的支持服务
大学致力于创造将学生和教师紧密相连的教学体制，这种体制通
常出现在小型文科学院中，但作为主要的研究机构，佛蒙特大学
却真正做到了这点。大学本科生和教师的比例为16比1，你将在
位于美国最美丽城镇的最美校园之一接受高质量的教学。

鼓舞人心
佛蒙特大学位于伯灵顿，坐落在Champla in湖岸边，地处
Adirondack和Green	 mountain区域，景色美轮美奂。学生将在
配备有一流设施的教室里与备受赞誉的教师一起学习和做实验。

活跃的学生生活
大学的学生活动丰富多彩，拥有200多个学生社团和组织，包括
一个国家级的辩论队、一个由学生自己运营的报社、广播电台、电
视台、救护队、法律服务、以及众多学术、艺术、音乐、文化、民族、
政治、宗教和服务的俱乐部。学生有机会参与各式各样的体育俱
乐部，以及校际比赛和20多支校园运动队。

设施
佛蒙特大学有2个图书馆。Bailey-Howe是佛蒙特州最主要和馆
藏最大型的图书馆。学生和教师以小组方式学习，进行独立研
究或在图书馆内的数码咖啡厅边喝咖啡边学习。此外，	 Bailey-
Howe图书馆还拥有大量在线学习资源，以及教学中心、媒体中
心、特殊馆藏和政府文件。其他设施包括Dana多媒体图书馆，它
服务于Academic	Health	Center（学术健康中心）的信息需要。

运动
佛蒙特大学拥有四个体育中心：Archie	 Post	 Athletic	 Complex、	
Gucciardi	 Recreation	 and	 Fitness	 Center、Gutterson	 Field	
House	以及	Patrick	体育馆，设施完善，供学生使用。健身房配备
有众多高质量的器材（自行车、跑步机、台阶器、拉伸器、力量器材
等）。此外，大学还是男子篮球和女子篮球的主办地，Patrick	 体育
馆是校内排球和篮球的比赛场地。

住宿
佛蒙特大学提供5个住宿选择，他们位于大学校园中心位置的
Chittenden	 Buckham	 Wills	 Complex。有400名学生居住在
Christie	 Wright	 Patterson的三座大厅内。Redstone	 Hall内有一
个厨房。University	 Heights	 North和South之间居住着约800名
学生。提供传统房间、独立房间和套间可供学生选择。Wing	 Davis	
Wilks	Complex有三座大厅，提供男女混合楼层和单一性别楼层，
以及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在Redstone	Campus	spot有现场
音乐社团表演。

悠久的历史和享誉世界的知名度
	■ 成立于1791年，是新英格兰地区第5历史悠久的大学，仅次于
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和布朗

	■ 被Forbes评选为高等学府中的	“明日之星”
	■ 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评选为	“最具发展前景的大学”
	■ 被BusinessWeek评选为	“毕业生高薪院校”

卓越的学术成就
	■ 大学设有7个学院，共计开设100余个本科专业
	■ UVM的课程全部获得了新英格兰学院协会(NEASC)	的认可
	■ 92%的教师在各自研究领域拥有博士或博士以上学历
	■ 本科生与教师的比例为16:1
	■ 小班教学，本科课程平均每班人数为30人

高品质的学生生活
	■ 拥有来自约65个国家的10,000多名本科生
	■ 拥有170多个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包括一支国家级的辩论队
和一个学生自己运营的报纸发行社

绝佳的地理位置
	■ 大学位于伯灵顿——那里被Travel	and	Leisure评为美国第一
大学城

	■ 被Outside、The	 Huffington	 Post、Travel	 and	 Leisure、The	
New	York	Times、Arts	&	Entertainment、Traveler及其他各路
媒体争相报道为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的、富有艺术气息
的户外运动顶级城市

	■ 城市毗邻美丽的尚普兰湖湖	 (Lake	 Champlain),坐拥阿迪朗
达克山（Adirondack）和青山山脉(Green	Mountains)	间绵延
1,000公里的海岸线

	■ 车程1小时内可到达数个著名滑雪胜地

佛蒙特大学学费:	大约$38,000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uvm.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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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常浏览CNAU
各成员大学的官

方网站，从而获取	
学术课程，地理位置
和校园生活等相关
信息。

2向学生服务部老
师请教升学流程

等方面的事项。

3理解GPA如何计
算。

4尽可能地将你的
英语写作能力提

高到大学水平。

5理解非学分课程
的重要性。这些

课程虽没有学分，但
也是极其重要的课
程。这些课程不仅会
对于你在美国的学
习和生活有帮助，同
时这些课程的成绩
还将决定你最终被
哪所大学录取。

6重 视 每 一 次 考
试，尤其是期中

考试和期末考试。即
便是4月份你已获得
大学录取通知书，你
仍然需要努力学习，
从而确保春季学期
和暑期桥梁课程的
学术表现满足大学
要求。

7准时上课，不随
意缺席。

8 
 经常查看邮箱。

9熟悉东北大学在
线 黑 板 的 使 用	

方法。

10学会像美国
大学生一样

管理自己的时间。

USPP成功
之十大锦囊

在中国就读USPP
出勤率很重要
出勤率是学生完成USPP课程最基本的要求，这也是
为什么出勤率是强制性的，并且每次上课都应准时
且做到上课前预习。辅导员会记录学生考勤，并将与
考试成绩结合在一起。出勤率不理想的学生有可能
获得较低分数甚至成绩不合格。

春季学期后将发放录取通知书。CNAU也将在4月份
审查学生春季学期的最终成绩。如果学生GPA大幅
下降，录取可能会被取消。

对自己负责
尽管在USPP就读期间，大学代表、学校老师都会给
予学生大量的支持与帮助，学生仍然需要积极主动
学习。每个成员大学都会为学生提供各种参与到讲
座、运动、会议等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学生需要做
的就是发现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同时我们强烈建
议学生向学校寻求学术帮助，我们相信学生一定能
从这些帮助和支持中受益。

学在美国
最晚报到日
所有USPP学生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美国并开始暑期桥梁课
程。学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迟。因此，学生需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获
得美国签证。我们的学生服务部老师会全程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
作，并指导你们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你可以联系USPP中国办公
室了解详情。

升入大学二年级
在完成暑期桥梁课程后至大学开学前有一段间隙，但是这段时间
学生不能擅自离开美国。也就是说，学生在大学开学前必须留在
美国。另外，所有大学都会安排新生接待工作。而在就读东北大学
的学生，我们的暑期桥梁课程老师会在课程结束前帮助你们安排
宿舍。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暑期桥梁课程结束时你仍需住宿，则需
支付额外费用。

疫苗接种
前往美国求学前，学生需按照要求接种疫苗。学生服务部老师将
会指导大家完成这项工作。学生成功接种相关疫苗后，方可进入
暑期桥梁课程学习。

校间转学
升入CNAU美国成员大学后，在顺利完成至少一年课程的前提
下，学生仍然有机会转学到其他CNAU成员大学继续深造。

学费和奖学金
如需了解USPP的学费、奖学金信息，请直接与我们各个中心或
Kaplan中国的工作人员联系。你可查看手册背面获取联系方式。

获取奖学金
每年CNAU成员大学都会为学术成绩优异的USPP学生提供金额
不等的奖学金。下表是2014-2015学年的部分奖学金信息：

成员大学 奖学金金额
贝勒大学 单个最高$9,000/年
东北大学 单个最高$5,000/年
佛蒙特大学 单个最高$9,000/年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学费，宿舍和其他信息，	
请直接联系我们的USPP中心招生
老师。详见宣传册最后一页。

访问大学官方网站：
贝勒大学：	www.baylor.edu
德保罗大学：	www.depaul.edu
玛丽斯特学院：	www.marist.edu
东北大学：	www.northeastern.edu
佛蒙特大学：	www.uvm.edu

kic.org.cn/uspp/		3736		US	Pathway	Program



关于USPP的A-Z

A
Alumni | 校友会

我们的许多学生都已经成功地从CNAU成
员大学毕业并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工

作地点遍布全球各地。

B
Bright Future | 光明未来

所有从CNAU成员大学毕业的USPP学生
都将有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

C
Certification | 学位认证

USPP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后的本科学历
能够得到中国教育部颁发的“国外学历学

位认证书”。

D
Diversity | 校园多元化

在我们的成员大学里，你将结识到来自全
球各地的同学、老师和工作人员。我们的
学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机会学习全球各个

国家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E
English Preparation  

学术英语的准备
USPP的学术英语课程虽然是非学分课
程，但却至关重要，它是学生顺利完成

USPP课程和美国大学课程的基础。学术
英语包括学术写作，学术阅读，演讲和讨

论，学习技巧等。

F
Fast Process | 快速通道

USPP是一个美国大学申请的快捷通道

G
Guaranteed | 保证录取

一旦注册为USPP学生，则意味着我们将
为你在成员大学中预留一个位置。只要学
生达到入学要求，我们可以保证学生的

录取。

H
High academic pass rate 

高通过率
2014-2015学年，有超过90%的学生顺利完
成了USPP课程并成功被美国大学录取。

I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 国际化氛围
所有成员大学都拥有一个国际化多元化
的学习氛围。他们欢迎来自全球的学生

加入。

J
Job opportunity | 工作机会
很多USPP学生在CNAU成员大学毕业后，
顺利就职于顶级跨国公司，并获得在世界

各地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K
Kaplan Team | Kaplan团队
Kaplan在教育和培训领域有着悠久的历
史我们每年为全球大约100万学生提供升

学指导与语言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L
Learning resource 

学习资源
USPP学生拥有使用同东北大学本部学生

同等待遇的网络学习资源。

M
Meet friends | 结识新朋友
USPP课程是一个国际课程，目前在全球
三个国家开设校区。学生将在波士顿和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学习暑期桥梁

课程。

N
No TOEFL and SAT 

requirements  
无需托福或SAT成绩

USPP课程不要求学生提交托福或SAT成
绩。课程的内部学术英语考试成绩可以代

替托福或SAT成绩。

O
Opportunity | 机会

学生从CNAU成员大学毕业后将获得无限
通往成功的机会。

P
Pre-departure Training  

行前培训
学生在前往美国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我
们会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行前培训，以帮
助他们对于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

Q
Qualified Academic 

Teachers | 优秀的学术教师
所有USPP的学术教师都需首先得到美
国东北大学的任职资格认证，方可上岗

任教。

R
Rankings | 大学排名

CNAU所有成员大学在美国和世界都享有
优秀的排名，超高知名度和声望。

S
Scholarships | 奖学金

成员大学通过授予奖学金的形式奖励在
USPP中学术表现出色的学生。

T
Tuition Fee | 学费

在中国就读USPP课程的费用远远低于学
生直接在美国就读大学一年级的费用，为

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U
Unique Course  
独一无二的课程

USPP的独一无二性在于，它是一个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美国大学大一学分
的课程，学生完成后直接升入二年级，不

需要托福或SAT成绩。

V
Visa Guidance | 签证指导

我们的团队会为帮助学生准备签证文件，
且协助学生申请美国签证在过去的6年

里，我们的学生获签率为100%。

W
We | 我们

我们是Kaplan，竭尽所能帮助学生实现梦
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X
X-factor | 增值效应

USPP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实现自己职业
目标的额外优势，帮助他们取得成功。

Y
You | 你

你是我们一切努力的根源。我们期盼着能
够帮助你实现教育和职业理想，我们相信

你一定会成功。

Z
Zero | 零

入读USPP课程，却没有获得任何进步的
学生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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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如需更多详情，请联系USPP工作人员，或是浏览我们的中文官方网站，关注我们的微博和优酷频道：

发布时本手册中所示内容均为准确信息 ，如有变化以更新为准。手册发布时间为2015年12月。

Youku Weibo WeChat

   /USPPchina
微信订阅号： WeChat	-	KaplanUSPP
网站:	kic.org.cn/us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