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峡谷州立大学是全美规模最小的大学之一。在校学生人数近 

25000 人，您既可享受到一流大学的同等资源，又可获得学校小班

教学提供的个性化支持与关怀，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信心满满地步

入社会。

大峡谷州立大学的教育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思维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和人格的培养。一旦踏入社会，在学校习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必将使每位学子受益匪浅。

这就是大峡谷州立大学的湖人效应。我们期待您前来亲身体验。

大峡谷州立大学

500+ 家
公司校园招聘会

24677 名
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8412 名
学生参加实习、合作、 

实践和学生教学

26 名
学生/班

95%
的应届毕业生成功就业或继续深造

为什么选择大峡谷州立大学？

大急流城被评为美国最宜居地区之一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9 年最宜居的 125 个地区）

有 17 家跨国公司设立在大急流城。

被评为中西部最佳大学之一。

—  《普林斯顿评论》 

（2019 年最佳大学：按区域划分）

被评为“美国顶尖大学”之一。

— 《福布斯杂志》 (2018)

塞德曼商学院 (Seidman College of 
Business) 被评为全美顶级商学院之一。 
— 《普林斯顿评论》 (2019)

工程学院被评为全美顶级本科工程类专业

之一。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9)

八门研究生课程被评为全美最佳。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最佳研究生院 (2019)

被评为“性价比最高大学”之一。 
— 《金钱杂志》 (2018)

大峡谷州立大学位于密歇根

州艾伦代尔，距密歇根州底

特律仅两个半小时车程，距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三个

小时车程。



课程列表

请访问 gvsu.edu/acadprograms，详细了解您所感兴趣的课程。

入学要求

大峡谷州立大学欢迎每位学子提

出入学申请。需要提交的申请资

料如下：

• 妥填的国际生申请表和 30 美元

申请费

• 所就读的所有中学和大学的正式

成绩单和学位证书原件

• 英语水平要求

 - 托福：80 分
 - 雅思：6.5 分
 -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53 分
 - 通过 ELS 112 认证（本科生课

程和部分研究生课程）

• 英语母语者需要参加 SAT 或 
ACT 考试

• 附银行流水的财务核实表

针对研究生申请人

除了上面列出的要求之外，部分研

究生课程可能还有其他入学要求。

您可以登录以下网站，查看研究生

入学要求的完整列表： 
gvsu.edu/gradapplicantsreq/。

大峡谷州立大学是一所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院校。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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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会计学（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广告与公共关系（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联合健康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人类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艺术 - 工作室艺术（文学学士课程、 
艺术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艺术教育（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艺术历史（文学学士课程）

行为神经科学（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化学（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生物医学工程（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生物医学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商业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商业学（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心血管超声检查（理学学士课程）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理学学士课程）

化学（理学学士课程）

西洋古典学（文学学士课程）

传播科学与疾病（理学学士课程）

传播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综合科学与艺术教学（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计算机工程（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计算机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刑事司法（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网络安全（理学学士课程）

舞蹈（文学学士课程）

诊断医学超声检查（理学学士课程）

地球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经济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教育学 - 教师资格认证

电气工程（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英语（文学学士课程）

创业（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环境与可持续性研究（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运动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影视（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金融学（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法语（文学学士课程）

地理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地质学（理学学士课程）

地质学 - 化学（理学学士课程）

德语（文学学士课程）

全球研究和社会影响（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健康传播（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健康信息管理（理学学士课程）

历史（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酒店与旅游管理（理学学士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信息系统（理学学士课程）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课程）

综合科学（初级）（理学学士课程） 
综合科学（中级）（理学学士课程）

综合研究（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跨学科工程（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国际商务（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国际关系（文学学士课程）

法律研究（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管理学（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综合管理（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数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机械工程（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医学实验室科学（理学学士课程） 
微生物学（理学学士课程）

多媒体新闻（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音乐（文学学士课程、音乐学士课程）

音乐教育（音乐教育学士课程） 
自然资源管理（理学学士课程）

护理学（护理学理学士课程）

职业安全健康管理（理学学士课程）

运营管理（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哲学（文学学士课程）

摄影（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体育（理学学士课程）

物理（理学学士课程）

政治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牙科学预科

法学预科

医学预科

药物学预科

兽医预科

产品设计与制造工程 
（社会工程学士课程）

心理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公共和非营利组织（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放射治疗（理学学士课程）

休闲疗法（理学学士课程）

宗教研究（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社会研究（团体）（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学士课程）

社会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西班牙语（文学学士课程）

体育管理（理学学士课程）

统计学（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学士课程）

戏剧（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妇女、性别和性研究（文学学士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写作（文学学士课程、理学学士课程）

研究生课程

会计学（应用统计硕士课程）
应用语言学（艺术硕士课程）
运动训练（教育硕士课程）
听觉学（听力学博士课程） 

2020 年秋季学期
生物学（理学硕士课程） 
生物医学科学（卫生理学硕士课程） 
生物统计学（理学硕士课程） 
商业管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理学硕士课程） 
临床营养学（理学硕士课程） 
传播学（理学硕士课程）

计算机信息系统（理学硕士课程）
刑事司法（理学硕士课程）
网络安全（理学硕士课程）
数据科学与分析（理学硕士课程）
教育领导学（教育学硕士课程）
教育技术学（教育学硕士课程）
高等教育（教育学硕士课程） 
指导和课程（教育学硕士课程） 
读写能力（教育学硕士课程）
学校咨询（教育学硕士课程）
特殊教育（教育学硕士课程）
领导力（教育专士课程）
工程学（工程科学硕士） 
 综合社会工程学士/工程科学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制造业务
 机械工程
 产品设计与制造工程
英语（文学硕士课程）
健康管理（健康管理硕士课程）
健康信息和生物信息学（理学硕士课程） 
医学剂量学（理学硕士课程）
护理学（临床护理博士课程）
职业疗法（理学硕士课程）
职业疗法（职业疗法博士课程）  

2020 年冬季
慈善事业和非营利组织领导（慈善事业和
非营利组织领导力博士课程）

物理治疗（物理治疗博士课程）
医师助理研究（医师助理研究硕士课程）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公共卫生（公共卫生硕士课程）
学校心理学（理学硕士） 
和学校心理学硕士课程）

社会创新（文学硕士课程）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硕士课程）
语言病理学（理学硕士课程）
税收（税收理学硕士课程）

官网：gvsu.edu/international
电子邮箱：global@gvsu.edu
Skype ID: gvsu.international

大峡谷州立大学共开设 136 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学校获得了美国中北部院校协会高等教育

委员会认证。这是全美最高的教育认证。

每年的大概费用

* 上述学费和膳宿费为 2019 至 2020 年度的收费情况，大峡谷州立大学

可能会酌情调整。

本科生 研究生

学费和学杂费 $19,250* $13,250*

膳宿费 $9,250* $9,250*

总计 $28,500 $22,500

大峡谷州立大学每位学生每年的费用不一，以下仅为预估值。

大峡谷州立大学某些学院和院系的部分课程可能会就学时收取额外的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