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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为计划自2018年入读贝勒大学课程的学生提供一般性信息指导。
在手册出版时已确保手册所提供信息之正确性。然而贝勒大学保留修改、增加或取消本手册所列任何课程和/或服
务和/或课程表、课程的提供、内容大纲和成绩评估的权利。课程申请者将在可能与他们申请相关的任何实质性材
料如所提供课程的取消或较大变动、住宿安排或需收取的各种费用(如适用)发生变化时得到通知。本手册如有任何
错误和遗漏，大学和学习集团均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贝勒大学国际学习中心隶属学习集团。通过改变人生的学习经验，学习集团帮助学生在为国际学术成功和高回报
的职业做好准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提供从高中到终身学习的定制课程，涵盖高等教育和语言教育领域。2017
年，超过60,000名来自150个国家的学生加入学习集团的遍及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项
目中。
更多信息，请访问study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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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性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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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价值的私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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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学排名 

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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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校园：	 大约1000英亩

建于：	 1845年

学生人数：	 14,316名本科生，2,743名研究生

国际学生比例：	 占比4.5%，来自73个国家

学生与教师比例：	 15:1

班级平均人数：	 27名

认证：
••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
••美国教育委员会
••美国大学妇女协会
•• AACSB•-•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 50+包括计算机科学学术项目的专业认证：
由工程技术认可委员会(ABET)的计算认证
委员会(CAC)认证的B.S.C.S.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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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贝勒大学
成为我们
家庭成员之一
被贝勒大学录取意味着你将成为精英
中的精英。我们接受美国以及世界各
地最优秀学生的申请，并从中挑选与
我们的优势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学生
加以录取。

isc.baylo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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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大家庭
学校精神、基督教价值观以及对成功的渴望把我们这个
爱心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贝勒大学既有小型院校的家
庭氛围，又不乏大型大学的设施与机会。在这里，我们接
纳并欢迎各种信仰，整个贝勒大家庭都拥有强烈的道德
感、使命感和归属感。

天才学生在这里青出于蓝
贝勒大学在卓越教育和顶级研究方面享有国际盛誉。在
这里，你将受到其他天才学生的激励，并且有机会跟屡获
殊荣的教师共同从事研究项目，为简历加分。

带你走向卓越的桥梁
国际学习中心是使顺利升读贝勒大学的桥梁。中心就位于
大学校园内，从第一天起，你就将全身心地融入大学生
活。升读主流学习时，你能做好充分发挥潜力的准备。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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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艺术与科学学院
∙•Diana•R.•Garland社会工作学院
∙•Hankamer商学院
∙•荣誉学院
∙•Louse•Herrington护理学院
∙•Robbins健康与人类科学学院
∙•教育学院
∙•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音乐学院

学位课程
142个本科课程、75个硕士课程以及42个博士
课程。

贝勒大学享誉国际盛誉，是一
个顶尖的研究机构

贝勒研究和创新合作实验室 
(BRIC) 提供了超过

300,000
平方英尺的研究空间，学生能
够在此通过实际应用做出更多
发现。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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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德克萨斯州
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的第二大州，其人口总数亦名列全美第
二。这里的旅游景点数不胜数，闲暇之余，你总能找到很
多地方去、想到很多事情做。

比如，这里有Big Bend或Guadaloupe Mountains、Bullock德州州立历史博物馆、休斯顿
太空中心以及阿拉莫等名胜古迹。这些使德克萨斯州成为了精彩不断的极佳探索之地。

身为全美第8大经济体，德克萨斯州是50多家财富500强企业以及120多家美国最大型
企业的所在地。

州首府奥斯汀距离贝勒仅90分钟车程，是德克萨斯州的五大旅游城市之一，与达拉斯沃
斯堡、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齐名。

距离贝勒的出行时间
奥斯汀•90分钟
达拉斯•90分钟
沃斯堡•90分钟
休斯顿••3小时
圣安东尼奥•3小时

平均温度
年度最高温度：77.7°F / 25.5°C

年度最低温度：55.3°F /13°C

平均温度：66.5°F /19.25°C

TEXAS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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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家财富500强企业以及120
多家美国最大型企业所在地

全美

第8大
经济体

顺时针自上而下：
SAN ANTONIO RIVERWALK、
BULLOCK德克萨斯国家历史博物馆、
休斯顿太空中心、
达拉斯摩天大楼。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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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
每年至少提供

150,000 

小时的社区志愿者服务

你将在1000英亩的绿地和历史建筑群中生活和学习，各
种文化和娱乐活动近在咫尺。贝勒校园就位于德克萨斯州
这座河滨城市——韦科，一个“家”一样的地方。

韦科生活
韦科是一座位于德克萨斯州中部的中等城市。贝勒大学的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
志愿参与当地影响力较大的项目。韦科地处风景优美的布拉索斯河附近，这里拥有
南方特有的热情好客，且交通便利，从达拉斯沃斯堡、奥斯汀和休斯顿等大城市乘车
即可到达。

贝勒校园坐落在韦科市中心，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很多有趣的地方和好玩的乐子：

到达韦科
从DFW国际机场和奥斯汀国际机场出发，不到2小时车程即可到达韦科。

周边大城市
达拉斯、奥斯汀和沃斯堡：90分钟车程
休斯敦和圣安东尼奥：3小时车程

校园位于布拉索斯河的两座桥梁之间。

旅游胜地
McLane体育场、卡梅伦公园、卡梅伦公园的动物园、韦科猛犸象国家
纪念公园、Magnolia市场仓库

热门户外活动
骑行、徒步旅行、皮划艇、城市观光、骑马游览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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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各种体育、艺术和职业强化社
团可供选择，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
兴趣所在。

大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贝勒社区、继
承传统、培养真挚的友谊并探索自己
的个人兴趣。

“韦科有一些很棒的地方，我喜欢在那些地方
看日落。卡梅伦公园离这里大约四英里，我经常
在山间小道骑自行车，感觉棒极了！”
Mohit来自迪拜
在贝勒大学学习
创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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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国际
学习中心
国际学习中心(ISC)将支持成绩优异的国际学生顺利获得贝勒大学学位。通过
我们的桥梁课程，你将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贝勒教育的种种挑战。

旗开得胜
国际学习中心(ISC)创造了一个无微不至关怀学生的环境，
帮助你适应美国生活并且满足贝勒的高度期望。在我们
的帮助下，你将能充分发挥所有潜力，顺利过渡到本科学
习。

恰如其分的准备
我们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旨在帮助如你一般富有抱负的
国际学生做好准备，在贝勒大学里学有所成。你将培养必
备的学术知识和英语语言技能，同时体验大学本科学生
的教学风格。

国际学习中心(ISC)设施
我们教室配备了最新的学习技术。各种学习资源，这里应
有尽有，如安静的学习区、小组工作区、现代化研究设施
以及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等。

社区一员
从一开始，你就是贝勒社区中的一员。国际学习中心(ISC)
就坐落在校园内，很容易就能认识来自美国本土以及世
界各地的其他学生。此外，你还能获得国际学习中心(ISC)
工作人员以及国际社区的全力支持。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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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学生共同学习。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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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术知识、英语语言能力以及必不可
少的学习技巧，在贝勒大学里脱颖而出。
在国际学习中心（ISC），你将学习多种科
目，为胜任所选学位打下坚实基础。

国际大一

大一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三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二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四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一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三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二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四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一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三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二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四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二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四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一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大三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毕业

学习计划选择

入学要求
英语：雅思6.0/托福68

入学要求
英语：雅思5.5/托福60

入学要求
英语：雅思5.0/托福50

大学学位时间表

桥梁课程
入学要求
英语：每个桥梁课程的具体要求，请看上面
学业：2.75 GPA
接收：1月，8月

1学期						4个月

2学期					8个月

2学期	＋IEP     12个月

第二学期第一学期
国际大一

第二学期第一学期
国际大一

一个学期
强化英语

第一学期
国际大一

直录
入学要求
英语：雅思6.5/托福79以上
学业：3.0 GPA
接受：8月，1月

你
的

英
语

水
平

带你走向卓越的桥梁
国际大一课程相当于贝勒大学本科学习一年级。课程为
期2或3学期，取决于你的英语语言水平。

强化英语课程（IEP）
通过我们的IEP课程，你将掌握必备的英语语言和学术学
习技巧，胜任学位课程，此外，掌握批判性思维、了解贝
勒和美国的大学生活也是课程内容之一。

直录
英语语言和学术知识水平高超的优秀学生可申请贝勒大
学直录。我们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将帮助你进行申请。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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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学
生

将
取

得
13

-1
5学

分

英
语

强
化

课
程

+两
学

期
国

际
大

一

阅读1 语法2 语法3

写作1 阅读和写作2 阅读和写作3

听力/口语1 听力/口语2 听力和口语3

语法1 美国文化 批判性思维

研究技巧 学生将有机会选择两门学术课程、一门数学课程以及一门其他课程。课程选择可能包括：

朗诵

新生体验 数学思想方法（3学分） 商业微积分学前课/微积分学前课（3学分）

商业微积分学前课/微积分学前课（3学分） 商业微积分（3学分）

美国宪政发展（3学分） 美国宪政发展（3学分）

思考、写作与研究（3学分） 思考、写作与研究（3学分）

生物科学的现代概念（4学分） 生物科学的现代概念（4学分）

社会学导论（3学分） 社会学导论（3学分）

现代语言、语言、文化和全球现代社区（3学分） 现代语言、语言、文化和全球现代社区（3学分）

2学
期

国
际

大
一

语法2 语法3

学
生

将
取

得
13

-1
5学

分

阅读和写作2 阅读和写作3

听力/口语2 听力和口语3

美国文化 批判性思维

学生将有机会选择两门学术课程、一门数学课程以及一门其他课程。课程选择可能包括：

数学思想方法（3学分） 商业微积分学前课/微积分学前课（3学分）

商业微积分学前课/微积分学前课（3学分） 商业微积分（3学分）

美国宪政发展（3学分） 美国宪政发展（3学分）

思考、写作与研究（3学分） 思考、写作与研究（3学分）

生物科学的现代概念（4学分） 生物科学的现代概念（4学分）

社会学导论（3学分） 社会学导论（3学分）

现代语言、语言、文化和全球现代社区（3学分） 现代语言、语言、文化和全球现代社区（3学分）

一
学

期
国

际
大

一

语法3

学
生

将
取

得
6-

7学
分

阅读和写作3

听力和口语3

批判性思维

学生将有机会选择两门学术课程、一门数学课程以及
一门其他课程。课程选择可能包括：

商业微积分学前课/微积分学前课（3学分）

商业微积分（3学分）

美国宪政发展（3学分）

思考、写作与研究（3学分）

生物科学的现代概念（4学分）

社会学导论（3学分）

现代语言、语言、文化和全球现代社区（3学分）

YOU BELO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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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大一课程期间，你将综合学习英语强化课程（IEP）和学术课程。以下是不同桥梁课程的示
例课表。

国际大一课程表模板：
学术内容课程

 数学课程     学术课程内容

学习英语语言
和学术课程，
学分将计入

毕业学位所需之中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86.5%
  
的学生在毕业90天内找到了
工作或者开始就读研究生课程
2016毕业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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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大学一共有142种专业可供选择。修读完国际大一课程
并取得必备成绩后，你将升读所选的本科学位。

本科
学位

从艺术到商科再到工程，这里有多种
选择满足你的不同兴趣和职业规划。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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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学
美国研究•文学学士
人类学•••文学学士
人类学•••理学学士
应用数学•理学学士
阿拉伯与中东研究文学学士
艺术史•••文学学士
天文学•••文学学士
天文学•••理学学士
天体物理学••文学学士
天体物理学••理学学士
航空管理•航空科学理学学士
航空科技•航空科学理学学士
生物化学••文学学士
生物化学••理学学士
生物学••文学学士
生物学••理学学士
化学••文学学士
化学••理学学士
古典学•文学学士
临床实验室科学•理学学士
沟通专业•文学学士
沟通学•文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文学学士
地球科学•文学学士
经济学•文学学士
经济学•理学学士
英语•文学学士
环境健康科学•理学学士
环境研究•文学学士
电影和电子媒体•文学学士
法语•文学学士
地质学•理学学士
地球物理•理学学士
德语•文学学士
西方传统经文•文学学士
希腊语•文学学士
历史•文学学士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新闻学•文学学士
语言和语言学•文学学士
拉丁美洲研究•文学学士
拉丁语•文学学士
数学•文学学士
数学•理学学士
医学人文学•文学学士
音乐•文学学士
神经科学•理学学士
哲学•文学学士
物理•文学学士
物理•理学学士
政治科学•文学学士

专业写作和修辞•文学学士
心理学•文学学士
心理学•理学学士
宗教•文学学士
俄语•文学学士
科学研究伙伴•理学学士
斯拉夫和东欧研究•文学学士
社会学•文学学士
西班牙语•文学学士
统计学•理学学士
工作室艺术•文学学士
工作室艺术•美术学士
戏剧艺术•文学学士
戏剧设计和技术•美术学士
戏剧表演•美术学士
戏剧研究•美术学士
大学学者•文学学士

商业
会计学•工商管理学士
基础商务•工商管理学士
贝勒商业伙伴•工商管理学士
中学商科教育•工商管理学士
经济学•工商管理学士
创业和企业创新•工商管理学士
金融学•工商管理学士
人力资源管理•工商管理学士
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学士
管理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学士
管理•工商管理学士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学士
专业销售•工商管理学士
房地产•工商管理学士
风险管理和保险•工商管理学士
运动策略和销售•工商管理学士
供应链管理•工商管理学士

教育
初级教育•PreK-6,教育理学学士
中级英语、语言艺术和阅读•教育理学学士•
初中英语、语言艺术和阅读•教育理学学士•
初中生命科学•教育理学学士
中级数学•教育理学学士
初中数学•教育理学学士
初中物理科学•教育理学学士
中级科学•教育理学学士
中级社会研究•教育理学学士
初中社会研究•教育理学学士
西班牙语•教育理学学士
特殊教育•教育理学学士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
生物信息学•信息理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伙伴•计算机理学学士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理学学士
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理学
学士
工程学••工程理学学士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理学学士

健康&人类服务
服装设计&产品发展家庭和消费者科学理学
学士
服装采购•家庭和消费者科学理学学士
儿童和家庭研究家庭和消费者科学理学学士
沟通科学和障碍•文学学士
运动生理学••教育理学学士
一般家庭和消费者研究•家庭和消费科学理
学学士
健康科学研究••教育理学学士
健康、运动机能学和休闲研究•教育理学学士
室内设计••家庭和消费者科学理学学士
营养科学•理学学士
营养科学••家庭和消费者科学理学学士
体育••教育理学学士
公共健康••公共健康理学学士
娱乐和休闲服务••教育理学学士

音乐
应用音乐••音乐学士
合唱音乐•••音乐教育学士
教会音乐••音乐学士
乐器音乐•音乐教育学士
音乐作曲••音乐学士
音乐史和文学•音乐学士
音乐理论•音乐学士
钢琴教学••音乐学士

护理
护理学••护理理学学士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学士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护理课程在德克萨斯州排名

#11
全国排名前10％
BEST-NURSING-COLLEGES.COM•2017

#85
生物科学专业排名
2018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会计课程

#46 
在全国600门课程中名列
COLLEGE FACTU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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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本科专业备受贝勒学生青睐：
• 生物/生物科学
• 护理
• 会计学
• 市场营销/市场营销管理
• 金融/会计学

为什么来贝勒？

isc.baylor.edu

最受欢迎
本科专业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64
商科项目排名
2018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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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辅修
学习辅修有利于更深入研究某一领域，帮助你获得更全面的教育。提供辅修选择的贝勒课程包括：

美国研究
人类学
服装采购
阿拉伯语
艺术史
亚洲研究
天文学
天体物理学
航空科学
生物学
工商管理学
化学
儿童和家庭研究
教堂音乐
沟通科学和障碍
计算机科学
企业传播
创造性写作
刑事司法
舞蹈
地球科学
生物、保健科学、历史、数学、物理/数学方向的教
育学
教育心理学
工程学

英语
创业和企业创新
环境研究
电影和数字媒体
法医学
法语
一般家庭和消费者服务
地质学
德语
老年学
西方传统经文
希腊语
历史
国际研究
意大利语
日语
拉丁语
拉丁美洲研究
领导力研究
法律推理与分析
语言学
数学
媒体管理
医学人文
中东研究

博物馆研究
音乐
新闻遍及
非盈利研究
营养学
哲学
新闻摄影
物理
政治学
公共卫生
公共关系
娱乐部
宗教
修辞与公共话语
俄语
手语翻译
社会学
西班牙语
统计学
演播室艺术
妇女与性别研究
世界事务

职业成功
贝勒学生有机会到顶尖的美国机构参加实习，其中包括：

示例：BBA商业本科课程
核心课程-38-50小时
教堂-2学期
美术-5-6小时
数学与自然科学
个人发展-2小时
社会科学-6小时
英语要求-9小时
沟通选项-3至8小时

主要要求-50小时
会计学和商业法-9小时
商业学-11小时
经济学-6小时
金融学-3小时
管理信息系统-6小时
管理学-6小时
市场营销-3小时
定量商务分析-6小时

 • 迪士尼公司
 • Space X
 • 摩根大通
 • 埃森哲
 • 埃克森美孚公司
 • 谷歌                      

 • 3M
 • AT&T
 • 达拉斯小牛队
 •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 毕马威                   

YOU BELONG HERE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职业
成功
贝勒助你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为实现事业有成做好准
备。在国际学习中心，你将借助我们的结构化就业服务
CareerAhead规划未来。

isc.baylo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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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交际圈
从贝勒大学毕业后，你将成为大学
全球精英交际圈中的一份子，在你
所选择的领域中走得更远。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你的个人职业规划
我们的CareerAhead服务为你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规划未来。你将创
建一个个性化的就业计划，帮助你探索自己的选择，并掌握必备的技能和
经验。

核心就业技能
我们将帮助你掌握核心职业技能，如规划、领导能力、组织与沟通等，并通
过培养你的才能与自信，将你打造成一个称职敬业的毕业生。

YOU BELO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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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学习有关技能，
并因此受益终生

知名校友
Jennifer  Elrod：美国上诉法院、州上诉法
院、美国第5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Anh “Joseph” Cao ：第一位入选国会的越裔
美国人

Jess Cagle：《人物》杂志编辑

Jerry Clements：被国家法律杂志评选为美
国“法律界最具影响力的50位女性”之一

Michael Brandt：电影《刺客联盟》、《决战犹
马镇》和《速度与激情2》的合著者

“我为一切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我是这所大
学里的一份子。我觉得好好学习就是我的责任
所在。毕业后，我希望努力工作，因为我是贝勒
熊，我希望把贝勒变得更好，向全世界展现大学
的美好。”
Jian来自中国
在贝勒大学学习数学和职业销售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贝勒熊
之日常
我们风景优美的校园是学生生活的中心。所有学生均以“贝
勒熊”自居，而从抵达的那一天起，你就是这个充满关爱和
活力的社区中的一员。

校园生活
所有一年级学生将入住校园宿舍一学年。这有助于你适应学校生活、认识其他学生、成
为社区中的积极分子。校园里有餐厅、教室、图书馆和其他设施。某些贝勒教师也住在
校园里，为你提供高水平的学术、精神乃至情感支持。

isc.baylo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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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吉祥物•–•熊，就生活在校园里

19 种运动可供参与。贝勒的学
生运动员参加过操场上、球场上以及教
室里的最高级别竞赛，一直在大十二联
盟乃至全国名列前茅。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YOU BELO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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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到贝勒后，我变了很多，现在的我更有
自信了。”
Acletutu	(Tutu)	
来自尼日利亚	
在贝勒大学学习国际研究

贝勒传统
贝勒大学因其强大的学校精神和传统而闻名。大家也因此而时常欢聚一堂。年度盛事
包括Baylor Line、返校节游行以及“熊日”庆典等。

充满活力的学生生活
贝勒大学有超过330个俱乐部和组织，从攀岩、划船和戏剧，到学术俱乐部、信仰团体以
及姐妹会和兄弟会等，应有尽有。

运动成就
贝勒大学的运动设施包括一座河畔体育场、一套高尔夫设施、一个室内网球场和一个马
术中心。 大学的19支运动代表队是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他们参加最高级别竞赛
（美国大学联盟一级联赛），并受到其他贝勒熊的欢呼喝彩。

治安
贝勒大学校园内设立了自己的警察部门，旨在确保在校学习、工作或者生活的学生、教
授以及教学人员的安全。

40
个国家和地方姐妹会和兄弟会。

39%
的学生住在校园内。

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贝勒大学申请咨询电话：400 838 2038



如何
申请

如果你想要申请贝勒大学的课
程，你需递交完整的申请表格以
及相关文件。

我们的学生咨询顾问很乐意回答你的疑问并为你
的申请提供帮助。他们精通多种语言，并能理解更
多语言。

在线申请：isc.baylor.edu
通过邮件申请：naadmissions@studygroup.
com

加入我们的社交媒体社区：     @BaylorISC

isc.baylor.edu

22广留服教育 对接海外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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