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专业
会计学
艺术
艺术治疗
生物学
广义自然科学
广义社会科学
商学
化学
儿童教育
传播学
计算机信息系统
刑事司法
细胞技术学
牙医学*
经济学
教育学
工程*
英语
法语
平面设计
历史
个人化的主科/副科
国际关系
法学*
数学
医学预科*
音乐
医护 
药学*
理疗*
政治学
心理学
宗教研究
社会工作*
社会学
西班牙语
戏剧艺术
兽医学*
网络开发与设计

研究生专业
工商管理硕士（MBA）
教育学文学硕士
婚姻与家庭心理治疗理学硕士
医护学理学硕士
宗教研究文学硕士
会计学理学硕士 
教育领导学教育学博士
组织发展理学硕士

学生人数
2011年秋季： 2658 人

爱治伍德学院入学申请
我们鼓励国际学生在期望入学的学期开始之前尽早提出申请。
有关截止日期、申请程序和费用，详情清访问www.edgewood.edu  
或联系本科生或研究生录取办公室。

联系信息
Edgewood College 
1000 Edgewood College Dr.
Madison, WI 53711 USA
Phone: 1-800-444-4861

本科生录取办公室
网址：www.edgewood.edu
电子邮件：admissions@edgewood.edu.
电话：608-663-2294 

研究生录取办公室
网址：www.edgewood.edu
电子邮件：gps@edgewood.edu.
电话：608-663-3297 

常见问题解答

“学院”(College) 和 “大学” (University ) 的区别是什么？ 
在美国，”学院“和“大学”往往是互换使用的。在美国，学院
和大学都可以提供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大学和学院提供的学
位在国际上受到商业机构、组织和学校同样的尊重。爱治伍德
学院开设学士、硕士和博士专业。 我们不开设中等职业技术专
业。

“文理教育” (Liberal Arts) 是什么意思？
 在爱治伍德学院接受文理教育，本科学生可以从多个学科修
课，并主修一个或两个专业。文理教育为学生在迅速变化的世界
里获得成功做好准备。

爱治伍德学院为何是国际学生获得学位的理想学校？
爱治伍德学院以提供小班上课和经常提供实践经验的机会而自
豪。我们的小型校园使得学生积极参与我们联系紧密的社区活
动，并方便学生对资源、实习和辅助服务的利用。我们的学生--
教师比例很低，为学生与教师直接交流和获得个人化的、以价值
观为基础的教育提供了机会。

爱治伍德学院重视全球教育的价值并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亲切和
支持的环境。爱治伍德学院的全球教育中心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
为期三天的入学指导并为国际学生提供专门的服务和持续的支
持。

有关全球教育中心的详情，请访问： 
http://globaleducation.edgewood.edu  

爱治伍德学院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1000 EdgEwood CollEgE drivE  |  Madison, wisConsin, Usa  |  800.444.4861  |  www.EdgEwood.EdU

爱治伍德学院是一所经由正规资格认证的四年制私立文理学院。由多米尼克天主教辛
辛那瓦修女会创建于1927年，学院致力于真理、公正、同情心、合作精神以及社区建
设的价值观。学院在四十多个学术领域授予文学士和理学士学位，并设有硕士和博
士专业。

娜塔丽∙埃斯克巴
专业：医护
家乡城市：布卡拉曼加
国家：哥伦比亚

“因为小班授课和个人化的教学，爱治伍德学院对我而言是个理想的学校。 教职员知道你的名字！当你远离祖国的时候，这一点让你觉得宾至如归。”

《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将爱治伍德

学院评为全国第一

级学院/大学

《福布斯》杂志将爱治伍德学院排名为全国前20%的大学院校之一

*为专业预科



实习机会
爱治伍德学院鼓励所有学生寻求在所学的专业领域里的实践经
验。在校生在多种场所参加实习，包括政府部门、商业机构、银
行、地方学校、医院和社区中心。

小班授课
65%以上的班级少于20名学生。 每班平均规模为15人。

学生与教师比例
13比1 

学院资质认证
•  中北部大学与学校协会 （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  大学护理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llegiate Nursing Educa-

tion) 
•  威斯康星州医护委员会 （Wisconsin State Board of Nursing ）  
•  大学商学学院与专业协会 (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Business 

Schools and Programs) 

科研机会
作为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小型学院，我们鼓励所有学科领域里的
教师、职员和学生开展研究合作。

辅助服务
爱治伍德学院提供学业指导、职业与个人辅导、学习辅助服务、
个人辅导、写作中心、校内教堂和弥撒、多元化中心、国际学生
办公室、残障服务及其他服务。使用这些服务无需额外缴纳费
用。

体育运动与健身
全国大学体育协会 第三级 北方体育协会

女子竞技运动项目：篮球、越野跑、舞蹈，高尔夫球、足球、垒
球、网球、田径和排球。
男子竞技运动项目：棒球、篮球、越野跑、高尔夫球、足球、和
田径。 

爱治伍德学院健身中心为所有学生提供健身设施、举重器械、个
人化健身计划、校内运动比赛和瑜伽及普拉提等课程。爱治伍德
学院的学生也可使用室内游泳池。

多元化
爱治伍德学院欢迎具有多元背景、宗教信仰、族裔与种族身份和
性取向的男生和女生来到我们的学习社区。

校园活动
超过50个学生自主的组织，包括：医学成就会∙ 黑人学生会∙ 
商学协会∙学院教会∙舞蹈队∙爱治伍德学院艺术治疗学生会∙
爱治伍德和平与正义组织∙人类居住会∙国际俱乐部∙心理学俱
乐部∙学生教育协会∙学生会组织∙学生护士协会∙学生推动跨
文化交流会∙戏剧社。 

资助
设有一些对初次上学的一年级新生（即从未上过大学的学生）开
放的奖学金。学院开学期间，持有F-1 和J-1签证的国际学生可以
在校园内每周工作20小时；在放假期间可以每周工作40小时。爱
治伍德学院为私立学校，国际学生享有与美国学生同样的学费标
准。

校园生活与住宿
学院要求所有第一次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即此前从未上过大学的
学生）在爱治伍德学院学习的最初两年在校内住宿。我们亦鼓
励转学进入我校的本科生住校。 住校使学生顺利过渡到大学生
活。研究表明，住校的学生感受到与学校社区联系更加紧密，学
业表现也更优异。

爱治伍德学院配有家具的单人、双人或三人房间和套间为校内住
宿提供不同的选择。每栋宿舍楼都具备完备厨房、洗衣设施和互
联网连接。校内有两所食堂，供应多样食物。有一名饮食专家提
供咨询。我们特别确保饮食受限制的学生有食物可以选择。

学院校历
秋季学期（8月-12月）
可选择的冬季学期（1月）
春季学期（1月-5月）
可选择的夏季学期（5月-8月）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爱治伍德学院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市，距威斯康辛州密尔
沃基市128公里，距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238公里。从密尔沃基市
和芝加哥市有定时交通车开往麦迪逊市。

麦迪逊市人口为205000，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大学城，市内有众多
的公园和绿地。作为州政府所在地，麦迪逊拥有12000家商业和
医疗机构，提供难得的实习与就业机会。

爱治伍德学院坐落在树林掩映的温格拉湖畔，为学生提供两个世
界的优势， 把 小型校园的友好社区和对个人的注重与大城市所
提供的机会结合起来。 占地55公顷的爱治伍德校园位于一个安
全、景色优美的的居民区，步行可达购物、餐馆、娱乐和文化活
动地区。 
 
麦迪逊因其安全、友好和具有环保意识的居住环境而著称。下列
为麦迪逊近期获得的部分奖项与排名：
•  麦迪逊被评为五大完美大学城之一（《更聪明的旅行》， 

2007年8月号）
•  美国10个最佳城镇之一（《户外》2011年10月号）
•  全美10个最佳居住与工作的城市之一 （《吉普灵格杂志》， 

2009年5月号）
•  十大最绿色城市之一（《雅虎地产》， 

2007年5月号）
•  二十五大最佳居住地之一（《乡居》， 

2007年4月号）
•  十大最具创新力城市之一（《福布斯杂

志》，2010年6月号）
•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城市（《男性健康》

，2011年9月号）

气候
威斯康星州四季分明，气温从多雪的1、2月份的摄氏－15度到7
、8月份摄氏29度。气候的变化为爱治伍德学院学生带来了多种
多样的季节性活动，从冬季的滑雪滑冰到夏季的滑水游泳。学生
应准备好适合季节变化的衣物。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
对于希望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提高英语技能的学生，爱治伍德学
院与威斯康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院（www.wesli.com）和麦迪逊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校（www.mesls.org）紧密合作， 而成功完
成在上述两所语言学校的学习即可满足爱治伍德学院对于全日制
本科学习的英语水平要求。爱治伍德学院不提供全面的ESL（英
语作为第二语言）专业。

季嵩
专业：商学
家乡城市：上海
国家：中国

“麦迪逊是维斯康星州首府， 也是
一个安全友好的地方。它为国际学
生学习和了解美国文化提供了极佳
的环境。我希望更多的国际学生能
来爱治伍德学院学习。在这里你可
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EdgEwood CollEgE

1000 EdgEwood CollEgE dr 

Madison, wi 53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