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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教育，個人化課程
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是全球領先的私立研究型大學，也是美國最具多元化
且人才濟濟的著名學府之一。作為在全球長期吸引並招收國際學生的領導者、且為環太平洋大學
聯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APRU）的共同創立者，南加州大學（USC）正致力於將當
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轉變成決定未來的開拓性契機。

目錄
2 頂尖學府，強大優勢

秉持這一理念，南加州大學向全球優秀的莘莘學子發
出邀請，跨越地域和語言的障礙，透過我們 xxxx 的南加
州大學國際學院，追逐自己的教育夢想並獲取最大的成
功。我們提供以下四種學習課程，均由南加州大學教授
親自授課並受入學事務辦公室的專家進行協助：

» 碩士預備證書課程（MASTER'S PREPARATION PROGRAM）
，
結合了碩士先修課程以及大學預備證書課程的優勢，幫
助大學畢業生在託福/雅思和 GRE/GMAT 考試中取得優異
的成績，從而順利申請美國一流的碩士學位課程並完成
學業。

» 碩士先修課程（PRE-MASTER'S PROGRAM），提供符合學
業條件的國際學生，在尚未參加託福/雅思和 GRE/GMAT
考試前，取得特定碩士課程之條件式入學資格。

» 英語強化課程（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個人化
的英語教學課程，幫助國際學生在學術和職業發展方面
取得顯著的進步，該課程全年共有 6 次開課時間，方便
學生依據情況隨時選擇參加。

4 碩士先修課程
6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
7 碩士預備證書課程
8 英語強化課程
11 洛杉磯：連接東西方的
橋樑
12 活力、互助的學習環境
13 申請/瞭解更多

»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UNDERGRADUATE PREPARATION
PROGRAM），提供世界一流的託福/雅思和 SAT 的培訓課
程、南加州大學的學分課程，同時輔以南加州大學入學
事務辦公室的專業指導，協助國際高中畢業生進入南加
州大學或同類型美國學院及大學的申請和就讀準備。

在美國一流大學中，僅南加州大學開設具以上範圍及
水準的課程。在南加州大學你將感受創新變革的力量，
學習清楚表達觀點、跨越思想藩籬、追逐知識的力量，
並指引你在美國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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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全球排名的
學術課程

多年以來，南加州大學各項學術課程都在
該領 域 的 全 球 排 名中 位 居榜 首 或 名列 前
茅。欲瞭解更多相關訊息請參考以下網站：
academics.usc.edu.

頂尖學府，強大優勢
坐落在匯聚世界一流藝術、科技和國際貿易的中心，南加州大學是一所頂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學，
也是少數持續不斷地向全世界提供最新知識、藝術和創新理念的學校之一。在南加州大學，
你將接觸到不同的觀點、感受全新的文化，並有機會與在許多領域都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和教授
共同合作。

南加州大學概況
1880

建校時間

洛杉磯

校園位置

18,000

大學在校生人數

22,000

碩士在校生人數

8,000

國際學生在校人數

知名師資，創新研究

• 幫助盲人重見光明的義眼

南加州大學師資團隊針對當今社會面臨的諸多關鍵問題

• 電腦模型對揭示化學領域研究不可缺少的幫助

進行突破性的研究，他們所取得的成就備受讚譽，所獲

TROJAN 全球校友會
超過 30 萬名南加州大學校友形成一個相互支持且關

「從你畢業的那天起，南加州大學校友會將始終伴隨著

係密切的團體，遍佈全球各個角落。作為卓越而非凡的

你。而我們也希望，作為畢業生的你，始終對其他的南加
州大學校友給予幫助和支持。」

獎項包括諾貝爾獎、美國國家藝術獎章、美國國家人文

全球影響力

「Trojan 家族」一員，不論是從商業巨擘到政府部長，還

獎章、美國國家科學獎章、美國國家技術獎 章和麥克亞

• 南加州大學引領美國對國際留學生的招生方向

是從好萊塢名流到奧運會金牌得主，你終將成為塑造未

瑟獎，並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工程學院和醫

• 擁有超過 30 萬名致力於發展戰略性專業合作關係的全

來世界的一份子。

學研究機構的成員資格。

– HARVEY MACKAY，暢銷書《口渴之前先挖井》

（DIG YOUR WELL BEFORE YOU'RE THIRSTY）的作者

球校友會成員
• 環太平洋大學聯盟的共同創立者

1:9

師生比

300,000+

TROJAN 全球校友會人數

300+

研究領域

37 億美元

年度預算

尾數取至整數五百

南加州大學的學者們在多個研究中心和機構（其中許多
是由聯邦政府資助之卓越的研究中心）中推動知識的進
步。其中，產生於南加州大學的突破性研究包括：

• 在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國、印度、巴西均設有國
際辦事處，支持全球入學事務、合作以及學術交流
• 在全球建立了逾 75 個校友組織，這些城市包括：北京、

著名的 Trojan 校友會成員
尼爾•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 太空人，

• 針對 HIV 和 A 型流感的抗病毒藥物

上海、香港、臺北、曼谷、杜拜、伊斯坦堡、雅加達、

登月第一人

• 發明用於世界各地的網路功能變數名稱系統和其他網

墨西哥城、巴黎、珠江三角洲、沙烏地阿拉伯、聖保

旺達•奧斯丁（WANDA
AUSTIN） THE AEROSPACE
CORPORATION 總裁兼 CEO

路協議
• 用於識別與定位潛在威脅的智慧感測器
• 種族滅絕倖存者的證詞保存

羅、首爾、東京等

楊何佐（YANG HO CHO）
大韓航空 CEO 及董事長
傅成玉（CHENG YU FU）
中國石化董事長

2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
榮獲普里茲克建築獎的建築
師，其作品包括華特•迪士
尼音樂廳
巴倫•希爾頓（BARRON
HILTON） 希爾頓連鎖酒店
聯合主席
謝明（MING HSIEH） 科進公
司董事會主席及 CEO，公司
董事長
海法•裡德加瑪拉拉裡
（HAIFA REDAJAMALALLAIL）
沙烏地阿拉伯阿法特大學
校長

姜英勳（YOUNG－HOON
KANG） 韓國前總理
雷河（RAY R. IRANI） 美國西
方石油公司前董事長兼 CEO
嬌拉汀•克納特茲
（GERALDINE KNATZ）
洛杉磯港口前執行董事

文學，藝術與科學 (Letters, Arts, and Sciences)
會計學 (Accounting)
建築學 (Architecture)
藝術與設計 (Art and Design)
商業管理 (Business)
影視藝術 (Cinematic Arts)
傳播與新聞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舞蹈學 (Dance)
牙醫 (Dentistry)
戲劇藝術 (Dramatic Arts)
教育學 (Education)
工程學 (Engineering)
老年醫學 (Gerontology)
法律 (Law)
醫學 (Medicine)
音樂 (Music)
職能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藥劑學(Pharmacy)
物理治療 (Physical Therapy)
公共政策 (Public Policy)
社會工作 (Social Work)

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星際大戰》和
《法櫃奇兵》系列電影的導
演兼編劇
凱文（KEVIN TSUJIHARA）
華納兄弟娛樂公司 CEO
安德魯•維特比（ANDREW
VITERBI） 高通公司共同創辦
人和維特比演算法的發明者
威廉•王（WILLIAM WANG）
VIZIO 公司創辦人和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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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適合哪些國際學生？
碩士先修課程適合下列國際學生學習：
□ 希望在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課程
□ 具有優秀的學業表現
□ 尚未參加託福/雅思、GRE/GMAT 考試（或此類考
試的成績未達到南加州大學的直接錄取標準）

P-M

課程內容是什麼？
• GRE/GMAT 備考課程
• 研究生等級學術寫作
• 學術聽力及口語
• 研究生等級溝通技巧
• 學術閱讀和詞彙拓展
• 研究生等級研究方法

碩士先修課程

獲得南加大激烈的碩士課程條件式入學，並透過此一課程增進英語實力，加強學術能力，提升各
項檢定測試成績。
» 尚未取得託福/雅思及 GRE/GMAT 成績之前獲得南加州

» 由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程教授提供專業學術建議。

大學特定碩士學位課程的條件式錄取。

南加州大學的導師團隊將致力於協助你設定目標並實現

如果你是一名優秀的國際學生，即使在託福/雅思和GRE/

學術抱負。藉由與教授們提早互動與交流，你將能更加

GMAT 等考試尚未取得合格分數的情況下，仍可透過順利

明確瞭解自身潛質，並順利完成後續學業。

完成此先修課程，且後續 GRE/GMAT 成績達入學要求，順
利進入南加州大學高度競爭的特定碩士學位課程就讀。

修課程的精心設計正是為了幫助你順利通過此過渡期。

集結頂尖講師有效的教學方式，針對 GRE/GMAT 所有考

包括幫助你適應美國學術文化和前景展望、更深入地閱

試內容、類型提供深入指導，包括有效的應試策略和例

讀及批判性地評定學術文章、有效地進行書面和口語溝

題練習，幫助你達到特定碩士學位元課程所要求的分數

通等，從而提高你整體的各項能力。

標準。同時，學院將承擔修習期間首次 GRE 或 GMAT 考試
報名費。

□ 完成線上申請
□ 上傳支援檔
□ 支付申請費
□ 提交英語考試成績*（如果適用）

提交申請後，大概需要三到四周收到錄取決定通知。
» 如果被錄取，進行確認。
» 如果未被錄取，考慮申請碩士預備證書課程。

» 取得日後於南加州大學順利學習所需之關鍵能力。
進入到研究所的學習既令人激動又充滿挑戰，而碩士先

» 透過世界一流的準備課程，取得理想的 GRE/GMAT 成績。

» 申請入讀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程

兩項學術面的課程安排：根據你的基礎學科提供合適
的閱讀和寫作的培訓；根據你選擇的領域提供相關課程

APPLY
隨時申請

碩士預科課程

碩士學位課程

* 符合最低要求並不保證會被南加州大學碩士課程錄取。
** 若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你需在南加州大學的國

根據您的英語能力水準，你將入讀一個或兩個學期的碩士預科課程。

有超過 50 個頂級排名的南加州大學各學科碩士學位
課程，向通過參加碩士預科課程達到符合錄取要求
的國際學生提供錄取，專業領域包括商科，工程，電
腦科學，醫學，建築等。如需瞭解全部專業，請登錄：
international.usc.edu.

和內容的介紹。

* 如果你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我們會為你安排在南加州大學的國際辦公室參加國際學院英語水準考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4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碩士先修課程的錄取要求是什麼？
□ 經就讀學校所在地之教育部所認可的學士學位
（需等同於美國四年制的學士學位）
□ 根據美國 4.0 點製成績積點量表，總平均成績
（GPA）需達到 3.0*
□ 中高級的英文能力**
（依不同碩士課程要求，需達到託福 iBT 61/雅思
5.5 或託福 iBT 71/雅思 6）

際辦事處參加國際學院英語能力測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以確保你的英語能力
符合最低要求。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在升入碩士先
修證書課程之前參加學術英語課程或準備課程。詳細相
關訊息，請參閱網站。

我如何才能進入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 程？
□ 在碩士先修課程中的平均成績至少保持在「B」級
以上，所有成績都不能低於「C」
□ 順利完成 GRE/GMAT 備考課程，並至少取得 進入
碩士學位課程所需的最低合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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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適合哪些國際學生？
碩士先修課程適合下列國際學生學習：
□ 希望在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課程
□ 具有優秀的學業表現
□ 尚未參加託福/雅思、GRE/GMAT 考試（或此類考
試的成績未達到南加州大學的直接錄取標準）

P-M

課程內容是什麼？
• GRE/GMAT 備考課程
• 研究生等級學術寫作
• 學術聽力及口語
• 研究生等級溝通技巧
• 學術閱讀和詞彙拓展
• 研究生等級研究方法

碩士先修課程

獲得南加大激烈的碩士課程條件式入學，並透過此一課程增進英語實力，加強學術能力，提升各
項檢定測試成績。
» 尚未取得託福/雅思及 GRE/GMAT 成績之前獲得南加州

» 由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程教授提供專業學術建議。

大學特定碩士學位課程的條件式錄取。

南加州大學的導師團隊將致力於協助你設定目標並實現

如果你是一名優秀的國際學生，即使在託福/雅思和GRE/

學術抱負。藉由與教授們提早互動與交流，你將能更加

GMAT 等考試尚未取得合格分數的情況下，仍可透過順利

明確瞭解自身潛質，並順利完成後續學業。

完成此先修課程，且後續 GRE/GMAT 成績達入學要求，順
利進入南加州大學高度競爭的特定碩士學位課程就讀。

修課程的精心設計正是為了幫助你順利通過此過渡期。

集結頂尖講師有效的教學方式，針對 GRE/GMAT 所有考

包括幫助你適應美國學術文化和前景展望、更深入地閱

試內容、類型提供深入指導，包括有效的應試策略和例

讀及批判性地評定學術文章、有效地進行書面和口語溝

題練習，幫助你達到特定碩士學位元課程所要求的分數

通等，從而提高你整體的各項能力。

標準。同時，學院將承擔修習期間首次 GRE 或 GMAT 考試
報名費。

□ 完成線上申請
□ 上傳支援檔
□ 支付申請費
□ 提交英語考試成績*（如果適用）

提交申請後，大概需要三到四周收到錄取決定通知。
» 如果被錄取，進行確認。
» 如果未被錄取，考慮申請碩士預備證書課程。

» 取得日後於南加州大學順利學習所需之關鍵能力。
進入到研究所的學習既令人激動又充滿挑戰，而碩士先

» 透過世界一流的準備課程，取得理想的 GRE/GMAT 成績。

» 申請入讀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程

兩項學術面的課程安排：根據你的基礎學科提供合適
的閱讀和寫作的培訓；根據你選擇的領域提供相關課程

APPLY
隨時申請

碩士預科課程

碩士學位課程

* 符合最低要求並不保證會被南加州大學碩士課程錄取。
** 若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你需在南加州大學的國

根據您的英語能力水準，你將入讀一個或兩個學期的碩士預科課程。

有超過 50 個頂級排名的南加州大學各學科碩士學位
課程，向通過參加碩士預科課程達到符合錄取要求
的國際學生提供錄取，專業領域包括商科，工程，電
腦科學，醫學，建築等。如需瞭解全部專業，請登錄：
international.usc.edu.

和內容的介紹。

* 如果你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我們會為你安排在南加州大學的國際辦公室參加國際學院英語水準考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4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碩士先修課程的錄取要求是什麼？
□ 經就讀學校所在地之教育部所認可的學士學位
（需等同於美國四年制的學士學位）
□ 根據美國 4.0 點製成績積點量表，總平均成績
（GPA）需達到 3.0*
□ 中高級的英文能力**
（依不同碩士課程要求，需達到託福 iBT 61/雅思
5.5 或託福 iBT 71/雅思 6）

際辦事處參加國際學院英語能力測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以確保你的英語能力
符合最低要求。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在升入碩士先
修證書課程之前參加學術英語課程或準備課程。詳細相
關訊息，請參閱網站。

我如何才能進入南加州大學碩士學位課 程？
□ 在碩士先修課程中的平均成績至少保持在「B」級
以上，所有成績都不能低於「C」
□ 順利完成 GRE/GMAT 備考課程，並至少取得 進入
碩士學位課程所需的最低合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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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

MP

我們大學預備證書課程可以提高被南加州大學或其他美國頂尖學院和大學錄取的機會。課程將結
合備考課程並竭盡所能地協助學業上的表現，以取得大學入學資格及增進順利完成美國學士學位
課程上之能力。
» 得到南加州大學入學事務顧問提供的建議。

» 通過專家的培訓，在託福/雅思和 SAT 考試中取得最佳

身為大學預備證書課程的學生，你將得以擁有南加州大

成績。

學入學事務顧問輔導的支持和專業建議以及學到脫穎而

為獲理想的託福/雅思和 SAT 成績，每週由資深的講師透

出的申請祕訣。入學事務顧問將一路協助你從選校、申

過互動式教學與演練，加強詞彙量、閱讀與寫作、口語能

請到最終得到合適的學校入學許可。

力和考試策略及學術技巧。此外，學院將承擔課程期間
的首次考試報名費。

» 最多可獲得南加州大學大學部課程的 12 個 學分。
於此課程提早修習之學分符合南加大的核心課程要求。
所修學分日後可轉入南加大學士學位或配合之大學。

» 根據你的研究領域，量身打造學術、英語和文化方面的
相關課程。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提供美國大學綜合入門課程，這些課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適合哪幾類學生？
適合下列國際學生學習：
□ 高中畢業生
□ 希望在美國大學或學院攻讀大學學士學位
□ 希望在託福/雅思和 SAT 考試中取得高分
□ 希望得到學術、語言和文化面的協助，以順利通
過大學申請審核，並為學士學位課程做準備。
我的課程內容是什麼？
• 託福/雅思和 SAT 備考課程
• 學術寫作及語法
• 學術閱讀及詞彙
• 學術聽力及口語
• 大學社區與比較文化
• 學術學習、研究與溝通技巧
• 大學申請指南
• 南加州大學學分課程

程都將是你順利取得學士學位的重要課程。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有哪些錄取要求？
□ 具有高中畢業文憑或至少完成五個學期的高中在
學生
□ 中高級英語能力*
（相當於託福 iBT 70 或雅思 6）

碩士預備證書課程

透過世界一流的備考課程、學術英語課程和入學事務顧問的全力輔導，碩士預備證書課程有助於
你申請美國大學碩士課程。南加州大學頂級的師資團隊將幫助你提高英語能力和入學考試成績，
並增強學術批判性思維和研究能力，讓你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

» 達到最理想的託福/雅思和 GRE/GMAT 成績。

» 與南加州大學入學事務顧問密切配合，共同規劃碩士

我們的託福/雅思和 GRE/GMAT 備考課程集結頂尖講師

之路。

有 效的學習方法，針對所有考試內容、類型提供深入的

南加州大學的入學事務顧問團隊將幫助你設定目標，並

教學 指導，包括有效的應試策略和練習例題，幫助你達

協助申請或轉學至其他美國大學，以實現你的學術抱

到申請 美國一流大學碩士課程所要求的理想分數。

負。協助內容包括考試準備、計畫申請、準備個人自傳和
短文、模擬面試等多方面的指導。

碩士預備證書課程適合哪些國際學生？
適合下列國際學生學習：
□ 希望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課程
□ 尚未參加託福/雅思、GRE/GMAT 考試（或此類
考試的成績未達理想的學院或大學直接錄取的
標準）
課程內容是什麼？
你將獲得與碩士先修課程（請見第 5 頁）相同的教學
內容以及託福或雅思備考課程。
碩士預備證書課程具有哪些錄取要求？*
□ 經就讀學校所在地之教育部認可的學士學位（需
等同於美國四年制的學士學位）
□ 中高級的英語能力**
（依碩士課程要求，需達到託福 iBT 61/雅思 5.5）
* 符合最低要求並不保證會被任何碩士課程錄取。
** 若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你需在南加州大學的國
際辦事處參加國際學院英語能力測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以確保你的英語能力
符合最低要求。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在進入碩士預
備證書課程之前參加學術英語課程或準備課程。詳細相
關訊息，請參閱網站。

* 若尚未參加託福或雅思考試，你需在南加州大學的國
際辦事處參加國際學院英語能力測試（International
Academy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以確保你的英語能力
符合最低要求。英語能力較低的學生可以在升入碩士預
備證書課程之前參加學術英語課程或準備課程。詳細相
關訊息，請參閱網站。

6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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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

MP

我們大學預備證書課程可以提高被南加州大學或其他美國頂尖學院和大學錄取的機會。課程將結
合備考課程並竭盡所能地協助學業上的表現，以取得大學入學資格及增進順利完成美國學士學位
課程上之能力。
» 得到南加州大學入學事務顧問提供的建議。

» 通過專家的培訓，在託福/雅思和 SAT 考試中取得最佳

身為大學預備證書課程的學生，你將得以擁有南加州大

成績。

學入學事務顧問輔導的支持和專業建議以及學到脫穎而

為獲理想的託福/雅思和 SAT 成績，每週由資深的講師透

出的申請祕訣。入學事務顧問將一路協助你從選校、申

過互動式教學與演練，加強詞彙量、閱讀與寫作、口語能

請到最終得到合適的學校入學許可。

力和考試策略及學術技巧。此外，學院將承擔課程期間
的首次考試報名費。

» 最多可獲得南加州大學大學部課程的 12 個 學分。
於此課程提早修習之學分符合南加大的核心課程要求。
所修學分日後可轉入南加大學士學位或配合之大學。

» 根據你的研究領域，量身打造學術、英語和文化方面的
相關課程。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提供美國大學綜合入門課程，這些課

大學預備證書課程適合哪幾類學生？
適合下列國際學生學習：
□ 高中畢業生
□ 希望在美國大學或學院攻讀大學學士學位
□ 希望在託福/雅思和 SAT 考試中取得高分
□ 希望得到學術、語言和文化面的協助，以順利通
過大學申請審核，並為學士學位課程做準備。
我的課程內容是什麼？
• 託福/雅思和 SAT 備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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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強化課程

英語強化課程每年有 6 個開課日期供學生選擇，此課程讓學生在實現個人和學業目標上有充分的
準備。
» 讓你在量身打造的小班制、互動教學中充分受益。

» 根據你的學習興趣參加選修課程和語言互動學習教室的

精心設計的英語強化課程，開設從初級到高級的不同級

學習。

別，滿足每個學生對學習技能和目標上不同的需求。課

根據你目前的英語能力和學習興趣，在每學期可以選

程採取小班授課（平均每班 15 人），採用互動式教學方

擇選修課程並參加每週的英語互動學習教室 (language

法，讓每個學生皆充分得到教師的個人關注。期間也將

laboratories)。

學習如何與他人合作，取得最佳的學習成果。

由教師和學生主導的語言互動學習教室可提供更多課
堂外練習英語的機會。你在這裡有絕佳的機會參加個人
化英文輔導，或與南加州大學的學生練習對話。
» 得到南加州大學專業輔導團隊的協助。
南加州大學全職的學術輔導員、移民輔導員和學生顧問
隨時協助你在美國的學習、文化過渡期和學術上提供
支援。

8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英語強化課程適合哪幾類學生學習？
可滿足下列國際學生和專業人士的學習需求：
□ 希望提升英語能力
□ 希望有彈性的開課日期
□ 為進入某一學院預備課程學習而希望提升英語能
力，或有其他目標希望能提升英語能力
課程內容是什麼？
• 閱讀（學術、文學、研究）
• 短文寫作
• 口語
• 詞彙
• 發音
• 聽力
• 上臺報告和辯論技巧
• 學術研究技巧
英語強化課程具有哪些錄取要求？
□ 入學時至少年滿 17 歲。
□ 獲得 F-1 學生簽證（錄取後，我們會為你的簽證申
請簽發必要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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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東西方的橋樑
洛杉磯是全球創意、創新、工業和文化的中心。當地興盛的商業、多元的組成以及獨一無二的環境
造就這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天使之城」成為相當適合居住和學習的都市。作為這座城市當中最
大的私立機構，南加州大學始終是決定這座城市未來的重要因素。長久以來，南加州大學傑出的
校友和卓越的學術表現讓洛杉磯在成長與發展中塑造了當今的輝煌。如今，洛杉磯是全球連接東
西方的通道和橋樑。正因如此，南加州大學也將自身定位為致力於培養具備全球影響力和創新推
動力人才的學術家園。南加州大學，匯聚智慧與創新，改變社會，造福全球。
天使之城
• 南加州大學是洛杉磯最大的私立機構。
• 洛杉磯郡是美國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其中的洛杉磯市
是美國第二大城市，且大都會區擁有 1,300 萬人口。
• 作為全美最多元化的地區之一，洛杉磯擁有 300 萬非
本地居民，代表了逾 140 個國家和地區，224 種語言和
600 個宗教團體。
• 洛杉磯是美國首個達到種族融合、種族結構均衡的
城市。

10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 與其他城市相比，在人類文明史的任何一個時期，
洛杉磯都彙集著全球最多的藝術家、作家、製片人、
演員、舞蹈家和音樂家。
• 洛杉磯擁有 61 座博物館和 1000 多個藝術表演團體 –
多於美國任何其他城市。
• 洛杉磯屬於亞熱帶氣候，每年有長達 292 天的晴朗
天氣。
• 該地區擁有 76 英里的海岸線，四條山脈綿延相連，
並擁有數千英里縱橫交錯的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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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潑、互助的學習環境
校園生活

住宿

在南加州大學，學生可以在最具多元化且最令人興奮的

在南加州大學學習的同時，我們也為學生提供了安全、

城市中心，享受到傳統美式大學校園生活的美麗與靜

便捷和舒適的居住環境。學生可以選擇住在校內宿舍、

謐。南加州大學國際學院的學生擁有無數的機會去體驗

私人公寓或寄宿家庭。

校園生活、探索社區活動並創 造終生難忘的獨特經歷。

申請南加州大學國際學院
每個南加州大學國際學院課程
均有各自的入學要求以及申請
流 程。通常，申請 時 僅 需 完 成
三步：

所有住宿類型均由南加州大學國際學院的工作人員嚴
格的挑選，致力為學生在居住期間提供支援。如需了解

學生可以使用的資源包括：

1. 完成線上申請。

更多住宿相關詳情，請參閱網站 international.usc.edu。

2. 繳交申請相關文件。

• 22 座圖書館、電腦實驗室（部分互動學習教室 24 小時
隨時開放）、公園、健身中心、奧林匹克游泳池、餐廳

學生服務

和咖啡館

南加州大學國際學院為學生提供以下服務，幫助學生融

• 可獲得醫療、健康諮詢和保健服務的學生健康中心

入在洛杉磯和南加州大學的學習及生活：

• 超過 850 個可發展個人興趣（學術、職業、社會、藝術

• 健康保險

和精神）的學生組織
• 體育賽事、講座、會議、藝術表演、電影放映等等

3. 支付申請費。
如需了解更多入學要求以及申請
流程的細節，請參閱網站：
international.usc.edu。

• 接機服務
• 新生開學典禮

瞭解更多

• 南加州大學學生證和南加州大學電子郵件設定

如有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info-international@usc.edu。

• 使用最先進的校園設施：娛樂、銀行、醫療、餐飲、
電腦和圖書館
• 在大眾交通工具及文化活動上的折扣優惠

12 發掘潛能，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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