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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加州

洛杉磯

舊金山

聖地牙哥

歡迎蒞臨 SDSU
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設立於 1897 年，在美國全國公

立大學排名第 60 名，設有文學院、福勒商學院 (Fowler College of Business)、

教育學院、工程學院衛生與人類服務、專業研究與藝術、科學等，共計 96 個

學系，另有韋伯榮譽學院 (Weber Honors College) 所屬的大學部。SDSU 結合

研究大學的優點與支持創新和熱衷探索新事物且敬業樂群的教職員，為您準

備好您所需要的根基，幫助您在學術方面發揮最高的潛力。  

排名與特點
100 多年來，SDSU 學生所參與的學術課程全數由獲得獎項肯定的教職員指導

帶領。  

• 依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大學排名資
料，SDSU 的畢業率績效排名第一。  

• 為展現成為前 50 大公立研究大學的決心，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打造了工程
與跨學科科學 (Engineer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s, EIS) 綜合教學大
樓。這個綜合教學大樓於 2018 年 1 月正式啟用，打造這個綜合教學大樓的
宗旨在於促進團結合作，運用尖端實驗室和設備、大量的共用工作空間以
及玻璃牆，激發學生的好奇心。

• SDSU 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所列的全美創新學校排行榜中排名第 45 名； 
這項排行是評斷課程、教職員、學生、校園生活、科技或設施改善幅度的
指標。 

資料表
• 學生總人數：33,870 名 (29,513 名大學生，4,357 名研究生)

• 國際學生：逾 3,000 名，來自 115 個不同的國家/地區 

• 校友：400,000 名

地點
聖地牙哥位於南加州，是加州第二大城，也是生物科技、工程、生命科學、

網路安全、創新技術與科技、醫療保健以及觀光旅遊的產業重鎮。聖地牙哥

鄰近環太平洋東側、墨西哥以及南美洲，地處文化中心，能提供相當難能可

貴的學習經驗。  

聖地牙哥素以全年氣候宜人以及漫無邊際的沙灘而聞名，日均溫度約  

21° C/70° F，十分舒適。歡迎上網瀏覽 sandiego.org，進一步瞭解聖地牙哥。



大學部課程  
SDSU 致力於創造豐富的機會，提供國際教育促進學生的智力發展，幫助學生

準備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 

歡迎上網至 sdsu.edu/majors 瀏覽關於主修科目、重點領域以及副修科目的詳
細資訊。請至 sdsu.edu/mymap 查閱您所選主修科目的課程規劃。 

SDSU 開設下列學位課程：
比較國際研究 

比較文學 

博雅研究 
• 初等教育*  

•  多學科教學 證書綜 
合師資教育* 

• 教育—通才*

• 科學* 

• 數學*

餐旅與觀光管理 
• 部落博弈經營與管理*

• 餐廳經營與管理* 

• 飯店經營與管理* 

• 會議暨活動經營與管理* 

創業學

地理
• 地理資訊科學與技術*

• 環境、永續發展與政策*

• 普通地理*

• 人文地理學與全球研究*

• 水資源、氣候與生態系*

地球科學

電機工程

電腦工程  

電腦科學 

電視、電影與新興媒體 
• 批判研究* 

• 製作* 

都會研究 

俄國與中歐研究 

俄語**  

兒童發展 

法語 

房地產

非洲研究 

公共行政學 
• 程式規劃* 

公共衛生 

古典文學 

管理學

國際安全與衝突排解 
•  合作、衝突以及衝突
排解* 

• 環境與安全* 

• 全球體制的司法正義 

國際商業 

行銷學 

航太工程

護理 

化學**  
• ACS 認證 (選修) 

• 化學相關教師教育*

• 生物化學* 

化學物理 

環境工程 

環境科學 

會計

肌動學 
• 復健預科*  

• 體適能專家* 

• 運動科學通才* 

機械工程

機械工程 — 生物工程 

建築工程

健康傳播 

金融

金融服務 

經濟 
• 公共政策*

• 國際經濟*  

• 量化分析* 

劇場藝術 
• 表演* 

• 電視電影設計* 

• 青少年劇場* 

• 設計與科技* 

跨學科研究 

拉丁美洲研究 

歷史 

美洲原住民族研究 

男女同性戀、雙性戀、 
跨性別、酷兒與其他研究 

女性研究 

歐洲研究

普通商業

齊卡諾語和齊奇諾研究 

企業管理  

人類學 

人力資源管理

人文 
• 歐洲人文* 

日語 

社會工作 
• 環境社會工作*

• 社區矯正個案管理*

社會科學** 

社會學 

生物工程學

生物學**
• 動物學*  

• 海洋生物學*  

• 生態學*  

• 細胞與分子生物學*  

• 演化生物學 *  

食品營養 

數學** 
• 科學*  

• 數學綜合師資教育*

• 應用數學*  

• 運算科學* 

天文學 

通訊 

統計學 
• 精算學* 

• 資料科學* 

土木工程 

微生物學 
• 臨床實驗科學 *  

舞蹈 

物理科學** 

物理學 

西班牙語** 

現代猶太研究 

心理學 

新聞學 
• 公共關係* 

• 廣告* 

• 媒體研究* 

刑事司法 

休閒管理 

修辭與寫作研究 

亞洲研究 
• 漢學研究和語言*  

言語、語言與聽力科學 

伊斯蘭與阿拉伯研究 

藝術**
• 雕塑*  

• 多媒體與攝影*  

• 繪畫與版畫製作*  

• 平面設計*  

• 室內建築*  

• 藝術創作*  

• 藝術史*  

• 應用設計*  

音樂 

英語** 

永續發展能力 

語言、文化與社會 

語言學 

哲學 

政治科學 

職業教育

資訊系統

宗教研究 

*這是屬於主修科目範疇
的加強或專業課程 

**這門主修科目也提供單
一學科教學證書預備課程



國際新生入學
SDSU 接受國際新生申請，2020 年秋季班申請時間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1 日。SDSU 不開放春季入學。如需詳細資訊，請上網瀏覽  
sdsu.edu/intladmissions。

具備下列條件者皆可向 SDSU 申請入學：
• 高中尚未畢業，但將在 2020 年春季前畢業並領取高中文憑；或

• 高中畢業，但畢業後尚未就讀大專院校課程。 

申請步驟： 
第 1 步：填寫加州州立大學申請表
上網至 calstate.edu/apply 填寫線上申請表並繳納 70 美元的申請手續費  

(不退費)。

第 2 步：建立一個 SDSU WebPortal 帳戶
送出申請表後，您會收到 SDSU 寄給您的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提醒您建立一

個 SDSU WebPortal 帳戶，用來追蹤您的申請進度。 

第 3 步：繳交高中成績單正本
必須繳交您就讀過的每一間高中的成績單正本。    

必須繳交原始語言的成績單，如有必要可附上經過公證的英語翻譯版。

第 4 步：英語能力證明
英語能力對您的成功至關重要。若您的母語並非英語，SDSU 會要求您完成

下列其中一項規定： 

• TOEFL 分數至少 80 iBT/550 PBT。測驗分數須由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透過電子管道寄送給 SDSU，機構代碼

是 4682；

• IELTS 總分至少 6.5

• PTE 分數至少 58；或

• SDSU 美國語言學院 (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 106 級英語課程 GPA 總

分至少 3.0。

第 5 步：繳交 SAT 或 ACT 分數 
在美就讀高中或就讀美國核可海外高中的申請人，必須繳交 SAT 或 ACT 測

驗分數。須透過電子管道將測驗分數送至 SDSU，機構代碼是：4682 (SAT) 

或 0398 (ACT)。

國際轉學生入學 
SDSU 接受原就讀美國合格機構的轉學生，2020 年入學開放申請時間是 2019 

年 10 月 1 日到 11 月 30 日。如欲申請就讀 SDSU，請上網至 calstate.edu/apply 

填寫線上申請表，並繳納 55 美元的申請手續費 (不退費)。  

您在 2020 年春季結束前必須達到以下轉學入學條件下限，才有機
會入學：

• 至少修畢 60 個可抵免學期學分 (或至少 90 個學季學分)。

• 修畢 30 個通識課程學分，包括修畢以下課程且成績至少「C-」以上：

 口語溝通：  基本演講課程。亦接受經加州社區大學承認的其他溝通課

程。

 書寫溝通：論文寫作或閱讀及寫作技巧並重的新生寫作課程。

 批判思考：第二學期作文或寫作課程，或是有關理解與實用論文寫作相

關的課程。

 數學**這門課程必須高於中級代數程度。

• 完成所有主修預備課程。 

• 達到並保持主修科目規定的平均成績 (GPA)，以 sdsu.edu/majorgpa 所列分

數為準。

國際學費 
就讀 SDSU 的國際學生必須繳交財務文件，以資證明經費至少足以就讀一學年 

(九個月)。SDSU 財力證明表及輔助證明用的財務文件經 SDSU 國際入學組批

准後，SDSU 會核發 I-20。如需詳細資訊，請上網瀏覽    
sdsu.edu/internationalfees。

基本學雜費  .......................................................................7,510 美元

非居民學費*  .....................................................................11,880 美元

校內宿舍與膳食** ...........................................................17,752 美元

健康保險 ............................................................................1,454 美元

書籍、用品、交通** ......................................................3,556 美元

總計*** ................................................................................42,152 美元

** 非居民學費按每學期 15 個學分、每學分 396 美元計算。

** 凡畢業高中不在 SDSU 本地入學學區內的大一新生，一律必須住校兩年。請務必至  
housing.sdsu.edu 詳閱校內膳食與住宿費用表。 

學費備註：CSU 致力於降低學生花費。如公共經費不足，可能須調漲公告費用表或學生帳戶
中所列的手續費。因此，即使是一開始已收取手續費或學生已付清手續費，CSU 仍須保留調
高或修改任何表定手續費的權利。在特定學期或學季開始上課之前，除全州立大學統一規定

酌收的手續費外，所有表定手續費均有可能異動，且不另行通知。CSU 的表定手續費皆屬預
估性質，經大學董事會、校長或董事長酌情批准後即可更改。全州立大學統一規定酌收的手

續費如有異動，一律遵照「工薪家庭學生學費透明度與責任法案」(Working Families Student 
Fe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教育準則第 66028-66028.6 條) 的規定辦理。



交通
SDSU 轉運中心 (SDSU Transit Center) 銜接校園與大聖地牙哥區域的巴士及

電車路線，交通範圍包括機場、火車站、海灘、購物中心、聖地牙哥市區以

及本地景點。    

住宿
就讀 SDSU 期間，住校會更容易融入大學學生生活。住宿團體在您的居住環

境當中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後盾，也是培養深厚友誼的好機會。凡畢業高中不

在 SDSU 本地入學學區內的國際新生，入學後一律必須住校兩年。住宿費用 

因學生所選的宿舍和膳食方案而異。請上網瀏覽 housing.sdsu.edu，深入瞭解 

校園生活概況。

為何選擇 SDSU？ 
Ning Li 

主修會計

來自中國河南省鄭州市  

「我一到加州和 SDSU 校

園就覺得備受歡迎。這

裡的教職員真的很幫

忙，也提供了一個校園

打工機會給我。這個經

驗讓我在個人及專業方

面都有所成長。」

Anas Alhaddad

主修環境工程

來自科威特阿爾扎哈拉 

「SDSU 的教職員和學生

非常多元豐富，所以我

在這裡得到了非常寶貴

的學習經驗。這些經驗

是我畢業後有所成就的

助力。」

Julia Abegg Machado

主修管理學

來自巴西阿雷格里港 

「我之所以會選擇 SDSU， 

原因是這裡位在大城

市，校園很美麗，而

且天氣非常好！加入 

SDSU 專業商業兄弟會

之後，我結識了來自世

界各地的學生。」



國際學生中心
國際學生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ISC) 全年提供各式各樣具文化、

教育及社交性質的活動，讓您在 SDSU 的生活經驗更加豐富。ISC 服務包括

國際新生迎新說明會、導師計畫、移民諮商、每週國際活動，以及 SDSU 國

際學生會 (SDSU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如需詳細資訊，請上網

瀏覽 isc.sdsu.edu。

學生生活 
就讀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意義並不只是到教室上課如此單純。本校提供各式

各樣參與校園活動的管道，學生還能充分體驗南加州的生活型態。有幾種參

與校園活動並一探「美國最美好城市」的方式十分有趣，以下舉例說明：

• 阿茲特克之夜 (Aztec Nights)：這是每一學期開學必辦的慶祝活動，為
期一週，內容包括音樂會、電影以及嘉年華遊行等等。

• 校內音樂會：抽空前往別哈斯競技場 (Viejas Arena ) 或校內的加州海岸
信用合作社露天劇場 (Cal Coast Credit Union Open Air Theatre)，盡情欣
賞您喜愛的樂團表演。

• 聖地牙哥動物園：世界知名的聖地牙哥動物園裡有超過 3,700 隻稀有瀕
危動物，代表 650 種以上的物種。

• 米什灣水上中心 (Mission Bay Aquatic Center)：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水上
運動教學場地就在聖地牙哥其中一處最知名的海灘，來到這裡可以學習

衝浪、玩風帆以及划獨木舟。

• 巴爾波亞公園 (Balboa Park)：這座公園位在聖地牙哥，是佔地 1,200 英畝 
的都會公園，有博物館、藝術和文化景點等等。       

國際學生會
參與國際學生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ISA) 活動是讓 SDSU 生活
更加豐富及結交新朋友的好方法。 

學生組織
SDSU 校內的學生組織多達 300 個以上，您很容易就能在其中找到興趣最相

投的選擇。

體育和休閒
SDSU 學生可以免費入場觀賞所有體育活動。看阿茲特克隊球員為本校擠入
全美排名的球隊奮力比賽，一同感受興奮刺激的感覺。在 SDSU，每一位學
生都有機會在阿茲特克娛樂中心 (Aztec Recreation Center, ARC) 接受如體育
選手般的訓練。ARC 健身中心佔地 80,000 平方英尺，提供運動課程、校內
體育活動，還有一座攀岩專用牆。 

美國語言學院
SDSU 美國語言學院 (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 ALI) 開設「學術英語課
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這門課程是專為有意就讀美國大
專院校大學部課程的學生所開設，適合各種英語能力程度的學生。EAP 課程
會幫助學生準備 TOEFL 和 IELTS 測驗。  

條件入學 
學生若符合 SDSU 入學規定但未能證明英語能力，校方可能會提供就讀 SDSU  
美國語言學院「學術英語課程」的機會。ALI 學生若修畢 106 級課程且平均
成績達 3.0，就能免 TOEFL/IELTS 成績申請 SDSU。如需詳細資訊，請上網瀏
覽 sdsu.edu/ali。



與我們聯絡
國際入學辦公室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5500 Campanile Drive 
San Diego, CA  92182-7455 

U.S.A.

親自蒞臨  
辦公室：Student Services West 1575

上班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

校園導覽：sdsu.edu/campustours

索取資訊  
上網至 sdsu.edu/stayconnected 申請即可收到有關聖地牙哥州立大學

入學流程與校園生活的重要資訊。

   

註冊服務，2019 年 8 月

搜尋：SDSUAdmissions

QQ：1057078426

網站： sdsu.edu/intladmissions

電子郵件： intladmission@sdsu.edu

電話： (619) 594-1847

微信 ID：SDSU_Intlad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