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生
入学
2022 年秋季



美国

加州

洛杉矶

旧金山

圣迭戈

欢迎申请 SDSU
圣迭戈州立大学 (SDSU) 始建于 1897 年，是美国排名前 70 的公立大学
之一，设有 97 个本科学位课程。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SDSU 拥有大力
支持创新和探索的专职教师队伍，为学生充分发挥学术潜力提供坚实的 
基础。

地理位置
欢迎来到加州第二大城市。圣迭戈的生物技术、工程、生命科学、网络安全、
创新和技术、医疗保健、旅行和旅游等行业位居前列。圣迭戈地区拥有数十个
国际、沿海、山地、市中心和城镇社区，供你尽情探索。

圣迭戈以全年宜人的气候，绵延不绝的沙滩而闻名于世，日平均气温为 21° C/ 

70° F。访问 sdsu.edu/location，了解有关圣迭戈的更多内容。第 1 名
加利福尼亚获得最多联邦研究资
助的州立大学，也是加州顶尖的
公立研究大学之一。

第 9 名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
最新大学排名，学校毕业率表现
排名全美第九。

400,000+位
优秀校友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导师
网络、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

最佳 385 所大学
SDSU 的学术成就、亲民费用和
职业前景等优势获得《普林斯顿
评论》（2021 版）认可。

前 35 名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SDSU 的种族多样性排名全美前 35。

34,512 名
学生（30,142 名本科生，4,370 名
研究生）

交通距离
10 英里 ........海滩
10 英里 ........市中心
50 英里 ........山区
75 英里 ........沙漠
95 英里 ........迪士尼乐园
120 英里 ......洛杉矶
350 英里 .....凤凰城
500 英里 .....旧金山



本科生课程  
SDSU 致力于通过提供国际教育，营造学习机会，推动学生的智力发展，从而
帮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

访问 sdsu.edu/majors， 了解有关主修、强化领域和辅修学科的详细信息。访
问 sdsu.edu/mymap，查看你的主修专业学业规划。

SDSU 提供以下学位课程：

非洲艺术品研究 

美洲印第安人研究 

人类学 

艺术**

• 应用设计*  

• 艺术史*  

• 平面设计*  

• 室内建筑*  

• 多媒体与摄影*  

• 绘画与版画艺术*  

• 雕塑*  

• 艺术工作室*  

亚洲研究 

• 中国及中文研究*  

天文学 

生物学**

• 细胞和分子生物学*  

• 生态学*  

• 进化生物学*  

• 海洋生物学*  

• 动物学*  

商科 

• 会计
• 金融学
• 金融服务
• 普通商务
• 信息系统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市场营销
• 房地产 

化学物理学 

化学**  

• ACS 认证（可选） 

• 生物化学*

• 化学综合师范教育*^ 

墨西哥裔人研究 

儿童发展^

古典文学 

通讯 

比较国际研究 

比较文学 

计算机科学 

营建管理

刑事司法 

舞蹈 

经济学 

• 国际经济学*  

• 公共政策*

• 定量分析* 

电气工程

英语** 

创业学

工程学
• 航空航天工程
• 生物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工程
• 建筑工程
• 电气工程
• 环境工程
• 机械工程 

环境科学 

欧洲研究

食品和营养学 

法语 

地理学
• 环境、可持续性和政策*

• 普通地理学*

• 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

• 人文地理和全球研究*

• 水文、气候和生态系统*

地质科学

德语

老年学 

健康传播 

历史学 

酒店和旅游管理 

• 酒店运营和管理* 

• 会议及活动运营和管理* 

• 餐厅运营和管理* 

• 部落游戏运营和管理*

人文科学 

• 欧洲人文科学* 

人力资源管理

跨学科研究 

国际安全和冲突解决 

• 合作、冲突及冲突解决* 

• 环境与安全* 

• 全球司法体系* 

伊斯兰及阿拉伯研究 

日语 

新闻学 

• 广告学* 

• 媒体研究* 

• 公共关系* 

运动机能学 

• 综合运动科学* 

• 专业健身* 

• 物理治疗预科*  

语言、文化和社会 

拉丁美洲研究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
别者、酷儿及其他性取向 
(LGBTQ+) 研究

人文研究 

• 双语多学科资格证综合师
范教育课程*^ 

• 通识教育*^

• 基础教育*^  

• 数学*^ 

• 多学科教学资格证综合师
范教育*^

• 科学*^ 

语言学 

数学** 

• 应用数学*  

• 计算科学* 

• 数学综合师范教育*^ 

• 理科*  

微生物学 

• 临床实验科学*  

现代犹太研究 

音乐 

护理学^ 

哲学 

自然科学** 

物理学 

政治学 

心理学 

• 神经科学* 

公共管理 

• 城市规划* 

公共卫生  

娱乐管理 

宗教研究 

修辞与写作研究 

俄语**  

俄罗斯与中欧研究 

社会科学** 

社会工作 

• 社区矫正案例管理*

• 环境社会工作*

社会学 

西班牙语** 

言语、语言及听力科学^ 

统计学 

• 精算学* 

• 数据科学* 

可持续性 

电视、电影和新媒体 

• 批判研究* 

• 制作* 

戏剧艺术 

• 设计和技术* 

• 表演* 

• 青少年戏剧* 

城市研究 

职业教育

妇女研究 

*表示专业内提供的强化或
专业化领域 

**此专业还提供单一学科
教学资格证课程

^被核发执照和授予证书的
课程录取并不保证学生会
获得相应执照或证书。访
问 sdsu. edu/majors，了解
更多信息。



留学新生入学
现在正是在 SDSU 社区的支持下发现梦想、实现梦想的好时候。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4 月 1 日期间，SDSU 接受 2022 年秋季留学新生入学申请。
SDSU 不进行春季入学招生。

申请截止日
• 第一批申请截止日期：2021 年 11 月 30 日
在此截止日期前提交完整文件的学生将在 1 月初收到录取结果。

• 最终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在此截止日期前提交完整文件的学生将收到滚动通知。

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申请 SDSU 新生入学资格：
• 高中尚未毕业，但预计在 2021 年春季毕业并获得高中学位；或者
• 高中已毕业，但在毕业后尚未修读学院/大学课程。

申请步骤 
第 1 步：填写加州州立大学申请表
通过 calstate.edu/apply 填写在线申请表，然后支付 70 美元的申请费（不可
退还）。

第 2 步：创建 SDSU WebPortal 帐户
提交申请表后，你将收到  SDSU 发送的电子邮件，提醒你创建  SDSU 
WebPortal 帐户，以实时跟踪你的申请状态。

第 3 步：提交高中成绩单
必须提交所有曾就读高中的非官方成绩单，以便进行初步评估。必须通过 
SDSU WebPortal 上传原语成绩单，并随附经认证的英文翻译（如有必要）。

第 4 步：英语能力证明
英语能力对你成功申请至关重要。如果你的母语并非英语，SDSU 要求你满
足以下任一条件：

• 托福成绩：网考 80 分/纸考 550 分或以上。由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通过电子形式将考试成绩发送给 SDSU，机构代码为 4682；或者

• 雅思总分为 6.5 分或以上；或者
• PTE 分数为 58 分或以上；或者
• 多邻国英语测试分数为 105 分或以上；或者
• 修读 SDSU 美国语言学院 106 级英语语言课程，且总 GPA 达到 3.0 分或以上。

留学生入学费用 
获得 SDSU 录取的留学生必须提交至少一个学年（九个月）的财务证明。
SDSU 国际招生办公室在审批 SDSU 财务证明表及相关的财物文件后，将签
发 SDSU I-20。访问 sdsu.edu/internationalfees，了解更多信息。

基础学杂费 .............................................................8,136 美元
非居民学费*  ..........................................................11,880 美元
校内住宿和膳食费** ...........................................19,330 美元
健康保险费 .............................................................1,703 美元
书籍费、日用品费、交通费** .........................4,018 美元
总计*** .....................................................................45,067 美元

** 非本地生学费按每个学期 15 个学分计算，每个学分 396 美元。

** 所有从  SDSU 本地招生区域以外的高中毕业的新生都要在校内住两年。请务必登录 

housing.sdsu.edu 查看校内食宿付款时间表。

入学费用备注：CSU 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学生的费用。当公共资金不足时，已发布的付款
时间表或学生帐户中列出的费用将会增加。因此，CSU 保留增加或修改任何所列费用的权
利，即使已收取或支付初始费用。在特定学期或季度开始之前，除强制性系统费用外的所
有列出费用都可能发生变化，恕不另行通知。CSU 列出的所有费用都应视为经董事会、校
长批准的预估值（视情况而定），可能发生变化。强制性系统费用的变化将遵循《工薪家
庭学生学费透明度和问责法案》（《教育法典》第 66028-66028.6 条）的规定。



第 14 名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创
业能力在全美公立大学中排名第
十四。

1.406 亿美元 
2020-21 年获得 1.406 亿美元拨款，
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持续研究
事业。

交通
SDSU 转运中心连接着校园与巴士和有轨电车路线，这些路线服务于整个圣迭
戈地区，包括机场、火车站、海滩、购物中心、圣迭戈市区和当地各大景点。

住宿
住在校内能让你更轻松适应大学生活。宿舍能为你提供强大的住宿帮助，还
能让你有机会建立亲密的友谊。所有来自 SDSU 本地招生区域以外的留学新
生，前两年必须住在校内。费用将存在差异，具体取决于住宿类型和所选餐
饮计划。访问 housing.sdsu.edu，了解住校生活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选择 SDSU？ 
学生和学生的成功是我们所有工作的核心。我们将鼓励学生充分参与教育实
践，如校园内外的本科生研究实验室和实验空间、创业机会、实习和专业指
导，助力学生取得成功。我们的毕业生立足创新、创造知识、心怀世界，为
步入现实社会做好了充分准备。

10,500 名
学生每年通过阿兹特克导师课程，
与提供职业指导的校友和专业人
士沟通。

8,500 名
学生参与利用每年的实习机会。



留学生中心
留学生中心 (ISC) 提供全方位的课程和服务，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跨文化
意识和国际合作能力，助力学生成功。ISC 服务包括留学新生迎新会、导师
计划、移民咨询、每周的国际活动和 SDSU 留学生协会。有关更多信息，请
访问 sdsu.edu/internationalstudents。

学生生活 
SDSU 社区将会支持你、帮助你探索新的兴趣，找到你的热情所在，并助力
你的个人和事业的成功。你可以参与以下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同时体验南
加州的生活方式：

• 阿兹特克之夜：每个学期开学时都会举办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例如音
乐会、电影和嘉年华会。

• 校园音乐会：抽空到校内的别哈斯竞技场或加州海岸信用社露天剧场欣
赏你最爱的乐队演出。

• 米慎湾水上中心：圣迭戈著名的海滩上有着世界最大的水上教学设施之
一，在这里，你可以学习冲浪、驾船和划皮艇。

留学生协会
加入留学生协会 (ISA) 是丰富你在 SDSU 的经历和结交新朋友的好机会。

学生组织
在 SDSU 有超过 300 个学生组织，一定能轻松找到你感兴趣的组织。

体育运动和娱乐
SDSU 学生可凭有效的 SDSU RedID 卡免费参加所有阿兹特克主场常规赛季体
育赛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观看阿兹特克同胞在我们国家级的队伍中的
精彩表现，体验随着比赛跌宕起伏的心情。在 SDSU，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在
阿兹特克娱乐中心 (ARC) 接受和运动员一样的训练。ARC 是一座 80,000 平方
英尺的健身场所，提供运动课程、校内体育活动和攀岩墙。

大学之路
我们的大学之路课程将借助 SDSU 全球校园帮助你提升能力，以便在圣迭戈
州立大学或其他院校的学位课程中取得成功。

本科之路课程 
SDSU 的本科之路课程 (UPP) 确保学生在成功完成 UPP 学习后能开始 SDSU 
的学位课程。加入 UPP 课程后，你便能在入学前开始获得 SDSU 学位的学分。
UPP 课程将 SDSU 学分课程与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一对一的学术指导
以及沉浸式学术与文化体验相结合。我们专业的 SDSU·UPP 团队将帮助学生
顺利开启在美国和 SDSU 的学生生活。

如果你想在注册任何 SDSU 学分课程之前专注于提高你的学术英语能力，
我们邀请你申请我们的学术英语课程 (EAP)。符合条件的留学生可以收到 
SDSU 的有条件录取，免考托福/雅思，且无需参加任何 SDSU 学分课程。

访问 sdsu.edu/upp，了解更多信息。



联系我们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5500 Campanile Drive 
San Diego, CA  92182-7455 
U.S.A.

网址：sdsu.edu/intladmissions
电子邮件：intladmission@sdsu.edu

线上沟通  
在办公室时间与我们线上沟通或参与线上活动

会见招生顾问   
admissions.sdsu.edu/contact/international

线上访问   
sdsu.edu/virtualvisits  

线上参观 
sdsu.edu/virtualtour

入学服务，2021 年 8 月

@SDSUAdmissions

@SanDiegoStateUniversity

QQ: 1057078426

微信号：SDSU_Intladmission

索取信息  

在 sdsu.edu/stayconnected 注册，
获取关于圣迭戈州立大学和入学流
程的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