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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 - 河瀑分校, 美国

30
minutes from
Minneapolis/
St. Paul

15,209
residents in the
city of River Falls

HISTORY 历史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UWRF)成立于1874年，是世界闻名的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具有威望的13个分校成员之一。
大学的使命是帮助培养学生具有生产力，创造力，道德的公民和具有敏锐的全球视觉的领袖。

CAMPUS LOCATION 校园

位于质朴的美丽的圣克洛伊河谷，UWRF校园占地303亩，主校区盖有106栋大楼。从明尼阿波利斯的双子城－圣保罗
(MSP)只需要30分钟。直接或一站航班连接亚洲和MSP。UWRF设有11栋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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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150
students per class
on average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within
the student body

US$2,000US$4,000 Named a “Best Regional University”
scholarship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ent clubs and
organizations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amed a “Best Midwestern College”
by The Princeton Review

Named a “Best Public University”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UWRF商务和经济学院(CBE)已由AACSB认证。目前全球只有少于5%的商学院得到了这认可。为了
认证，AACSB要求CBE满足严格的条件，包括管理系统，需达到一个充满活力和有相关的使命，高
水平的严格教学标准，教师奖学金，学生和教师之间有意义的互动。
由于雇主寻找具有AACSB认证的商务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从UWRF CBE毕业的学生将占有一定优
势。

CREDIT TRANSFER 学分转移

每年有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在新加坡完成本科第一或第二年后再转去美国直接读学士学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与SSTC学院建立了学分转移协议。该协议允许学生在SSTC完成商业和人文学(ADCLA)高
级大专课程后转移学分到UWFR的工商管理课程学士学位，并基于以下条件:
•
•
•
•

总平均级别点 GPA 不少于2.0
初级商务核心课程 －总平均级别点GPA 不少于2.5
英语能力：托福 TOFFL IBT 78 ，雅思 IELTS 6.0，TOEIC 730 必须入学两年前获得。报读本科学生可先选择报读
UWRF英语课程ELT以取代托福TOFFL的要求
申请美国F-1学生签证。

如要学分转移到其他UWRF专业或学位，UWRF将对申请个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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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人文学高级大专课程

SSTC 学院颁发

商业和人文学 (ADCLA)高级大专课程包括 19 个理论单元,共计 60 个
学分。 UWRF 2 年的课程，学生在 SSTC 学院只需 18 个月就可完成一
半的学士学位课 程。
一旦完成 ADCLA 课程， 所取得的学分可全部转移到 UWRF 的工商管
理课程 学士学位。该 ADCLA 课程还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及独立
思维能力的学者， 并让学生在适当的学习环境中掌握高等教育所需的
基本研究和写作技巧。

AIMS 目标

1. 通过严格的课程学习和跨学科来培养学生发展。
2. 通过数学，科学， 语言， 历史， 艺术， 文学， 心理学和业务研
究去教导学生重要的思维技能。
3. 将学生放在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以备他们伸展到 UWRF 完成最后
的两年 学位课程。

PROGRAM STRUCTURE 课程结构

每个学期学生须报读 4 至 6 个单元。全职学生每周需上 15 个小时的
指导学习。

MODE OF DELIVERY 教程方式

面对面讲座， 教程， 小组讨论和项目。

ASSESSMENT/EXAMINATIONS 评估/考试
书面作业， 课堂演示， 撰写项目和考试。

ATTENDANCE CRITERIA 出勤准则

所有学生都必须符合至少 75% 的出勤率。而学生证持有者则必须保持
至少 90% 的出勤率以 满足移民局的要求。

ENTRY REQUIREMENTS 入学要求
•
•
•
•

报读者必须具备至少 17 岁或以上的年龄资格。
或 2 个及 格 GCE ‘A’ 水准学分； 或 12 年教育同等学历； 或
Pearson BTEC 3 级商业文凭， 或其他等效预科课程。
雅思 5.5/托福 61 或同等英语水平。不符合此要求者必须在课程开
始 前报读额外英语课程。
其他同等资格将会个案考虑。

DURATION 课程时间
18 个月全职课程
36 个月兼职课程

SUBJECTS 科目

财务会计 - 初级
管理会计 - 初级
微观经济学 - 初级
宏观经济学 - 初级
商业与经济统计学
企业微积分学
心理学原理
修辞学和大学写作
大学写作与公民参与
艺术鉴赏
世界文学
艺术历史 I
大学物理学 I
环境生物学
人力资源发展
东亚前现代历史
微积分学 I
定量推理
市场营销原理 或 应用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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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红色表示的课程单元是初级商务核心科目。

INTAKES 开学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毕业要求

学生需要通过所有 19 个课程单元 (60 学时)。
如要学分转移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 河瀑分校，学生必须符合学分转
移部分所 列的要求。

一月、 五月、 九月
(请在开学至少 4 周前报名)

TEACHER TO STUDENT RATIO 师生比例
1 : 30

PROGRAM FEES 课程费用

SSTC 学院有一个温馨的环境和家庭式的
氛围。 即使不是一所大学院，可是 SSTC
学院提供.的 都是拔尖课程。
SSTC 学院与世界各地的大学设有高标准
的合 作关系。课堂氛围非常适合学习，
学生对教 师的比例也相当低,这意味着我
们有许多与 讲师的互动机会。

Pham Thu Ha

课程费 				
医药保险费			
手续费				
考试费				
课程资料费			

FPS				

报名费*				
消费税(GST)			
总共				

S$
S$
S$
S$
S$
S$
S$
S$
S$

20,030.00
200.00
600.00
1,000.00
1,900.00
296.63
500.00
1,716.86
26,243.49

*不可退款
註:
费用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来自越南的 2014 ADCLA 毕业生
SSTC Institute - Advanced Diploma in Commerce and Liberal Arts © 2018 CHN v1.3

获取威斯康星大学 - 河瀑分校的学士学位途径
在 SSTC， 我们提供最佳的升学途径来实现学生的教育目标，这也是最
快和最具价格竞争力的途径之一。它帮助学生获得备受青睐的 AACSB
认证的美国大学商业和经济学商业学士学位。
我们不仅使学生在 SSTC 学院的学习旅程取得成功，而且也会不停的寻
找其他学习途径使学生继续他们的学习旅途。UWRF 途径便是一个好例
子。

16 NCAA Division III varsity sports available

工商管理
理学学士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 河瀑分校读 2 年

é
Small class size allows for individual attention

商业和人文学高级大专课程

é

在 新加坡 SSTC 学院读
1 年半(全职)或 3 年 (兼职)

é

é

GCE ‘A’ 水准
4

在新加坡 SSTC 学院
读 10 或 24 个月

Pearson BTEC Level 3

级商业文凭

Jesse H Ames Suites - pod-style residence hall

在 新加坡 SSTC 学院读
1 年半(全职)或 3 年 (兼职)

é

12 年教育
同等学历

é
GCE ‘O’水准
在新加坡 SSTC 学院
读 16 或 24 个月

*学生必须符合个别课程或阶段的入学要求

关于学术途径或报名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网站 www.sstc.edu.sg
或 致电 +65 62355685.

University Center

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一览表
费用

国际学生

学费

美金15,510

*宿舍和餐费

美金6,545

医药保险

美金1,498

小计

美金23,553

**国际学生奖学金制度

第一年可减免美金2,000/第二年至第4年可减免美金4,000

总计

第一年美金21,553/第二年至第四年每年美金19,553

*提供2人间，一周19餐
**国际学生有奖学金制度。学生可在本科第一年可减免费用美金2000；第二年至第4年可被减免高达美金4000.此
奖学金制度不实用于英语课程。
备注：在学术第一年，学生需自己预算额外的费用，除了房租，餐饮以及学费；根据目前我们国际学生的额外支
出费用在每年美金4000左右。

Bird’s eye view of the UWRF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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