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入学招生

创新即传统

艺术中心

Mason现况

• GeorgeMason大学成立于1972年，位于
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
区只有14英里。
• Mason有32000多名学生在200多个本科和研究所课程
注册就读，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公立大学。
• Mason有美国最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学生来自所全
美国50州及超过125个国家。

大学的吉祥物爱国者

• 许多财富500强公司、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距离校园
仅几分钟，提供无与伦比的工作及实习机会。
• 学生运动员参加全美大学运动联盟第一级的22项男
子和女子运动比赛，及各种各样的俱乐部队打、大
学代表队和校内比赛。

• 学生可以选择参加200个不同学生经营的俱乐部组
织领导的不同教育、文化和社交活动。

国际舞蹈庆祝周

• 按时提交适当文件的新生保证可入住最先进宿舍的
校园住房。
• Mason的优秀师资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
主和富布赖特、麦克阿瑟、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
艺术基金会和人文补助全国奖励基金众多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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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誉和排名
• 2011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一直将George Mason大学
列为值得关注的前五名大学之一。
• Mason被上海交通大学列为北美和拉丁美洲前100大
学和世界前200名大学。
• 普林斯顿评论 持续将Mason列名为美国最多样化的
大学之一，以及高等教育最佳价值的大学之一。
• 管理学院的商学系和会计学系同时得到国际商学院
促进协会（AACSB）认可，而全球只有不到10％的
商学院获此殊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本校列名
所有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认证商学院的前15％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新的研究生课
程全国排名
#17
#40
#45
#51
#59
#63
#64
#71
#79

犯罪学
法学院
公共事务
政治科学
经济学
计算机科学
历史
临床心理学
护理

• 傅基瑙工程学院是在美国的第一家将焦点放在信息
技术而非传统工程科学的学院，也是第一所提供信
息技术博士课程的学院。
•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Mason法学院是有史
以来进入全美前50大精选法学院的最年轻的法学
院。”

学生参观史密森学会所属的国家自然
历史博物馆

奥巴马总统多次前来Mason的访问之一

Mason国际学生
Mason一直排名为全美最多样化的学校之一。将近2000名来自超过125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以此为家，我们提
供各式各样的课程和服务，可帮助达成你的学术和专业目标。

国际课程和服务办公室

大学就业服务

oips.gmu.edu
国际课程和服务办公室（OIPS）支持Mason国际学
生，提供入境事务、学术政策、文化适应，和许多
其他问题的谘询。国际课程和服务办公室每学期为
国际学生举行导引课程、组织郊游、安排每两周一
次的工作坊，并赞助Mason非常受欢迎的国际周传
统。

careers.gmu.edu
Mason位于大都市的精华位置，加上我们大学就业服
务处的专业知识，将为你在全球就业市场提供竞争
优势。就业服务提供Mason学生个别的就业辅导、履
历评论、面试准备，及包括面试、Mason招聘会、及
访问雇主工作场所等各种机会，与雇主建立关系，
以获得工作和实习职位。

英语语言学院

住屋

eli.gmu.edu
在梅森的英语语言学院（ELI）提供从初学到最高阶
五个级别的高质量教学。招生办公室与英语语言学
院紧密合作，以确保成绩合格的申请人得到他们需
要英语教学，以取得成功。在英语语言学院注册就
读的学生如学业成绩合格，即可获得大学入学的途
径。

housing.gmu.edu
近7000名学生称现代化、技术先进的Mason宿舍为
家，我们的校园社区还在不断成长。校园住宿为学
生在课堂隔壁提供了一个安全和方便的地点。

全新的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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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2011–12
会计 理学学士
广告*
人类学 文学士
应用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
应用科学 应用科学理学士
艺术和视觉技术 文学士、艺术学士
艺术史 文学士
艺术治疗*
艺术和文化*
艺术管理*
辅助式生活*
天文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运动训练 理学学士
生物工程 理学学士
生物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广播（广播、电视）*
化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儿童和家庭研究*
中国研究 文学士
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 理学学士
传播学 文学士
社区卫生 理学学士
计算和数据科学 理学学士
计算机工程 理学学士
电脑游戏设计 艺术学士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
冲突分析
和解决 文学士、理学学士
自然环境保护研究*
犯罪学、法律与社会 理学学士
舞蹈 文学士、艺术学士
地球科学 理学学士
经济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教育*
电气工程 理学学士
英语 文学士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学士
环境科学 理学学士
运动科学*
电影及录像研究 文学士
财经 理学学士
外语 文学士
法医学 理学学士（未定）
法语*
地理 文学士、理学学士
地质 文学士
全球事务 文学士

黄昏鸟瞰Mason校园

全球环境变化 理学学士
政府和国际政治 文学士
卫生管理 理学学士
健康、健身和休闲资源 理学学士
健康提升*
保健系统管理*
历史 文学士
个别化学习 个别化学习学士
信息与社会*
信息系统和运作管理 理学学士
信息技术 理学学士
综合研究 文学士、理学学士
国际事务*
伊斯兰研究*
日本研究*
新闻学*
拉丁美洲研究 文学士
领导力研究*
法律研究*
生命科学*
管理 理学学士
市场营销 理学学士
数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媒体研究*
医疗技术 理学学士
音乐 文学士、音乐学士
神经科学 理学学士
护理 护理理学士
运筹学*
组织管理*
公园和户外娱乐*
哲学 文学士
体育 中等教育学士
物理 理学学士
政治学*
心理学 文学士、理学学士
公共管理 理学学士
公众和社区参与*
公共关系*
宗教研究 文学士
俄罗斯和欧亚研究 文学士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学士
社会学 文学士
西班牙语*
运动管理*
可持续发展研究*

系统工程 理学学士
教师执照
戏剧学 文学士、艺术学士
康乐治疗*
旅游和活动管理 理学学士
专业预备教育研究
牙医预科
神学预科
法律预科
医学预科
药剂学预科
教师预科
兽医学预科
结合本科/快捷硕士课程学位
人类学 文学士/文学硕士
生物学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化学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计算机工程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经济学 理学学士/文学硕士或文学士/文学硕士
电气工程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英语 文学士/文学硕士
全球事务 文学士/文学硕士
政府和国际政治 文学士/文学硕士
历史 文学士/文学硕士
安全和保证信息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信息系统 理学硕士/理学学士
信息技术 理学学士或信息系统学士/电讯 理学
硕士
数学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运筹学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哲学 文学士/文学硕士
物理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心理学 文学士/文学硕士 or 理学学士/文学硕士
公共管理 理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
社会学 文学士/文学硕士
软件工程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统计科学研究所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系统工程 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戏剧系 文学士/艺术管理 文学硕士

*以集中选读的方式在现有专业主修中提供

申请Mason/本科
申请：所有申请人在必须至招生网站admissions.gmu.
edu/applynow提交网上申请，并支付不予退费的所需
申请费。
学术记录：大一申请人须提交他们中学成绩单的正式
正本和毕业证书，或任何大学入学考试的正式结果。
转学申请人应提交每一所中学后就读教育机构的正式
成绩单，以及NACES(www.naces.org) 认可的认证评估
机构提出的各科课程评估。非英文文件必须经过认证
英文翻译。
考试成绩： 没有SAT或ACT考试成绩的国际学生或可
通过任选考试成绩入学计划获得入学考虑。这个计划
允许高素质的学生在没有SAT或ACT成绩的情况下获
得评估。欲了解更多信息可至 admissions.gmu.edu/
freshmen/ScoreOptional.asp。 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绩优
奖学金的考虑，你必须提交具有竞争力的SAT或ACT
成绩。此外，如果你是一大新生或转学生，在下列课
程之一的大学学分少于30个，必须提交合格的SAT或
ACT分数： 生物工程、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计
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工程和系统工程。
英语语言能力
以下测验之一可满足Mason的要求：
基于互联网的托福考试	正式入学至少需88分
有条件入学至少需68分
托福纸本考试	正式入学至少需570分
有条件入学至少需520分
雅思学术考试	正式入学至少需6.5分
有条件入学至少需5.0分
SAT考试批判性阅读
部分

正式入学至少需450分

皮尔逊学术测试

英语最低59分

大一学生可通过我们的ACCESS课程获得有条件入学。ACCESS
是专为学业合格但需要额外英语语言能力协助的本科国际学
生所设计。ACCESS让新生改善自己的学术英语语言技能，同
时全日制进修学术课业，以攻读他们的学士学位。
财力证明：如果你正在申请F - 1或J - 1签证，你必须提交一份
财务支持声明及财力证明。
2011-12学年的估计费用
（9个月）*
学费和杂费

本科
26,924美元

生活费

12,630美元

所需医疗保险

1,600美元

估计总费用

41,154美元

*上列学费和生活费用为估计，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动。
拥有F - 1和J - 1签证的学生必须在秋季和春季学期全日制注
册，但不需在夏季注册。 以上估计是基于9个月学习的最
低注册需要（春季和秋季），不包括夏季学费或生活费
用。

转学申请人： 先前注册就读任何一所大学级别课
程，但尚未完成学士学位的学生，应以转学生身份
申请Mason。转学申请人应提交每一所中学后就读教
育机构的正式成绩单，以及NACES(www.naces.org) 认
可的认证评估机构提出的各科课程评估。非英文文
件必须经过认证英文翻译。转学申请人必须就以上
列出测验之一提交合格的分数，或在美国国内区域
认可的学院或大学完成英语作文I和II的课程，每科
並获得C以上的成绩，以符合Mason的英语语言能力
要求。
如需有关的详细信息 ACCESS课程，请至 admissions.
gmu.edu/access。
欲申请入学，请至admissions.gmu.edu 并点击“立即申
请”。
欲了解更多有关信息，请寄电子邮件至world@gmu.
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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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研究所和专业学位课程
会计 理学硕士
司法行政（公共管理）
成人执业护理师（护理）
成人/老年学执业护士（护理）
高级临床护理（护理）
教学与学习高级研究课程（课程与教学）
人类学 文学硕士
应用与工程物理学 理学硕士
应用发展心理学（心理学）
应用信息技术 理学硕士
艺术和视觉技术 艺术硕士
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硕士
艺术史 文学硕士
艺术管理 文学硕士
辅助式生活/年长者住屋管理
（保健系统管理）
生物防御 博士、理学硕士
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 理学硕士、博士
生物信息学管理 理学硕士
生物学 理学硕士
生物医学科学 理学硕士
生物心理学（心理学）
生物科学 博士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硕士
化学 理学硕士
化学和生物化学 博士
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工程 博士、理学硕士
气候动力学 博士
临床护士组长（护理）
临床心理学（心理学）
传播学 文学硕士、博士
社区学院教育 文学博士
社区学院教学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计算科学 理学硕士
计算科学和信息 博士
计算社会科学 博士
计算机工程 理学硕士
计算机取证 理学硕士
计算机科学 理学硕士、博士
冲突分析和解决 博士、理学硕士
心理咨询及发展 基础教学法硕士
创意写作 艺术硕士
犯罪学、法律与社会 文学硕士、博士
文化研究 博士
舞蹈 艺术硕士
幼儿教育 幼儿园至小学三年级
（课程与教学）
幼年早期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
地球系统和地球信息科学 博士
地球系统科学 理学硕士
经济学 文学硕士、博士
教育学 博士
教育领导 基础教学法硕士
教育心理学 理学硕士
电气和计算机工程 博士
电气工程 理学硕士
小学教育 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
（课程与教学）
紧急情况管理和国土安全（公共管理）
英语 文学硕士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与教学）
环境科学与政策 理学硕士
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 博士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理学硕士
主管经理工商管理硕士
行政管理（保健系统管理）

运动、健身和健康提升 理学硕士
家庭执业护士（护理）
民俗学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外语或拉丁语 幼儿园至高中（课程与教学）
外语 文学硕士
法医学 理学硕士
法语（外语）
地理和制图学 理学硕士
地理信息和地理空间情报 理学硕士
土木技术、建筑和结构
工程硕士
全球事务 文学硕士
全球卫生 理学硕士
平面设计 文学硕士
卫生和医疗政策 理学硕士
医疗保健和隐私（保健系统管理）
健康信息学 理学硕士*
卫生信息系统（卫生系统管理）
卫生政策分析（卫生系统管理）
卫生系统管理 理学硕士
高等教育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历史 文学硕士、博士
装饰艺术历史 文学硕士
人性因素/应用认知（心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管理）
个别化学习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工业组织心理学（心理学）
信息安全和保证 理学硕士
信息系统 理学硕士
信息技术工程师，博士
教学技术（课程与教学）
知识产权 法学硕士
国际商业和政策 文学硕士
国际教育—Fast Train ESOL
（课程与教学）
国际教育—Fast Train幼儿园至小学六年级
（课程与教学）
国际管理（公共管理）
法律法学博士
法律和经济学法学硕士
法律和公共政策 法学博士/公共政策硕士
语言学 博士
文学（英文）
安全信息系统管理 理学硕士
数学专家领导（教育领导力）
数学 理学硕士、博士
数学教育领导力（教育领导力）
多语种/多元文化教育（课程与教学）
音乐 音乐硕士、音乐艺术博士
音乐教育 音乐硕士、博士
神经科学 博士
新专业研究 文学硕士
非营利事业管理（公共管理）
护士教育家（护理）
护理 护理学硕士、护理学硕士/工商管理硕
士、博士
护理管理（护理）
护理实践，护理实践博士
运筹学 理学硕士
组织发展和知识管理 理学硕士
和平运作 理学硕士
哲学 文学硕士
哲学与文化理论（哲学）
物理 博士
政策研究（公共管理）
政治科学 文学硕士、博士

专业道德（哲学）
专业写作与修辞（英文）
心理学 文学硕士、博士
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硕士
公共和非营利组织财务（公共管理）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硕士
公共管理（公共行政）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硕士、博士
房地产开发 理学硕士
康复治疗科学 博士
宗教、文化和价值观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风险管理和病人安全（卫生系统管理）
学校辅导 幼儿园至高中 基础教学法硕士
（心理咨询与发展）
学校心理学（心理学）
科学教育领导力（教育领导力）
6年级至12年级中学教育（课程与教学）
转职者6年级至12年级中学教育
（课程与教学）
年长者住屋管理 理学硕士
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硕士
社会学 文学硕士、博士
软件工程 理学硕士
西班牙语学（外语）
西班牙语和法语（外语）
西班牙/双语/多元文化教育 文学硕士
特殊教育 基础教学法硕士
体育和休闲研究 理学硕士
州和当地政府（公共管理）
统计科学 理学硕士、博士
系统工程学 理学硕士
系统工程学与运筹学 博士
写作和文学教学（英语）
科技管理 理学硕士
电讯 理学硕士
第三党治理（公共管理）
交通运输政策、运作和后勤 文学硕士
基于视频的制片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妇女与性别研究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动物园和水族馆领导 跨学科研究文学硕士

申请Mason/研究所
入学要求的最新信息，以及个别课程的最后期限都可
以在admissions.gmu.edu/grad网页找到。
申请：所有的研究所申请者必须在admissions.gmu.edu/
applynow提交网上申请，并支付不得退费的所需申请
费。请访问admissions.gmu.edu/grad，以了解我们研究
生课程的最新信息、申请方式、最后期限和申请要
求。
学业记录：以信封密封的两份正式的大学成绩单，应
从所有本科和研究所级别的就读学校直接发送到适当
的学术单位。此外，所有非英语的文凭、证书和成绩
单必需有正式的英文翻译。不同的学术课程有不同累
计平均成绩的最低要求。
考试成绩：你的学术课程可能需要正式的
GRE、GMAT、LSAT、MAT或其他标准化考试成绩。
所有考试成绩都必须直接从测验机构发送到Mason。
补充文件： 你的课程可能会需要推荐信、部门申请表
格、作品集或面谈等其他规定的材料。
英语语言能力
达到以下任何考试的要求得分，都可能符合Mason的
规定。
基于互联网的托福考试	最低88分，每个子部分20分
纸本托福考试

最低 570分

雅思考试

最低 6.5分

皮尔逊学术英语考试

最低 59分

请务必向你的学术课程查证测验最低分数的要求。某
些课程可能会有较高的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欲了解更全面的要求，请访问 admissions.gmu.edu/
grad。
财务核查： 如果你正在申请F - 1或J - 1签证，你必须
提交一份财务支持声明及财力证明。

2011-12学年估计费用（9个月）*
学费和杂费

研究所
20,065美元

生活费

16,140美元

所需医疗保险

1,600美元

估计总费用

37,805美元

*上列学费和生活费为估计，随时都可能出现变动。拥有F
- 1和J - 1签证的学生必须在秋季和春季学期全日制注册，但
不需在夏季注册。以上估计是基于9个月学习的最低注册需
要（春季和秋季），不包括夏季学费或生活费。请注意，
某些研究所课程学费更高，包括公共政策和工商管理硕士
学院的课程，因此将造成更高的总费用。

研究所招生联系方式
申请件是由个别学术课程审核，所有文件应直接邮寄
给你所申请的课程。
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 (CEHD)
703-993-2010 • cehdgrad@gmu.edu • cehd.gmu.edu
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CHSS)
703-993-3699 • chssgrad@gmu.edu • chss.gmu.edu
傅基瑙工程学院
703-993-1512 • itegadm@gmu.edu • volgenau.gmu.edu
卫生与人类服务学院 (CHHS)
703-993-1736 • chhsgrad@gmu.edu • chhs.gmu.edu
理学院 (COS)
703-993-9532 • cosgrad@gmu.edu • cos.gmu.edu
法学院 (SOL)
703-993-8010 • lawadmit@gmu.edu • law.gmu.edu
管理学院 (SOM)
703-993-2136 • somgrad@gmu.edu • som.gmu.edu
公共政策学院 (SPP)
703-993-8099 • spp@gmu.edu • policy.gmu.edu
视觉及表演艺术学院 (CVPA)
703-993-1158 • cvpagrad@gmu.edu • cvpa.gmu.edu
冲突分析和解决学院 (SCAR)
703-993-3655 • icarinfo@gmu.edu • icar.gmu.edu
克拉斯诺高级研究研究院
703-993-9298 • cssgrad@gmu.edu • krasnow.gmu.edu

校园三大健身中心之一的水上运动和健身中
心，设有有两个室内游泳池
和设备齐全的多楼层健身房

校园星巴克

约翰逊中心

Mason日庆祝活动

校园招聘会

其他入学途径
George Mason大学不断增长的国际社区最新加入的成员是深具开创性的国际学生访问中心（CISA）。国际学
生访问中心为国际学生的需求提供资源和支持代言，为新生和研究所的国际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课程
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经验。这些课程为提出申请时可能不符合一般录取要求的学生提供入学的替代途径。

ACCESS课程（本科）
admissions.gmu.edu/access
ACCESS 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课程，为符合学业资格但
英语语言能力需要额外协助的国际学生所设计。
ACCESS让新生改善自己的学术英语语言技能，同时
全日制进修学术课业，以攻读他们的学士学
位。ACCESS学生被Mason有条件地接受入学，在第
一年同时接受Mason学科教师和英语语言学院教师授
课，并获得额外的英语语言支持的学习期间，可修
读高达27个学分。

BRIDGE研究所学位强化班
admissions.gmu.edu/bridge
BRIDGE研究所学位强化班 (BRIDGE-DET) 提供拥有
三年学士学位的学生为期一年的预科学习定制课程，
结合一般教育研究、研究生过渡期准备、英语写作
发展，和研究生课程需要的课业。作为BRIDGE-DET
的学生，你将获得28个学分，包括攻读Mason硕士学
位的6个学分。成功完成课程后，你将获得Mason研
究生学习准备证书，并将全日制攻读你的研究生学
习课程。

导支持。作为一个 BRIDGE-EET学生，你将可获得21
至24个学分，并有修读Mason研究所学位至多10个学
分的弹性。成功完成课程后，你可继续全日制攻读你
的研究生课程。
有关最后期限、申请程序及入学要求的详细信息，请
访问适当的课程网站：
欲了解有关ACCESS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dmissions.gmu.edu/access。
欲了解有关 BRIDGE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dmissions.gmu.edu/bridge。
请联系国际学生访问中心
cisa@gmu.edu。

BRIDGE研究生英语强化班
admissions.gmu.edu/bridge
BRIDGE英语强化班(BRIDGE-EET)为需要额外的英语
语言支持的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以符
合一般入学要求。BRIDGE-EET是一个定制的学习课
程，焦点在于研究生学习准备、英语写作和人际沟
通技巧强化、研究所课程所需的课业，以及语言辅

Mason学生参观
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肖像画廊。

在线申请 admissions.gmu.edu

联系我们
招生办公室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4400 University Drive, MS 3A4
Fairfax, VA 22030
U.S.A.
电话： 703-993-2400
传真： 703-993-4622
电子邮件： world@gmu.edu

admissions.gmu.edu
与学校同名的校
园雕像乔治梅森

梅森池塘上的年度校园烟花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