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莫斯大学

一所具有

国际视野

的海滨大学

我们的校园,

你的家̥

历史与变革
在新旧交融的蒙莫斯获得独特的体验̥
您将在美丽而又充满历史气息的校园
学习里生活, 感受到传统的历史与崭新
的教学楼和先进的技术之间的交融̥

欢迎
关注蒙莫斯

微信

充满活力的地理位置
学校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您提供了两个
不同的环境选择̥ 不但在五分钟之内即
可触及大西洋, 而且仅需一小时就能到

来到蒙莫斯和美国

达纽约和费城, 蒙莫斯大学成为一个最
佳的学习和生活所在̥ 您既可以在安静
的海边小镇里学习, 并探索当地周边的

情况简报

在蒙莫斯, 每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来到校园组成
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学生群体

学生来自30多个国家

充满友爱和支持的环境、彰显活力的海滨世界、位于纽约和费城之间的绝佳地理位置, 这

平均21名学生的小班教学

些都能让我们的国际学生感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 并通过实践学习也感受到教育氛围对学
@monmouthu

习生活的影响̥ 除了严格的课堂教学, 我们强大的公司合作网络和校友网络激励学生去在

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13

小店和餐馆, 也可以选择去享受大都市
生活的魅力̥

方便的住宿安排
作为国际学生, 您可以享受来自学校办
公室的专门帮助而找到适宜的住处̥ 研

实习和全职工作中获取宝贵的职场经验̥我们希望您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 体验一次真正的

究生可以选择校外在步行距离之内的

人生变革之旅!

公寓、独宅或由学校资助的住房̥ 本科
学生可以选择校内宿舍居住̥

monmouthuniversity

在蒙莫斯, 你会发现世界充满机会
充满活力的海岸线地理位置

monmouthuniversity

位于纽约与费城之间

纽约
(1小时车程/86公里)

monmouthu

蒙莫斯大学

monmouth.edu

费城
(1.5小时车程/133公里)

就业机会

情况简报
96%的蒙莫斯毕业生在毕业一
年后或继续学习深造, 或进入职场,
或抓住个人发展机会获得成功̥

职业
公司联系网络
彭博 Bloomberg
创新艺人经纪公司 (CAA）
德勤
迪士尼
强生
摩根大通
辉瑞
普华永道
史密森尼学会
白宫
联合利华
联合国
威讯 Verizon
华纳兄弟
富国银行

在蒙莫斯, 我们渴望成为你实现个人及职业目标的
助力

美国工作经验
你可以利用 OPT 学生签证获得美国工作

作为国际学生, 你可以有机会利用我们的

作为蒙莫斯的学生, 你可以获得就业帮助以及使用我们的公司联系网络̥ 课堂上, 小班教学

经验, 在蒙莫斯你可以获得独特的机会接触

公司联系网络和各大知名公司建立自己的

模式可以让你直接接触到知名教授并获得一对一的教学帮助, 校外实习和实践经历更会帮

到学校的公司联系网络, 包括多家国际知名

职联系网络̥ 往返于纽约和费城之间, 我们

助你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公司̥ 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广阔的公司联

优越的地理位置会为你带来大量的工作就

系网络, 提供纽约以及新泽西的 OPT 工作

业机会̥ 您无论是选择就只于小型的初创

和教授一起解决问题, 培养获得成功必备的批判性思维和能力̥ 我们的课程将会帮助你成

机会给我们的毕业生̥ 上百家公司每个学

公司, 还是选择就职于知名的国际大公司,

为行业顶尖人才̥

期都会来到我们的校园开展招聘活动̥ 我

蒙莫斯的联系网络都会助您打开一扇新的

YIXIONG HUANG, 中国

们的毕业生目前任职于摩根大通, 辉瑞, 普

大门̥

软件工程硕士

华永道, 联合利华等知名公司̥

更多: monmouth.edu/intlcareers

情况简报
70+世界500强企业
坐落于纽约和新泽西

＊OPT 学生签证提供给国际学生在毕业后
留在美国工作最多12个月的机会̥ 学习科
学技术与工程学科 (STEM) 的学生将会获
得最多36个月的工作机会̥

正是通过在蒙莫斯大学的学习, 我才能
够获得海康威视 (Hikvision) 这家优秀
跨国公司的暑期实习机会̥ 而作为项
目经理, 在与美国本土以及其他国家同
事一起工作的过程中, 我积累了很多经
验, 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 这让我对即
将到来的求职和毕业后 OPT 工作十
分乐观̥

学生支持服务

支持与帮助
发掘你的

潜能

助你获得

成功

• 就业服务

我们提供多种支持来帮助所有学生取得学业和个
人成功̥
从你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 你就会得到来自国际教育办公室的个性化的协助, 帮助你融入美
国和蒙莫斯的生活̥ 同时, 国际学生服务办公室和学生成功中心会提供各种服务来帮助你
获得学业和就业成功̥
国际教育办公室会为你的签证申请提供帮助, 并协助你安排住宿, 学习使用校园设施, 以及
参与国际学生活动, 俱乐部和组织̥

• 学业咨询
• 学生服务
• 学习服务以及社区服务
• 家教和写作服务
• 还有更多!

更多: monmouth.edu/international

在你到达学院之前, 你将会被邀请参加一个特别的专为国际学生开设的开学讲座, 讲座将会
提供重要信息和新生交流机会, 目的是为了帮助你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当体验过所有的
校园服务后, 你会感受到蒙莫斯大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所有的学生和教职工都会与你热
情交流, 分享你的成功和激情̥

签证申请支援服务
我们也会提供签证申请协助服务̥ 蒙莫斯作为NAFSA组织的荣誉成员, 我们的国际教育办
公室能够获得最新的国际学生签证等移民条例变更信息̥

在蒙莫斯, 学校的小班教学模式让我获
益良多, 助我成为了社区的活跃分子,
建立了能为我未来职业发展提供帮助
的教职工关系网̥ 在我作为研究助手期
间, 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并获得宝贵的科
研实践经历, 其中这个关系网带给了我
莫大的助力̥
HAIYAN LIU, 中国
MBA金融方向硕士

荣誉和认证
每个我遇到的人都非常友善, 很感谢我
能获得体验美国生活的机会̥

本科教育
蒙莫斯的本科教育结合了课堂教育和实际实践,
并包括了实习经历, 科研项目和社区服务机会̥ 在我们整个互帮互助的学习环境中, 你会

情况简报

全球25个最美校园“之一
- Buzzfeed.com

本科专业设置
• 人类学

• 健康研究

• 美术: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摄影

立你的个人职业网络和享受校园生活期间, 你也会有机会培养基础的职业技能̥

• 历史

• 生物学: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分子细胞生理学

• 历史和政治科学
• 国土安全

五年本研连读项目

•商
 业管理: 包括会计, 经济, 经济与金融, 金融
与地产, 国际商务, 管理和决策科学, 市场营销,
营销管理和决策科学, 地产方向

在蒙莫斯, 你会有特别的机会在五年时间内完成你的本科学位和研究生学位, 设置合理的

• 化学：可选的专业方向有高级化学或生物化学

课程计划将会为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做好准备, 解决现实工作的问题̥

• 临床实验科学: 医药实验科学方向

获得相关的技能和实践训练, 从而帮助你在就业中获得成功, 为未来的机会做准备̥ 在建

99%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补助
32个本科专业设置

BEST
BEST
BEST

•传
 媒：传播研究，公共关系/新闻学，或媒体
研究和制作
• 计算机科学

更多: monmouth.edu/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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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司法
•教
 育: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高中, 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育, 残疾人特殊教育
• 英语: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创意写作
•艺
 术 (BFA): 设计和动画, 包括动画, 或者图像
和交互设计方向
•外
 语: 包括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和传媒／新闻
学, 西班牙语和传媒／广播和电视等方向
•健
 康和体育：专攻健身与健康方向，公共卫
生方向
• 健康研究：专攻运动科学和健康科学方向

• 海洋和环境生物学和政策
• 数学: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统计
• 医药实验科学
• 音乐: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音乐产业
• 护理学 (BSN) (直接录取项目, 仅限大一新生)
•护
 理学 (RN to BSN) (仅限有RN证书的转学
生)
•政
 治科学: 可选的专业方向有国际关系或者法
律研究
• 心理学

五年本硕连读项目
• 商业管理
• 传媒
• 计算机科学
• 刑事司法
• 教育 (部分项目)
• 英语
• 历史
• 社会工作
• 软件工程

预科项目咨询

• 社会工作

• 牙医预科

• 社会学

• 法律预科

• 软件工程

• 医药预科

• 西班牙语和国际商务

• 兽医预科

权威认证

我鼓励学生们都去参加蒙莫斯大学的
学生助理项目从而获得科研经验, 并为
自己创造一个继续进行博士深造的选
择, 学生们对这个项目都很感兴趣̥
PARTH NILESH KADAKIA, 印度
研究生软件工程硕士

社会工作学院

AACSB 认证
MBA 项目

研究生学费资助

研究生教育
蒙莫斯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个性化的经历,

为实现你的

职业理想而设计̥ 小班教学模式令学生获得更多的教职工的关注和关心, 使学生获得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更深层次的学习体验̥ 你会有机会和同学和知名教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增强自己
的人脉关系网络和建立终生受益的人脉联系̥ 加入我们强大的校友公司人际网络, 你将会得到
宝贵的学习经历和相关行业经验̥

研究生助理计划
在蒙莫斯, 加入研究生助理计划是一个为校园社区作贡献的绝佳途径, 同时获得的收入可以
填补部分学费̥ 研究生助理在校园内可担当多种角色, 包括指导, 鼓励和帮助本科生和同学,
为研究学者提供协助̥ 对教学感兴趣的学生可申请研究生助教, 在教室里向教授提供指导
性支持̥ 同样, 对科研感兴趣的学生可申请研究生科研助理, 帮助教授进行科研项目̥

更多: monmouth.edu/internationalcost

奖学金
超过70%的研究生获得了奖学金̥ 奖
学金的获得是根据专业, 本科绩点以
及每学期修的学分数量来决定̥

一个蒙莫斯大学学位是对你自己的投资, 同时也会让你受益终生̥ 我们很自豪
地向我们的学生提供各种可能的资源和资助̥ 国际学生都将会在录取过程中自
动被考虑是否能获得奖学金资助̥
浏览 monmouth.edu/internationalcost 获取你感兴趣的课程学费信息

研究生项目包括:
LEON HESS 商学院
商业管理 (MBA):
可选择的专业方向有会计, 金融, 管理, 市场营
销和地产
证书课程: 会计

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 (MS):
可选的方向有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和智能信息系
统, 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
信息系统 (MS):
方向有管理或者技术
软件工程 (MS):
可选择高级论文或非论文方向

WAYNE D.MCMURRAY人文和社会
科学学院
成瘾研究 (MA)
人类学(MA)
犯罪心理健康咨询(MS)
传媒(MA)

犯罪司法(MA):
可选方向有国土安全和领导力
英语 (MA):
方向有创意写作, 文学, 修辞与写作;
历史 (MA):
可选的方向有欧洲史, 美国史和世界史

社会工作学院
社会工作 (MSW):
方向有国际和社区发展, 家庭和儿童医疗实践

教育学院
教学 (MAT); 教育领导力研究生项目; 教育博士
(EdD); 教育辅导研究生项目; 读写; 英语作为第
二语言教育 (ESL); 早教; 教育研究生(MEd); 言
语治疗 (MSEd)

MARJORIE K. UNTERBERGS 护理和
健康研究学院
护理博士 (DNP); 护理 (MSN); 医生助理 (MS)

还提供有其他的特殊专
业方向和证书课程

申请录取

立即申请!
正在考虑申请蒙莫斯?
我们的录取团队可以为您的申请过程提供详尽的帮助̥ 您可以使用下面这个步骤概览来确认您的申请进程, 以确保您已经提供所有的必
需的文件̥ 我们期待收到您的申请!

完成
网上申请

1 2 3 45
提交
必要的测试成绩

上传
支持性文件

联系我们的录取团队!
MONMOUTH.EDU/INTERNATIONAL
本科录取 － admission@monmouth.edu
研究生录取 － gradadm@monmouth.edu
+1-732-571-3456

完成
F1 签证文件

收到
录取结果

蒙莫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