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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大学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y) 是一所注重品质、控制
规模的特色大学，位于一座充满机遇的多元化大都市。在
北美大学，每名学生都会受到个性化的关注，并有众多社
交活动可供选择。我们的学生组织体现了全美乃至全球最
具多元化的融合。我们的教师普遍获得了所在领域的博
士学位，有着丰富的专业经验，资质有保证。
北美大学是一所私立、非营利的全服务型学院，有的
放矢地提供三个学科的学士学位课程。我们位于得克
萨斯州斯塔福德市，在休斯顿西南部。北美大学为学
生提供了专注的学习环境，在这里的每个学生都会
受到重视，并获得成长的机会。
作为一家致力于培养全球文化适应能力的高等
院校，北美大学为我们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提供了
独特的教育体验，我们定制的学习程序专门针
对全球文化适应能力对学生进行培养，打造全
球化专业人士。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工商管理系
四年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并让他们具备当今商业环境下职业经理人最需要的责任
心。我们的毕业生熟悉商业世界的法律框架和与技术改进有
关的信息，并为从全球角度改变的商业环境做好了充分准备

学位的聚焦点
工商管理学科把重点放在商业专业化的领域：

•
•
•

金融
管理
国际商业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系
计算机科学是一门迅速演变的学科，直接或间接
地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影响
许多其他学科，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科学、工程、
教育和商业。鉴于这一事实，北美大学的计算机
科学系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基础教育，注重学生的
学术成绩，打造教育的卓越品质，为学生在行业
内、学术界和政府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计算机科学的聚焦点
计算机科学本科生通过聚焦以下领域可以达
成他们的职业目标：

•
•

计算机网络
软件工程

Depart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跨学科教育系
教育系提供的课程旨在协助学生学习和发展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才能，以成为教育领域优秀的教师、领袖
和倡导者。每个项目都由教育背景深厚、精通技术的教
师引领，在实施紧张的学习计划中，他们监督和促成每
个学生的进步。

教育学科的聚焦点
该项目为学生在教育跨学科研究领域提供理学学士学
位，有三个聚焦点：

•
•
•

数学
英语语言艺术/阅读
小学教育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强化英语课程
针对出于学术和专业目的希望达到熟练英语水平
的非母语者。作为海湾语言学校 (Gulf Language
School) 的 IEP 学生，您将在一个充满激励的学术
环境中提高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海湾语
言学校的使命是为那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提
供优质的英语教学。
海湾语言学校的强化英语课程提供多样化的课
程，并使用最新的 ESL 教学技术。我们的项目
中分6级熟练程度，从基础到高级不等.

GULF

Accredited by

language
s c h o o l

The Gulf Language School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is accredited by the
Commission o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ccreditation (CEA) for the period
December 2014 through December 2018 and agrees to uphold the CEA
Standards for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s and Institutitions. CEA is recognized
by the U.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as a national accrediating agency for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accrediation, please contact CEA, 801 North Fairfax Street, Suite 402A,
Alexandria, VA 22314, 703.665-3400, www.cea-accredit.org.

Student life
学生生活

北美大学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学生生活！我
们有许多校园俱乐部和服务社团，以帮助学
生实现学术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健康平衡

Dorms 宿舍
大学生活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住处是其中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校园位于休斯敦的
优越位置，可以在轻松到校上课的同时，保
持积极的社会生活。在我们的校园内，目前
有2层学生宿舍，男生在5楼，女生在6楼。随
着校园的发展，我们正在校园内筹划并建设
一所新的学生设施，其中将有额外的宿舍、
自助餐厅和礼堂。

Dining 就餐
校园就餐设施为学生提供健康的
早餐、午餐和晚餐。北美大学的餐饮
服务部门精心设计了一份用餐计划，
保证能满足您的个人需求。鉴于您需
要考虑的问题已经很多：课程、体育
活动、俱乐部、社区服务等，我们的
目标是，在餐饮方面让您放心，让您
随时能吃到可口的食物。

Student Services 学生服务
学生服务专业人员支持并满足
学生的学术、社交和个人需求，以
便他们在学院享受卓有成效的日常
生活。

Welcome
				 to		
Houston
					
休斯顿
财富500强企业

是美国第四大城市，是美国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这里以世界能源之都著称于世，有

26家

500强企业

，是全美

第二多的城市，并且它还是全球最大的医疗
中心 — 这些使休斯顿为北美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无

尽的机遇，可以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进行实习
或实地体验。休斯顿还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经
济体，北美大学在休斯顿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HOW TO APPLY
如何申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在线申请，www.na.edu/admissions
完成申请所需的文件
护照复印件：您的护照和签证的个人信息页的复印件
(如果有的话）。
官方学术证书和考试分数：高中文凭或成绩单，
SAT / ACT、托福或雅思成绩。
资金来源证明文件：提交银行对账单、
余额证明或保荐书或三者的任意组合。
美国国内转学：提交大学的官方成绩单，您当前 I-20 的
复印件，以及新学校的学生顾问表单 Student Advisor Form
的签字复印件。
可选的个人陈述和推荐信 推荐信，成绩证明，证书等。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国际学生奖学金信息*
总统奖学金 (Presidential Scholarship) $7,000
标准：SAT 1500 或 34 ACT 或 VALECT 或由学生提供材料并由奖学
金委员会批准的表率性成就，如 IMO 奖章获得者或其他卓越成就
受托人奖学金 (Trustee Scholarship) $6,000
标准：SAT 1300 或 29 ACT 或 SALECT 或由学生提供材料并由奖
学金委员会批准的杰出成绩，如 ISWEEP 金奖/国家级考试中前
1%，或有 3.50 CTGPA 和 60 学分的国际转学生
院长奖学金 (Deans Scholarships) $5,000
标准：SAT 1100 或 24 ACT 或 U.S. HS GPA 3.4 或由学生提供
材料的骄人成绩，如 ISWEEP 银奖/铜奖获得者/国家级考试
中前 5%，或有 3.0 CTGPA 和 40 学分的国际转学生
骏马奖学金 (Stallion Scholarship) $4,000
标准：SAT 1000 或 21 ACT 或 U.S. HS GPA 3.2 或由学生提
供材料的值得关注的成绩，如 ISWEEP 参与奖/国家级考
试中前10%，或有 2.50 CTGPA 和 30 学分的国际转学生
德克萨斯奖学金 (texan Scholarship): $2,000
标准：SAT 900 或 18 ACT 或 U.S. HS GPA 3.0 或由学生
提供材料的可识别的成绩，如国家级考试中前 25%/
赞赏证书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或有 2.00
CTGPA 和10 学分的国际转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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