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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秋季本科生入学要求 

2015 年 10 月 1 日到 2016 年 3 月 31 日接受申请  

 

本科生录取要求 

● 在 www.csumentor.edu 提交录取申请。选择”Apply Online” (网上申请)，然

后”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圣何塞州立大学），再选

择”International Admission Applications” (国际学生录取申请) 

● 缴交$55 美元申请费（直接在网上使用信用卡） 

● 正式密封的高中成绩单。需提交英文成绩单或者附上专业英文翻译（转学生需要提

交高中和大学成绩单） 

● 银行证明 $35,718 美元 

● 资金证明表格 Declaration of Finance Form  

● 护照身份面复印件  

● 正式托福或雅思 成绩单—托福 iBT 61 (工程专业需 iBT 80 ) 或者雅思 6.0  

● （如果你的语言成绩没有达到要求，请考虑有条件/双录取） 

 

注意：本科大一新生的高中成绩学绩点至少 3.0 GPA；本科转学生的高中成绩学绩点至少

3.0 GPA 且大学成绩学绩点至少 2.0 GPA （这是最低要求，很多专业要求更高 GPA) 
 

提醒:  

✓ 本科招生会优先录取提前申请的申请人。 

✓ 可用支票支付但不建议使用此选项。  

✓ 务必在网上完成 CSU Mentor 申请之后，才把文件寄到圣何塞州立大学。 

✓ 成绩单原件必须用密封的信封封妥，从你的学校直接寄送到圣何塞州立大学。成绩

单必须是英文或者由学校或政府翻译的英文件。 

✓ 我们不接受 PDF 版本的成绩或成绩单 

✓ 我们接受 PDF 版本的银行证明， 护照复印件以及资金证明表格。你可以把这些材

料寄到 sa-adm-wrkflow@sjsu.edu. 

✓ 我们鼓励学生提交 SAT 成绩，但并不硬性规定。 

✓ 本科生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是固定的，例外并不常见。 

✓ 学绩点 GPA 3.0 只是录取基本要求，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被录取。   

✓ 录取信息会公布在学生的 MySJSU 账号上，如果想选择支付优先/快速邮寄

(priority mailing)录取文件，请务必在收到录取信息后 72 小时之内尽快回复。 

✓ 被录取的本科生必须完成 Next Steps （下一步）才可以回应 “Intent to 

Enroll”(入学意愿）, 确认入学时间和其他必须完成的程序。 然后选择新生训练

日期并完成其他规定的步奏。 
 

  

http://www.csumentor.edu/
http://www.sjsu.edu/gape/docs/declaration_of_finance.pdf
http://www.sjsu.edu/global/how-to-apply/conditional-admission/index.html
mailto:sa-adm-wrkflow@sjsu.edu
http://info.sjsu.edu/web-dbgen/narr/admission/rec-7523.7529.13691.html
http://info.sjsu.edu/web-dbgen/narr/admission/rec-7523.7529.13691.html
http://info.sjsu.edu/web-dbgen/narr/admission/rec-7523.7529.13691.html
http://my.sjsu.edu/mysjsu_sign_in/
https://nextsteps.sjsu.edu/nextsteps-production/spring/


For applicants 
transferring an I-20 from 
another campus within 
the U.S. please have 
your current school 

submit the  
Transfer In Form  

Undergraduate Applic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11
Read all materials  

thoroughly and follow  
all directions in your  

MySJSU account

2
Submit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Application”  
on csumentor.edu from  

October 1- April 1
($55 application fee) 3

SJSU will send an 
email to confirm 
we received your 

application

4
SJSU will send one 

more email with your 
SJSU ID one week 

after submitting 
application

8
Your application  
status will change  

when all documents  
are received

9
SJSU evaluators review 

your application for 
eligibility

10
If admitted, you will be mailed your 
admission packet. Be sure that your 
mailing address is accurate in your 

MySJSU account.

6
Check your  MySJSU 
account for important 
messages and “To Do 
List” items each week 

1
Meet the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7
Submit all required  
documents prior to  

the posted deadlines  
on your “To Do List”

5
Set up your MySJSU 
account immediately

102215

M y S J S U

S U B M I T

CO 
Complete

For applicants outside 
the U.S. you must pay 

for Express Mail to track 
delivery of your I-20 and 

other admission materials 
(upon admission, you will 
receive a message about 

Express Mail and will have 
72 hours to sign up)

FALL 2016



 

2016 年秋季研究生入学要求 

从 2015 年 10月 1日开始接受申请 

研究生录取 

● 在 www.csumentor.edu 提交录取申请。选择”Apply Online” (网上申请)，然

后”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圣何塞州立大学）再选择”International 

Admission Applications” (留学生录取申请) 

● 缴交$55 美元申请费（直接在网上使用信用卡） 

● 必须将正式密封的大学英文成绩单或者有专业英文翻译的成绩单提交 WES 做基本

认证。成绩单连同认证结果必须由 WES 发送。详情请看 Graduate Admissions 

（研究生录取） 

● 银行证明 $34,752 美元 

● 资金证明表格 Declaration of Finance Form  

● 护照身份面复印件  

● 正式托福或雅思 成绩单—托福 iBT 80 或者雅思 6.5 （很多专业要求更高语言成

绩）  

● （如果你的语言成绩没有达到要求，请考虑 有条件/双录取） 

● 正式 GRE 或者 GMAT 成绩（视专业而定） 

 

注意：研究生的大学最后两年或最后 60 学分的成绩学绩点必须至少 GPA 2.5 以上 （许

多专业要求更高 GPA，强烈建议 3.0 以上) 
 

提醒:  

✓ 研究生申请会优先录取提前申请的申请人，能否录取由专业系所决定。 

✓ 可用支票支付但不建议使用此选项。  

✓ 务必在网上完成 CSU Mentor 申请之后，才把文件寄到圣何塞州立大学。 

✓ 成绩单原件必须寄到 WES 作基本评估。WES 评估结束之后会将成绩单及评估结果直

接电邮到圣何塞州立大学。    

✓ 我们不接受 PDF 版本的成绩或成绩单 

✓ 我们接受 PDF 版本的银行证明， 护照复印件以及资金证明表格。你可以把这些材

料寄到 sa-adm-wrkflow@sjsu.edu. 

✓ 研究生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是固定的，例外并不常见。 

✓ 每个学生必须达到圣何塞州立大学录取要求，然后他们会送到各个研究生部门来决

定最后录取情况。 

✓ 录取信息会公布在 MySJSU 账号上，强烈推荐学生在收到录取通知后的 72 小时内，

尽快选择支付优先/快速邮寄(priority mailing)录取文件。  

http://www.csumentor.edu/
http://www.sjsu.edu/global/how-to-apply/graduate-admission/index.html#official_transcripts
http://www.sjsu.edu/gape/docs/declaration_of_finance.pdf
http://www.sjsu.edu/global/how-to-apply/conditional-admission/index.html
mailto:sa-adm-wrkflow@sjsu.edu
http://www.sjsu.edu/gape/prospective_students/deadlines/fall_international/
http://www.sjsu.edu/gape/prospective_students/deadlines/fall_international/
http://www.sjsu.edu/gape/prospective_students/deadlines/fall_international/
http://my.sjsu.edu/mysjsu_sign_in/


Graduate Applic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10
If admitted, you will receive a message in 
your MySJSU account with instructions 
on signing up to receive your admission 
packet with I-20 through Express Mail.  

For applicants outside the U.S. you must 
pay for Express Mail to track delivery of 
your I-20 and other admission materials 

(upon admission, you will receive a 
message about Express Mail and  

will have 72 hours  
to sign up)

2
Receive confirmation 

email from SJSU.

3
Receive email with 
SJSU ID one week 

after submitting 
application. 

7
International evaluators 
review your application  
for CSU Eligibility within 

7-10 business days.

8
If you meet minimum CSU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your status will change to  
“RF–Referred to Dept.”  
If you do not meet eligibility,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denied.

9
The department for your major reviews 

your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department-
specific criteria and determines a final 

admission decision. Graduate Admission 
(GAPE) will post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 decision to your MySJSU 
account when it is received from the 

department. The length of time  
for admission review varies by  
department. Questions should  

be directed to your  
program advisor.

5
Check your MySJSU account  

for “To Do List” items.  
Required documents must be 

submitted by stated deadlines or  
your admission will be withdrawn. 

 For coursework outside U.S.  
and Canada, request WES  

document-by-document evaluation. 
Direct questions to  

admissions@sjsu.edu

1
Submi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o  
CSUMentor.

6
Your application  

status will change to  
“CO-Complete”
when all required  
documents are  

received. 

4
Set up your MySJSU account, 
and check for messages and 

document requests.  
All students start with an  

“NC-Incomplete”  
application status.

072415

M y S J S U

S U B M I T

RF 
Referred to Dept

CO 
Complete



有条件/双录取 

圣何塞州立大学的有条件/双录取课程是为学业成绩达到入学要求但还没有达到语言要求

的国际学生而设计的。  

有条件/双录取申请人必须提交他们的申请材料。圣何塞州立大学会在申请人有能力提高

英文水平的前提下，预先评估申请人是否符合正式录取的要求。  如果申请人符合学术要

求，他们将必须到 International Gateways（语言中心）学习为期至少一个学期的英文

课程。学生会一直留在该课程直到他们达到符合要求的托福或雅思成绩。 

学生在达到符合要求的语言成绩后，必须提交圣何塞州立大学正式课程的直录申请。  

请注意有条件/双录取的录取并不保证本校正规班课程的录取。有条件/双录取的学生必
须在达到托福或雅思的语言要求之后，再提交正式的学位课程申请。 

从即日起，MS. in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硕士学位）不再接受有条件/双录取的

学生。 有兴趣申请电脑科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必须通过 CSUMentor 申请直接录取。 

提醒:   

✓ 有条件/双录取是由 International Gateway （语言中心）录取的。申请人需要和

Caroline Ouyang 女士保持联络。如果你需要更多讯息，请发邮件到

caroline.ouyang@sjsu.edu 洽询。  

✓ 有条件/双录取课程全年招收学生，所以学生不需等待特定的申请日期也没有申请

截止日期。 

✓ International Gateways（语言中心）全年开设英语课程，课程时间和圣何塞州立

大学正规班的春秋季学期时间表有所不同。  

✓ International Gateways （语言中心）是隶属 SJSU Tower Foundation 组织下的

独立学术单位，可自行签发录取通知（I-20） ，但所有的课程和办公室都位在圣

何塞州立大学校园内。 

http://www.sjsu.edu/igateways/programs/conditional-admission/
http://www.sjsu.edu/igateways/
mailto:caroline.ouyang@sjsu.edu


更多信息 

 

电脑科学硕士和软件工程硕士之别 

Computer Science （电脑科学） 是校内竞争最激烈的一个硕士专业。这个学位课程每年

只开放不到 100 个名额。电脑科学规定申请人必须有四年制的电脑科学学士学位。其他本

科专业背景的申请人是不会被录取的。请到电脑科学硕士课程常见问题 浏览更多信

息。   

 

我们提供很多受欢迎的工程专业，包括软件工程。软件工程同样竞争非常激烈，但开放的

录取名额却大得多。软件工程专业有相对较多的项目。电脑科学硕士专业在课程最后，规

定学生必须写毕业论文，这对他们将来作研究或者申请博士学位时大有帮助。而另一方面，

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则需要做毕业项目，这对他们将来的职场就业有帮助。 

 

什么样的成绩会让申请工程专业的学生更具竞争力？ 

由于所有工程专业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因此要想让申请更有竞争力，我们建议学生应该具

备至少 GRE 300 分 (3.0 on Analytical Writing 分析写作) 和学绩点 3.0 GPA （70%）

以上的条件。 但即使申请人达到以上学术条件，也无法保证最终一定被录取。录取与

否是由 Graduate Departments （研究生专业系所）来决定。 

 

本科申请限额招生和录取标准指数 

圣何塞州立大学是一所极受欢迎的学校。由于申请学生数量众多，本校在录取学生时条件

审查变得更加严格。竞争激烈意味着学生不会因为达到最低要求就一定被录取，而是需要

通过一个严格的审查过程。有关学生录取的更多信息会在 Impaction for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本科专业限额录取信息）网站上找到。 学生在申请专业时必须深思熟虑，

因为某些专业比其他专业要求更高的录取标准指数。 

 

学生的录取标准指数（eligibility index number）是这样计算的:  (SAT 数学加上写作

分数) + (800 x GPA) = 录取标准指数。 我们不要求国际学生考 SAT 考试。但如果他们

选择不考 SAT，一个预设的 SAT 成绩会自动分派给他们。如果他们考了，且分数高于被自

动分派的 SAT 成绩，这就会拉高他们的录取标准指数。请点击 Freshman Impaction by 

Majors （大一新生专业限额录取），你可以看到各个专业的录取指数要求列表。 

 
目前不对国际学生开放的专业 

● 护理护士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 需要加州教师执照的教师硕士学位 

● 交通管理硕士学位 
 

 

http://www.sjsu.edu/cs/programs/mscs/program-info/
http://www.sjsu.edu/cs/programs/mscs/faq/
http://engineering.sjsu.edu/
https://msse.sjsu.edu/
http://www.sjsu.edu/admissions/impaction/
http://www.sjsu.edu/admissions/impaction/
http://info.sjsu.edu/web-dbgen/narr/static/admission/frosh-f2015impact.html
http://info.sjsu.edu/web-dbgen/narr/static/admission/frosh-f2015impact.html
009034441
Typewritten Text



学生住宿 
大一新生 

圣何塞州立大学规定，假如学生家庭在圣何塞市 30 英哩距离之外，则所有高中毕业被录

取的大一新生必须入住大学宿舍一年（国际学生可视情况申请豁免）。这是交朋友和适应

大学生活很好的一个方式。更多关于如何申请住宿，请浏览 First Time Freshmen 

Housing 网页，学生务必尽快申请，因为宿舍位置有限。申请表格可以在 SJSU Housing 

Portal 找到。 

 

如果你的学生想要和自己的朋友或家人在圣何塞地区居住，请参看 Freshmen Housing 

Requirement 页面和 Waiver Form （住宿豁免申请表） 

 

完成大学一年级，大部分的圣何塞州立大学学生会居住在学校以外和他们会自己安排住宿。 

 

研究生 

大部分的研究生住在学校以外和他们自己安排住宿。很多学生使用 “SJSU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using Search” 脸书网页来联络其他留学生和一起找公寓。

这是一个私人的脸书专页，你需要点击“Join Group” （加入社群）来看到组群里面的

信息。 

 

http://www.housing.sjsu.edu/prospectiveresidents/firsttimefreshmen/
http://www.housing.sjsu.edu/prospectiveresidents/firsttimefreshmen/
https://sjsu.starrezhousing.com/StarRezPortal/Default.aspx?Params=L9ezxPcQnQuRGKTzF%2b4sxeNblvAA%2b26c
https://sjsu.starrezhousing.com/StarRezPortal/Default.aspx?Params=L9ezxPcQnQuRGKTzF%2b4sxeNblvAA%2b26c
https://sjsu.starrezhousing.com/StarRezPortal/Default.aspx?Params=L9ezxPcQnQuRGKTzF%2b4sxeNblvAA%2b26c
http://www.housing.sjsu.edu/housingaz/freshmanoncampushousing/
http://www.housing.sjsu.edu/housingaz/freshmanoncampushousing/
http://www.housing.sjsu.edu/docs/ExemptionForm2015.pdf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0034397204662/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0034397204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