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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

1975 年成立的海外留學生專責輔導單位
條件式入學 /先修資格與英語語言課程

學生感言

Nawaf Alhaqbani
大學部條件式入學生，2016 
SJSU 工業與系統工程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理學學士 (BS) 
課程班
國籍：沙烏地阿拉伯
在 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的協助下，我不僅學會了

英文，還有批判性思考和公開演說等深具價值的技能。如果有第二次機會， 
我一定還是會選擇前往 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學習，
因為不僅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也讓我有萬全的準備迎向大學生活。

Reine Dominique Ntone
研究條件式入學生，2017 
SJSU 航空工程 (Aerospace Engineering) 理學碩士 (MS) 課程班
國籍： 喀麥隆
我透過申請條件式入學展開我在航空工程的理學碩士之路。諮詢顧問給了我

研究所和工作經驗相關的寶貴建議。

Jinke Du
大學部條件式入學生，2017 
SJSU 商業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理學士 (BS) 課程班
國籍： 中國
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的工作人員給了我最大的協

助。我是條件式入學的學生，有很多事項要注意，而且要準備很多文件。 
沒有條件式入學顧問的協助，要自己完成申請程序一定會非常麻煩。

sjsu.edu/igate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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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獲得條件式入學資格並不保證一定能取得學位課程入學資格。獲得條件式入學資格的學生必須
達到最低的 TOEFL or IELTS 測驗分數才具備向加州州立大學提出學位課程之申請資格。

有關詳細資訊，請至：sjsu.edu/igateways/programs/conditional-admission

有問題嗎？請寄發電子郵件至 international-conditional-admission@sjsu.edu

英語語言課程
聖荷西州立大學的 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讓您在矽谷的心臟地位學習英語。我們
來協助完成的學業和個人目標！

Academic and Test Preparation 課程 開始日期 學費 *

提升您的英語並完備在美國大學順利修業必要的
學術能力

•    初等至高等總共分 8 的能力等級

•    具備高等能力之學生可在 SJSU 正規課程班級以
兼修生身分修課

•    免費參加定期舉辦並且幾乎所有 SJSU 學位課程
都承認正式 TOEFL 測驗

•    提供轉學至地方社區學院的 TOEFL 免試證明

1 月
3 月
6 月
8 月
10 月

實際開始日期 
請參閱我們的網站。

9 週：$3,590 美元 *
17 週：$5,790 美元 *

預估之 17 週生活 
費用：$9,560

學生支援服務
  我們的新生輔導專案提供您了解美國大學課堂內的上課實況、SJSU 學生資源與校園

生活。

  International Gateway 的多語言人員和專業顧問協助您完成日後的修課學習計畫。

  參加會話社團、假日慶典、在地導覽和運動等多項每週固定舉辦的精彩活動，和其
他學生打成一片。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協助您篩選學校宿舍、國際學舍、寄宿家庭或鄰近公寓等，解決
您住的問題。

 享有免費乘車優惠證，讓您細探矽谷。

* 價格與費用變動恕不事先通知。

條件式入學 /先修資格
International Gateways 國際學生輔導中心永遠把學生放在第一位。我們的經驗豐富和藹的工作人員會
協助您提升英語能力，完成學業目標。

什麼是條件式入學 /先修資格？
條件式入學 / 先修資格方案是一種針對沒有達到直接申請 TOEFL/ IELTS 分數的海外留學生所設計的入學
前評估服務。透過申請條件式入學 / 先修資格方案，海外留學生可以證明自己有在日後在 SJSU 修業的能
力資格。

條件式入學 /先修資格的優點？

1

如果您符合了條件式入學 / 
先修資格的標準，即可免去 

WES 審查

2

條件式入學 / 先修資格的學生在
向 SJSU 申請學位課程時，不需

要再重複繳交學力證明文件

3

凡報名 Academic and Test 
Preparation 課程的條件式入學
/ 先修資格的學生，可以針對幾
乎所有 SJSU 學位課程都承認的

紙本 TOEFL 測驗進行準備， 
並且參加測驗

條件式入學步驟

CONDITIONAL ADMISSION/ELIGIBLITY FLOWCHART 

STEP - 3 

STEP- 4 

STEP - 5 
Apply to SJSU degree program 
with help of IG advisor 

Receive required TOEFL 
or IELTS score 

Study in the Academic and 
Test Preparation Program 

STEP -1 
Apply for Conditional 
Admission to SJSU 

STEP - 2 
Academic records evaluated 
by SJSU Admissions 

For any questions about conditional admission, send us an email at: 
international-conditional-admssion@sjsu.edu 

在 International 
Gateway 專業顧問的
協助下申請 SJSU 學
位課程

申請 SJSU 條件式
入學

繳納 SJSU 審查所需的學業
成績

在 Academic and  
Test Preparation 課程修業

收到入學基本規定的 
TOEFL
或 IELTS 成績

步驟 5

步驟 4

步驟 3

步驟 2

步驟 1

馬上前往 sjsu.edu/igateways/apply 申請
有問題嗎？請寄發電子郵件至 igateways@sj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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