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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美国顶尖大学 
的完美选择

圆你世界名校梦，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我们很高兴能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种新的方式，让

他们进入美国前50强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威斯康星大学13个四年制大

学和13个具有大一、大二年级的学院之一。该系统在美国

公立高等教育制度中最大并且最受关注。

完成前两年的课程之后，你可以选择转入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在那里继续完成后两年的学习，从而成功毕

业。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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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
精英学位
之路

主修学位课程 

托福iBT61：由威斯康星大学 

-狐谷校区授课。

学术发展、课外支持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完成本科学位 

需要GAP达到3.2以上才能进行转校，有

些专业更可会有额外或者更高的要求，比

如工程学。

学年  
1

学年  
2

学年  
3大学一年级

本科一年级和二年级 本科三年级和四年级

大学二年级 大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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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系统

威斯康星大学系统是世界最早的
公立大学系统之一

 · 13个大一大二学院

 · 13个四年制大学

 · 180,000 名在校学生 

威斯康星大学分校

狐谷分校是威斯康星大学13个学院之一。

提供大一、大二期间的基础课程。

保录取转学项目（见第8页）

美国和国际学生都可以转到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或其他校区）。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麦迪逊分校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最具有

声望的分校。（全美排名第44）

学生可以转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其他校区，

或美国其他顶尖高校。

关键点

毕业 !学年 
4

本科三年级和四年级

大学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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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达美国前50名高校

 · 直接从美国前50名的高校毕业。

 · 将从一所顶尖大学毕业。在国内，直接申请

这所学校的大一很难被录取。

5. 全方位学位选项 

 · 更多学位选择。

 · 包括最受欢迎的商业、计算机科学、工程、

法学预科、药学预科、艺术和科学学位。

2. 从第一天开始就和美国学生
一起学习 

 · 从第一天开始就成为学校的一员。

 · 将会和美国学生一起学习学位课程。 

6. 最大化你的潜能 

 ·

 ·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学

生。

3. 一个安全、友好的地方

 · 威斯康星大学狐谷分校，是一个理想学位

的完美起点，校园规模适中。

 · 友好的校园环境和更多的在校支持会让你

受益无穷，不会“无法得到满足”。 

7. 保证学位

 · 两年后你将转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或者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其他分校。

 · 无论以上哪种方式，都将保证你四年内完

成学位（工程学位除外）。

4. 没有 “预备年” — 节省时
间和金钱 

 · 主修课程之前，通常没有预备年，大大节省

了时间和金钱。

  ⽆无忧留留美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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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际学生，在这里你不仅会获得专业学术辅导，

同时也会得到更多的针对性帮助—任何时候，只要你需

要。

项目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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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内专业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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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
保证转学项目

威斯康星大学的狐谷隶属于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你将作

为一名新生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狐谷分校开始第一年的

大学课程，在取得相应学分、分数要求后，优先通过转

校进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或者威斯康星大学系

统的其他分校。



  · 首先成为威斯康星大学狐谷校区的新生。

  · 在威斯康星大学狐谷校区二年级（30学分）之
前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提交意向申请书。

  · 完成转校的最低平均分2.0的要求（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要求3.2）。

  · 从威斯康星大学狐谷分校入学开始到获得最
低要求的学分，你有两年的时间。学位机构会
对提前转学的学生增加额外的学分要求。

  · 你必须申请威斯康星大学的四学年制大学，并
符合相关专业的录取标准（如：GPA，课程要
求等）。 

注:
入学保证仅适用于大学而不适用于具体的专业
或项目。作为保证转学项目的一部分，你只能申
请四年制的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合同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转学合同仅适用于麦
迪逊校区并保证符合以下条件：

GPA: 3.2

一般高中要求: 
 · 代数（高中一年级或同等水平）
 · 平面几何（高中一年级、大学专科或同等水
平）
 · 大学预科数学（高中一年级或大学课程水平）
 · 一门外语（高中两年或大学两个学期的课程水
平）。注意：外语要求精通，如果高中/初中教
学语言不是英语。

威斯康星大学狐谷分校学分
入学后，两拿到54个学术学分。

转学课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几乎所有的学士学位
都要求以下课程，完成这些课程将为你进入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打下坚实的基础。 

 · Communication Part A, Literacy Proficiency 
(3 credits) 

 · Quantitative Reasoning Part A (3 credits, or 3 
credits of Calculus)

 · Quantitative Reasoning Part B (3 credits)  
 · Literature, at least one course (3 credits)
 · Humanities, at least one course (3 credits)
 · Social Studies, at least one course (3 credits)
 · Physical Science, at least one course(3 

credits)
 · Biological Science, at least one course           

(3 credits) 
 · Ethnic Studies, at least one course (3 credits) 
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入学条件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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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US辅导老师会全程帮助选择课程
以全面满 足 转学需求。         每学期，学生需要和威斯康星大 学 狐 谷 分 校  

老师沟通交流至少一次。



狐谷校区：
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直通车



狐谷校区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一部分，为通往威斯康

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途径，为你取得威

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著名的公立大学—威斯康星

大学系统中最具有声望的分校。这所美丽的、历史悠久的

校区占地936英亩，由13个学院组成，被誉为美国的“公

立常春藤”大学之一。

 

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学生和导师均可以参与

世界一流的教育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难题。学校的公共服

务宗旨建立在“威斯康星理念”之上，认为教育应在课堂

之外影响和提高人民的生活。

 

目前，学校共产生过33名普利策奖得主，并产生过很多有

公共影响力的人物，如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前副总裁主席迪克.切尼 (Dick Cheney)
，飞行员查尔斯．林白 (Charles Lindbergh)，自然主义

者约翰.缪尔 (John Muir)，建筑大师赖特(Frank 
LloydWright)等。

8
最具价值公立大学排名  

(基普林格, 2016) 

10
最佳美国学院排名 (福布斯, 2016) 

10
美国最佳公立大学学院排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6) 

28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2016) 

46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2017‘国立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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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纳沙市, 威斯康星州 

一 年级
二 年级

你将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狐谷(Fox Valley)校区完成

前两年的学位课程，狐谷校区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

13个学院中最大的校区。该校区位于默纳沙市，占

地41英亩。



概要

 位置:  默纳沙市， 威斯康星州 

 创建时间:  1933

 学生总数:  1,700

 机构类型:  公立 

 学位级别:  专科/本科

 学生-导师比:  19 : 1

设施

校区内设有艺术传播中心、Aylward展览馆、362座的Perry大
礼堂、Baehman剧院、巴洛天文馆、Weis地球科学博物馆（州

立矿物学博物馆）、艺术和音乐工作室、广播和电视制作室、

现代化的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现场托儿所、订餐服务、远程

教育教室和一个艺术科学联合中心。

2012年启用一个20000平方英尺的新教学楼，该教学楼配置

了机电工程教室。

学校经常在多功能球馆组织校内和校际间的女子篮球、女子排

球，和男子篮球比赛。此外，学生和运动员都可以使用学校的

足球场、训练场地和健身室、多个网球场和学习中心。

校园生活 课程狐谷校区

13



威斯康星大学狐谷校区在校学生1500多名，他们组成了一个充

满活力而又紧密的校园团体。

俱乐部和社团

威斯康星大学狐谷校区具有超过30个不同的俱乐部和社团，

这其中包含体育社团，表演和艺术社团，学术和预科协会，校

园媒体，以及文化和社区团体。

住宿

狐谷校区为学生提供现代化、方便、舒适的公寓式住房。该公

寓位于校园附近，内部设有家具、洗碗机、微波炉、现场洗衣设

施、免费停车场地、游戏室和学习室、有线电视和Wi-Fi等。 

体育活动

狐谷校区是威斯康星联合会（WCC）的成员。无论是球员、项

目记分员、团队管理员，还是粉丝，都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参与

学校的运动项目。校内的体育活动设施和健身中心供所有学

生免费使用。比赛通常在午餐时间进行，在丰富学生生活的同

时又能提供良好的体育锻炼。

文化生活

每学年，威斯康星大学狐谷校区都有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从

音乐会到戏剧，从艺术表演到特别活动，校园里充满了艺术和

表演的文化气息。每年学校都鼓励工作人员、学生和社区参加

各种活动和演出。

校园生活 课程狐谷校区



校园生活 课程狐谷校区

Degree Year 1 and 2 | 大学 1 年级和 2 年级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Fox Valley | 在威斯康星大学狐谷分校
艺术和科学(AAS)专科学位是许多大学专业学士学位的基础。AAS学位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文理学院的学术计划，该计划包含艺术和人文科学、数学和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等。

关键点

 开始日期:  八月, 一月 

八月: 学期 1: 八月至十二月; 

      学期 2: 一月至五月

一月: 学期 1: 一月至五月; 

      学期 2: 八月至十二月 

 课程时长:  4学期

 平均班级规模:  25
 英语要求:   

TOEFL iBT 61* / IELTS 5.5
 学业要求:  

 · 高中毕业

 · GPA: 2.25 以上

 · 最低年龄: 17 
 学习成果: 

 · 获得多个学科较广的知识

 · 对各专业有更好的了解，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AAS学位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中许多专业的基

础，满足大学范围内基础教育的要求，被威斯康

星大学系统及其他机构普遍接受。学生在这里可

以获得艺术和科学学位的副学士学位。

学位要求: 必须完成写作和数学中的核心要求，

以及拿到多个学科的学分。

学科类别及要求如下:

美术与人文

学生必须掌握文学、哲学和文化史学中有代表性

的关于人的思想、信仰和持续发展的知识。必须

掌握艺术对人的想象力和鉴赏力的表达能力，并

懂得艺术对人的生活和性格的影响。

数学和自然科学

学生必须知道物质世界的性质和发展方式。必须

了解科学方法、数字数据的功能，能够通过数学

和统计计算解决问题，以及了解科学方法在实验

室和实验工作中的应用。为此，需要达到一定的

计算机水平。学生也必须了解环境变化和面临的

挑战、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活

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社会科学

学生必须了解人类社会系统的性质和动态，以及

人们如何利用资源组织他们的生活。这样，学生

将学习用自己的和多样化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来看待社会长期变迁的特征和后果，并且充

分了解人类环境的多样化以及国家、地区、民族

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运用和表现

学生必须通过运用技能和对特定问题和活动的

理解来理解概念、理论和知识。

民族学

学生必须意识到问题的多样性和敏感度。满足这

一要求的课程将着重强调美国境内的文化多样

性，并至少从以下方面来审视这些问题：非洲裔

美国人、拉美裔/拉丁裔、亚裔美国人和美洲印第

安人专题。

跨学科学习

学生必须能够应用两个或多个学科的内容、方法

和推理获得任何给定学科多方面的理解。学生将

学习如何从课程中整合知识。如果两个或多个学

科的导师教授同一门课程,那么这门课程是一门

跨学科的研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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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
四年级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位于威斯康星州的首府，

占地936英亩。在这里你将继续后两年的学习，获

得学位，然后毕业。麦迪逊校区是威斯康星大学系

统中面积最大的校区，也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的前100排名国立大学中面积最大的校区。 

 

 麦迪逊市, 威斯康星州 



概要 

 位置:  麦迪逊市，威斯康星州 

 建校时间:  1848 

 学生总数:  43,338

 大学类型:  公立 

 学位级别:  本科/研究生

 学生-导师比:  18 : 1

设施

麦迪逊校区拥有娱乐设施、艺术中心、运动场地和学生支持资

源等多种多样的设施。

艺术场馆包括Chazen博物馆、1973教学展览馆、红星设计

馆、Atrium展览馆、Lofts展览馆，曼德尔鲍姆&艾伯特画廊、

学校教育陈列室、Skylight展览馆和威斯康星联盟剧院等。

校园体育设施有篮球、足球、高尔夫球、冰球、赛艇、足球、游

泳、跳水、网球、田径、摔跤等。大学里还有可以容纳80000人
的体育场。

学院和研究机构

 · 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

 · 威斯康星商学院

 · 教育学院

 · 工程学院

 · 人类生态学院

 · 文学与科学学院

 · 护理学院

 · 药学院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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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市 麦迪逊是威斯康星州的首府。威斯康星州在美国

的中西部，拥有两大湖（密歇根和苏必利尔湖）。



思想超前的人民

麦迪逊是一个进步和开放的地方，欢迎所有文化

和信仰人们，被称为全美最宜居的城市。

著名的大学城

大学学生和教职人员占据麦迪逊超过30%的人

口。根据Best College Reviews, "最佳50美国大

学城"中排名第三。

完美的大小

麦迪逊拥有大城市的文化优势，也可以提供小城

市的安全、友好和方便的氛围。 

繁荣的经济

具有最多受过教育的民众（25岁以上的居民，有

超过50%的拥有学士学位），商务和创业精神普

遍存在，很多商业和企业家聚集在这里，其中包

括谷歌和微软。

美丽的风景

无论你位于中心城区，或四面环湖的草原，麦迪

逊处处都有美丽的风景。在市内和郊区，有200
多英里风景优美的自行车和步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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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2年的学习，你将成为一个和美国本地

学生一样有竞争力的转校申请者。

最大化
你的潜力

512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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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找出你的所有实力和野心 

1. 资质评估

我们将:

 · 找出你的学术优势

 · 讨论你的专业倾向和你最终要拿的学位

 · 评估你转校需要多大程度的语言进步

 · 确定你是否要具有体育或艺术特长

 · 讨论你的目标是一个公立或私立大学

 · 和你一起探讨你想要转学的美国城市

全程评估和监测你的进步

4.定期个人评估

我们将:

 

 

 

 

 

 

 

我们保证你在这里有一段快乐和幸福的经历

5.个人关怀和支持

我们将:

 · 保证你总能从我们的辅导中心获得更多的关照

 · 支持你可能遇到的住宿问题

 · 帮你适应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文化

 · 帮你发展与大学学院及导师紧密的联系

 · 使用科技，确保与你及时和有效的沟通

 

然后我们帮你最大化你的学生资质 

2.丰富个人履历

我们将

 · 和你一起写一份出色的个人陈述

 · 提升你的面试技巧和技能

 · 开发你的领导能力和技巧

 · 建议你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自愿者活动

 · 帮你最大化获取体育和艺术的奖学金机会

 · 和你一起提升你的个人表达和交流能力

我们确保你在学业上不断进步.... 

3.学术指导

我们将:

 · 创建周课程计划、定期测试、研讨会和写作

 · 将科技融入你的学习计划，使你的学习充满活力

 · 为你提供定期的学科和专业选择指导

 · 提升你记笔记、听和说的技巧和技能

 · 保证你能从每周超过10小时的私人指导中获益

 · 提供以发展你的学生资质为目的的研讨会和讲习班

 · 指导你的写作技能，编辑和校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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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案例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我的目标是建立自己的公司，成为CEO。一个CEO必须

具有世界经济的全面知识才能成功地经营和发展公司。

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个全球重点专业。大学丰富的历史和雄厚的校

友基础均会提供明显的好处。”

Gilho Choi , 来自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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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Seo，来自韩国，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录取。

“我的导师（Elaine）在我申请学校以及找到真

正好专业的学校时，给了我很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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