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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兰兹
一所位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文理大学， 
始建于 1907 年



学生选择为何选择
雷德兰兹大学？

来自全美各州及全球各地的学生均不远万里来到雷德兰兹大学

求学。其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在雷德兰兹，学生将在由致力于

教学的教授、小规模的课堂和积极活跃的学生组成的真正社区

内生活和学习。我们将传统文理科教育与亲身体验教学融合在

一起，打造优质教学模式，为当今世界及未来提供最有效的教

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被顶尖研究生院录取以及毕业后

能够开始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的原因。

前 15%  
最佳大学、 
本科学位  

Payscale.com

《普林斯顿评论》
将本校评为

384 所顶尖学
院之一

根据 
《美国新闻及 
世界报道》， 

该校在西部大学 
中排名  

第11  



广阔的校园内建筑风格多样，兼具希腊、西班牙与现代加利福尼亚
当地的独特神韵，数百棵棕榈树点缀其间，不时可见红瓦屋顶。自
校园内向外眺望，即可见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座最高山，其海拔超
过 3352 米。雷德兰兹市人口为 7 万人，大学距洛杉矶、南加利

福尼亚州的知名海滩及奢华度假村均仅需一小时车程。

雷德兰兹大学 
位于何处？

在美国大学入学指南中 
(Fiske Guide to Colleges)， 

本校被评为 
“高等教育 顶级奥秘之一” 

根据 
《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报道，
该校校友收入 

远超预期水平， 
在四年制学院内排名 

前 7%

过去 11 年以来， 
该校共有 24 
位学生获得 

富布莱特奖 

本校坐落于南加利福尼亚
州雷德兰兹市，占地面积达 
65 公顷 雷德兰兹

加
利
福
尼
亚

中国北京 
10102公里/13小时

印度新德里
12888公里/17小时

英国伦敦
8772公里/11小时

澳大利亚悉尼
12060公里/16小時

巴西圣保罗
9909公里/12小时

洛杉矶



参与其中

从参与模拟法庭到进入国际广播站工作，无
论您的兴趣为何，您都能在雷德兰兹找到与
您志趣相投之人。 
校内共有超过 120 个俱乐部与组织，以及 21 
个隶属全国大学体育学会 III 部的运动队，
您绝不会感到无聊乏味。校园之外也有新鲜
活动，供您探索——群山内、沙滩上、沙漠
中——我们将为您提供丰富的户外项目。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student-affairs

沉浸其中

本校为居住型社区，也就是说，本校内绝大
多数学生都居住在校园内。我们的每一幢住
宿楼均各有不同——从单人间、双人间到套
房、公寓，甚至是生活-学习型社区，应有尽
有——让每位学生均感到宾至如归。本校以
为学生提供安全且热情的校园环境为首要宗
旨。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student-affairs/
residence-life-housing

我们采用 4-4-1 日历，即在
经过两个长达四个月的传统
学期后可在为期一月的五月
学期内选择在校内或校外进
行体验学习。 
您可充分参与校园课堂，如
艺术化学、棒球、商务及美

国生活。您亦可前往希腊学习考古学，或前往
帕劳钻研海洋生物学或自然历史。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mayterm

随心学习……

Connor Licharz ’20 
德国波恩 
音乐教育学士、 
环境学理学士

“ 雷德兰兹大学不只是为学生授
课。每个人都是多元且有趣的
社区中的一部分，这也让学习
更佳趣味无穷。”

什么是 
五月 
学期？

89%的本校教师在
自身专业领域中拥

有最高学位

教师 

13:1
学生与教师比率

169



Nancy Ye ’16 
主修国际商务与会计双学位，辅修数学 
出国留学：牛津大学，英国 
来自：北京，中国
SEC Financial Reporting Analyst at Hercules Capital, Inc.

“ 为何选择雷德兰兹大学？……小规模课堂使学
生可与教授进行更多互动、参与高质量的商务
项目并在更为友好的环境中学习生活……”

Amazon • Apple • Boeing • Burberry • Delta Airlines • Disney 
Esri • FedEx • Google • J.P. Morgan Chase • KPMG • LinkedIn 
Microsoft • Pepsi Co. • Red Bull • Tesla • Under Armour 
UNESCO • Wells Fargo

美国大学•波士顿大学•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 杜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大学 
杜兰大学•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 
俄勒冈大学•范德堡大学法学院•耶鲁大学

加拿大 • 智利 中国 • 哥伦比亚 • 丹麦 • 埃塞俄比亚 
德国 • 印度 • 意大利 • 日本 • 墨西哥 • 缅甸 • 挪威 
阿曼 • 菲律宾 • 南非 • 泰国 • 阿联酋 • 以及更多

全球体验 

在雷德兰兹大学，我们在课堂内为学生提供丰
富的全球内容、问题及视角。无论您是在学习
如国际关系或全球业务等跨国专业，抑或是在
钻研如英语或宗教研究等人文学科，我们都会
为您提供全球化的学习社区。我们最为热门的
项目之一是萨尔茨堡（奥地利）学期，超过 
3000 名学生报名参与了这一项目。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
globalopportunities

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

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英文缩写 OISS）的
宗旨是让您在雷德兰兹大学获得充实且成果丰
硕的学习体验。所提供服务包括长达一周的国
际迎新活动、跨文化适应及签证问题协助、接
机与全年内开展的特殊项目。学生可以加入雷
德兰兹国际学生协会（Redlands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英文缩写 RISA）。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oiss

学有所成

雷德兰兹毕业生前往何处学习深造？

雷德兰兹的学生来自哪里?

雷德兰兹毕业生在何处就业？



要求的英语水平成绩

若英语是您的母语，您须提交 SAT 或 ACT 成绩。若英语不是您的母语，您可以通过
以下任一方式满足英语水平要求：

  iBT 80 分 / 笔考 TOEFL 550 分

  IELTS 6.5 分

  3.9 iTEP

  SAT 循证阅读与写作 550 分 

  ACT 英语和阅读部分 21 分

  在美国地区认证的学院完成 1 项高校等级英语写作课程，成绩在 C 以上 
（仅要求国际转学申请人提供）

有条件入学 

若英语水平不符合要求，学生可以取得有条件入学。雷德兰兹大学很荣幸与加利福尼
亚州蒙特里的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合作，共同提供强化英语课程。在学生顺
利完成英语课程后，即可转入雷德兰兹大学开始学士学位课程。

如欲了解关于明德学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miis.edu

您准备好进行申请了吗？
申请要求
  常规申请，包括提交个人作文并回答雷德兰兹大学问题 

(www.commonapp.org)
  申请费用为 50 美元
  由所有高级中学及曾就学大学向雷德兰兹大学出具的正式成绩单

      一年级申请人： 请提交正式成绩单和 
正式译文（如果非英语授课）

     转学： 如在美国境外完成大学课程学习，则需提供一份正式的 
IERF 或 WES 评估

  两份推荐信，一份来自高校顾问（或其他学校官员），另一份来
自能够证明您的学术能力的教师

  英语语言能力证明。学生必须证明其英语水平足以在雷德兰兹大
学入学（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须提供） 

   SAT 或 ACT（母语为英语的国际学生须提供）

   财务证明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redlands.edu/international

2,400
44
45

我们的平均班级人数是

90% 的课程中学生人数少
于 30 人

18   22至

本校一年级学生 
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种语言 
超过

位学生来自

个州及

个不同的 
国家

30



Maria Paula Cevallos Crespo ’20 
音乐表现：声乐教育 
来自：厄瓜多尔基多

“ 在雷德兰兹大学，我不仅能够
生活在关系紧密的社区，更获
得了个性化教育。 
我甚至知道音乐项目中每位参
与者的名字。”

申请期限费用（2019-20）

学费和杂费 51,130 美元

房间 10,828 美元 
（双人入住）

登记 3,842 美元 
（标准餐计划）

书籍和生活用品（预估） 1,970 美元

医疗保险 1,819 美元
 

每年总费用 69,589 美元

奖学金和助学金：

国际学生可申请高达 30,000 美元的优秀奖学
金，还可根据需求获得一定的经济援助。

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则可申请优秀奖学金及按
需提供的经济援助，并由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 
英文缩写 FAFSA）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具备相应
资格。

AP 及 IB 学分

雷德兰兹大学接受以大学课程（Advanced 
Placement，英文缩写 AP）及国际大学预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英文缩写 IB）测
试学分兑换大学学分。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发
送电子邮件至 intladmissions@redlands.edu 或致
电 +1-909-748-8074，与国际招生部联络。

秋季学期

提前申请：  

11 月 15 日

提前录取：  

11 月 15 日

正常录取： 

1 月 15 日

优先转学： 

3 月 1 日

可用名额基础：  

1 月 15 日后

春季学期

截止日期：  

11 月 1 日

的国际学生 
皆获得奖学金

26,000 美元
平均 

奖学金
和财务援助 

专为国际学生设立

100%

超过100个
以上

目的地的国际
留学生计划。



创意写作

法律预科

法语

妇女、性别与性研究

德语

工程学 3-2

公共政策

工商管理

工作室艺术

沟通科学与障碍

管理

国际关系

国际商务

化学

环境化学辅修

环境研究

环境学

计算机科学

健康、医药与社会

教育 4+1

认证/硕士

经济学

金融经济学

剧院商务

剧院艺术

空间研究辅修

会计

拉丁美洲研究

历史

媒体与视觉文化研究

人类与动物研究辅修

社会学与人类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学

数学

体育辅修

文学和写作

文学研究

物理学

西班牙语

心理学

亚洲研究

艺术史辅修

医学预科/前健康

英语：

音乐

约翰斯顿综合研究中心

哲学

政治学

宗教研究

种族与民族研究

有疑问吗？请联系我们：

国际招生部

1200 East Colton Avenue 
P.O.Box 3080 

Redlands, CA 92373-0999

intladmissions@redlands.edu 
+1 (909) 748-8074

https://www.redlands.edu

facebook.com/universityofredlands 

twitter.com/UofRedlands

instagram.com/redlandsadmissions

weibo.com/uofredlands

自建校以来， 
始终享有卓越声誉

1907 本科学位项目超 40 个， 
分别由文理学院、音乐学院及约翰斯顿综合研究中心  
(Johnston Center for Integrative Studies) 提供

学术课程

加入我们的社交网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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