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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界限 学无止境
双料学位起点高：上海纽约大学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由中美一流大学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高等学府，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与纽约校园、阿布扎比校园共同组成
该体系中具有学位授予权的三大校园。学生毕业后将获得中美双学位，共三张证书：即由美国纽约
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以及由上海纽约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毕业后无论是出国深造，
还是国内就业，都可发挥中美两套文凭带来的优势和便利。

学游全球无国界：所有学生将有保障地进行海外学习，在纽约校园、阿布扎比校园及12个海外学习
中心组成的纽约大学全球体系间自由流动。上海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各半，国际学生来
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 

专业发展不设限：学生将在博雅教育核心课程的框架下，充分了解各专业内容与前景，最早可于大
一结束前、最晚于大二结束前自主选定专业。伴随着细致的学业辅导与定制化的学术路径，学生将
深入探索最契合自身学术与职业发展兴趣的专业领域。

　　上纽入学时不分专业，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它给了我充分的
选择空间和体验时间来探索自己的兴趣。

—— 施怡聆 2022届 

　　毕业中学：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本科专业：金融学（商学与金融）、世界史（社会科学）（自主

设计城市研究方向）
　　辅修：公共政策与管理
　　毕业去向：安永中国金融服务咨询团队

“

50

用数字说话

Top 10 
纽约大学的数学、商学、哲
学、神经科学、数据科学、法
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均位列全
球前十，学校综合排名稳定在
世界前30位

近20年来，纽约大学共产生5位诺
贝尔奖得主、5位普利策奖得主、4
位阿贝尔奖得主、7位麦克阿瑟奖
得主，以及29位美国两院院士

师生比将长期保持在
1比8以内，保证小班
化教学优势

1:8  

1,800+ 
在校本科
生人数

70+
学生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数字说话

20
20人以下的小班课程，占全部课程
的四分之三

3+12
纽约大学全球体系的三大门
户校园与12个海外学习中心，
遍布全球五大洲

2
毕业生将获中美两张学位证书



终身受益的特色本科教育
上海纽约大学的本科教育秉承博雅的理念，将通识培养和专业训练的优势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既
有扎实专业基本功，又有很强跨专业知识迁移能力的一专多能人才。学校具有前瞻性的课程体系和
自由、灵活的选课机制，使学生可在扎实的培养基础上，根据个人特长、志趣和能力，自主定制专
业知识与技能模块，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发展路径和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

“　　在人工智能大量运用的时代，人类将更多地投入到那些非标准化的、机器无法完
成的工作当中。要让大学生具备面向未来的长期竞争力，大学教育应当重点培养学生
的五项重要素质：算法思维、思辨能力、创造力、社会感知力、说服力。 

—— 雷蒙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
　　前康奈尔大学校长

因对国际政治怀有浓厚兴趣，一入校，张珺安便选择了世界史（社会科学）专业，并专注于政
治科学方向。虽有明确专业方向，但根据学校通识核心课程设置的要求，张珺安还修读了交互
媒体艺术专业的课程，拓展了他对社科议题的研究视角。他大四的毕业论文关注传播学与政治
学的交叉领域，并同时获得交互媒体艺术教授和政治科学教授的指导。张珺安入选了“第五届
苏世民学者”项目，获得全奖前往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攻读全球事务硕士。毕业后，入选香港
太古集团的全球管理培训生项目，目前在旗下国泰航空的策划部任职。

刚入学时，李慧琳决定主修金融学专业。但大一暑假起的实习经历，让她认识到数学在金融领
域的广泛应用。大二上学期，她修读了两门数学课，并在教授鼓励下转学数学专业。大三这一
年，李慧琳加入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应用数学实验室，跟随教授进行流体力学相关研
究，并获得上海纽约大学本科生科研基金（DURF）支持她在纽约完成项目主体部分。李慧琳
收获了14所全球名校的博士和硕士项目录取通知书，目前正在攻读上海纽约大学与纽约大学文
理研究生院及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联合培养的数学博士项目。

徐瑜在大一下学期确定了金融学专业，但因为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
术领域深感兴趣，还选择了数据科学为第二专业。徐瑜大三时前往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进行
海外学习，利用学院在金融科技方面的领先优势与创新资源继续进行跨学科探索。大四回到上
海，她根据个人学业和发展兴趣制定自己的课表，修读了更高阶的计算机编程、机器学习以及
数学课。毕业后，徐瑜前往瑞银集团（UBS）新加坡办公室工作，目前担任亚太区私募基金
投资组合分析师。

博雅教育核心课程六大模块

2022-2023学年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各模块要求概览

社会和文化
基础模块 写作模块 数学模块 科学模块 算法思维模块 语言模块

《全球视野下的
社会》课程
（4学分）

《人文视角》
课程（4学分）

跨学科视角下的
中国类课程（共

8学分；
2门课）

《探究性写作》
课程

（4学分）

《人文视角》
课程

（4学分）

数学类课程
（4学分）

自然界的实验
发现类课程
（4学分）

科学、技术和
社会类课程
（4学分）

算法思维类课程
（4学分）

《学术英语》
课程

（共8学分；
2个学期）

本科专业及方向 
电子信息工程
 (电子工程)
化学 
经济学 
金融学
（商学与金融、商学与市场营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
神经科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数据科学）
世界史
（全球中国学、综合人文、社会科学）
生物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数学、荣誉数学）
数字媒体技术
（交互媒体艺术、交互媒体与商学）
物理学

上海辅修专业
创意写作
分子和细胞生物学
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
历史学
商学
文学
中文
哲学 

全球辅修专业

澳大利亚文化与社会   
创业与创新
德国文化与社会 
泛非文化与社会
法国文化与社会
可持续发展研究
拉丁美洲文化与社会
欧洲文化与社会
全球城市研究
全球公共卫生研究 
全球化研究 
社会学研究 
时尚研究
摄影研究        
文化研究 
西班牙文化与社会
西非文化与社会  
心理学研究
新闻学
意大利文化与研究
英国文化与社会 
艺术历史研究 
艺术研究
中东文化与社会 
中欧文化与社会
政治学  

法学和医学预科课程
如有志于研究生阶段就读美国法学、医学领域研究生学位项目，可在本科阶段修习上海
纽约大学法学预科、医学预科相关课程。总体而言，美国法学、医学领域研究生项目的
招生对本科主修专业不设限制。

所有学生在入学前无需确定专业，将在核心课程的框架下充分了解专业内容与行业前景，最早可在
大一结束前、最晚在大二结束前自主确定专业方向。专业选择确定不存在席位竞争，真正零限制，
专业课程开课零门槛。学生完全根据自身兴趣及发展愿景，运用双专业或辅修专业的组合，个性化
定制个人学术路径。

专业选择不受限制 充分探索学业兴趣

（海外学习期间在当地可选修）

2022届中国毕业生
修读第二专业或辅
修专业70%



师承名家 教学相长
上海纽约大学按照纽约大学师资聘用标准面向全球招聘，已建成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引进的教师100%具有在国际一流高校执教或研究工作经验。师生比保持在1:8之内，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

办学至今，先后有26位各国院士级的世界学术领军人在校全时任职，为本科生直接授课。一流的师
资和极致的小班化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最优质高效的教学体验，实现最大化的学习成果。在海外
学习期间，无论前往任何一处校园或学习中心，学生将继续享受纽约大学全球顶尖的师资力量。

23
外国院、会士学者
以及诺贝尔奖得主 48

覆盖学科领域

256 
全职教师

30% 
教授入选国家级或
省级高端人才项目

29 
教授来自国家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教授提出什么问题，我只要有想法都会讲出来，不用担心是不
是说错了。有时，即便同学们的答案“只是沾了点边”，也会得到教授的鼓励与夸奖，这给了我很大
的信心。

—— 陈昕玥 2022届
       毕业中学：上海市实验学校
       本科专业：主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辅修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

　　离开上海纽约大学，我最怀念的就是学校里平易近人、学识渊博的“大牛”教授。我觉得，上海
纽约大学有很多杰出的教授，虽然他们讲的课程不同，但都有相似之处——能将很复杂的问题以高
屋建瓴的方式讲清楚，然后再带着同学一起剖析技术性的细节。

—— 盖宇 2019届
       毕业中学：上海七宝中学
       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
       毕业去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计算机科学博士研究生

“

“

本科科研 求索新知
上海纽约大学高度重视培养本科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为他们提供接触参与前沿科学研究，与专家深
度交流的机会，培育具有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本科人才。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能力，与导师共同进行
诸多科研创新项目的合作。每年都有学生在顶尖国际期刊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以项目为单位的学术训练：有别于以课程为单位的“片段式”科研体验，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科
研机会注重自始至尾的全局性，以完整的学术训练为载体，培养学生具备独立严谨及审辩
求证的科研能力。

本科生科研基金项目：学校鼓励并资助各年级学生开展任一学科领域的暑期研究课题，培
养学术好奇心，在实践中训练科研思维。学生可以个人或小组形式，提出研究课题方向与
方案，由导师一对一指导开展，并可申领7000元的研究基金。

本科生科研专题讨论会：旨在鼓励来自各学科领域的大四毕业生展示个人研究项目及成
果，覆盖获荣誉学士学位学生的个人项目，以及作为毕业项目、独立研究项目或本科生科
研基金项目的研究论文及创意作品。
 
高水平科研机构：上海纽约大学在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研究和合作方面发挥特殊的制度
优势，充分利用高水平国际化科研平台，创办了6个联合研究中心和7个校级研究中心。范
围涵盖：数学、物理、计算化学、社会发展、脑与认知科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金融波
动、应用社会经济、环球亚洲、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商学、人工智能与文化、城市与不
动产等研究领域。

　　良好的科研氛围是我选择上海纽约大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校实行小班化教学，学
生有很多与教授一对一交流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可以为了知识本身而学习，而不用过分
担心成绩或排名。入学第二周，我就主动找物理学助理教授Tim Byrnes了解学校的科
研机会。面试后，他邀请我一同参加每天的研究组会。自大二起，我在物理学助理教授
陈航晖的指导下接受科研训练。三年来，我学到了很多，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参与发
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国际跨学科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上，并在两场
国际会议上展示了研究成果。

——马家骥 2021届 
       毕业中学：山东省实验中学
       本科专业：物理学  数学
       毕业去向：耶鲁大学应用物理学  博士研究生

“
2022-2023学年部分在校任教或开展科研工作的世界顶级学者

教授姓名 研究领域
Keith Ross 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
Anthony Movshon       神经科学、心理学
Fanghua Lin               数学
Jun Zhang                   物理、数学
David McLaughlin       数学、神经科学
Charles Newman        数学
Daniel L. Stein            物理  

Gérard Ben Arous      数学
Thomas Sargent         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obert Engle              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专业细致的学业支持体系

　　学生入校时不用选定专业，所以你有充分探索的自由。不过，因为学校提供的机
会实在是太多了，你也许会迷失在各种选择里，而你的每一次“试水”也可能会产生一定
成本。这个时候，学业咨询顾问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你可以找他们聊一下如何选课、
排课，共同做合理的规划安排，从而在最大程度探索学业兴趣的同时，不浪费时间和
学分，降低“试水成本”。

—— 黄心韬 2022届

“

“

“

从一入学，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就将获得全面、细致、专业、多样的学术支持资源与服务，帮助他
们提高学术水平、学业规划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

一对一学业辅导：学校设有学术资源
中心，并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选拔
优秀毕业生，组成一支实力雄厚的学
业辅导老师队伍，针对学生学业的难
点和薄弱环节，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
学业辅导，答疑解惑。内容涉及学术
英语写作、英语口语训练、数理化以
及其他理工科课程等。

攻克英语难关：学校面向中国新生，
特别开设两个学期的学术英语强化课
程，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英语听说能
力，以适应全英语讨论式的学习环
境。学校还专为所有大一新生开设英
语写作课，并结合“全球视野下的社
会”和“人文视角”课程，进行深度阅读
和写作训练。

学业规划咨询：学校为每位学生分配一位专业的学业咨询顾问，帮助学生解读学校各项政策，
并结合学生个人目标，协助梳理学术兴趣与选择，制定上海与海外学习期间的学业计划。

紧密的师生交流：无论是学业问题、研究选题或毕业去向，学生可随时寻求教授的指导帮
助。具有丰富学术经验或资深行业背景的教授，是学生在课堂内外学习发展的强大后盾，
更是日后求学深造时引荐、推介的重要人脉渠道。

　　因为我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平时有大量的英文写作任务，
听、说的量也很大，所以我会联系学术资源中心来帮助我。我可
以在网站上预约学业辅导老师的时间，一对一地讨论演讲、展
示、写作、口语等各种问题，并得到耐心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指
导。当然，学校的全英文教学以及国际化学生群体本身，都让我
们一直沉浸在英文环境里，快速、全方位地提升英文水平。

—— 应雨润 2021届

　　我修读了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但我的计算机是零基础，上课有点吃力。教授每
周还会留很多作业，此外还有固定考试。这个时候，学术资源中心就帮上了大忙，我
每周都会预约这里计算机领域的学业辅导老师给我补习，指导我攻克作业上的难关。

—— 赵英凯 2023届  



无论在任何地方
你始终是纽约大学一员
海外学习是上海纽约大学四年本科培养和学习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每一位学生
均可根据个人专业兴趣与志向选择海外学习目的地，有保障地进行一到两个学期的海外
学习。有别于常见的校际交换项目，学生在海外学习期间，课程体系无缝衔接，师资水
平、科研资源与学生服务系统全球统一，并可修读学科领域覆盖广泛的海量课程。海外
学习期间学费标准不变。

与本科直接出国留学相比，在上海纽约大学就读，学生既能享有独具特色的博雅教育，
又能紧密把握中国根基与人脉网络，为毕业后的人生拓宽选择面。

“　　因为数据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两个方向在纽约大学开设的课
程都很丰富，我两个学期都在纽约进行海外学习。值得一提的
是，纽约大学于2013年创办了数据科学中心，并开设了数据科学
硕士项目。这一点的好处在于，我们本科生在大三、大四时可以
申请在数据科学中心修读研究生、博士生级别的高阶课程。当时
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边修读研究生级别的课程，一边参与教
授的研究项目，这一年下来对我科研能力的培养大有帮助。

—— 卢子杰 2019届
　　毕业中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
       毕业去向：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计算机科学硕士研究生
                         Facebook  软件工程师

3 门户校园
• 中国 上海 
• 美国 纽约 
• 阿联酋 阿布扎比

• 加纳 阿克拉 
• 法国 巴黎
• 德国 柏林
• 捷克 布拉格
•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 意大利 佛罗伦萨

• 美国 华盛顿特区 
• 英国 伦敦
• 西班牙 马德里
• 以色列 特拉维夫
• 澳大利亚 悉尼 
• 美国 洛杉矶

12 海外学习中心

坐落于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地带，上海纽约大学秉承纽约大学“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理
念，充分利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智力、文化和科技资源，为学生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教
学体验，接触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享受大量实习实践及工作机会。高度国际化的学生群体，让学
生24小时沉浸在跨文化交流环境中。

在上海把握区位优势
沉浸多元化社群

上海纽约大学现有在校本科生1800余
人，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届
学生中，中国学生、国际学生各半，构
成一个真正国际化、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学校所有课程的教学语言均为英语，从
入学第一天起，学生就要迎接语言上的
挑战和文化上的碰撞。在这一多元文化
环境中沉浸四年后，学生将熟练掌握跨
文化沟通技能。

上海纽约大学有包括模拟联合国、戏剧、音乐、舞蹈、绿色上海等约30个学生社团。每
年，还会举办真人秀音乐剧、Ally Week等校传统活动，促进交流与融合，激发新的视角
与思考。学校拥有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等多支校队，并在校际间比赛中斩获佳绩，还
提供丰富的运动健身活动，帮助学生保持健康活力。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住宿并参加宿舍区活动，是上海纽约大学多元文化体验的重要
一环。上海纽约大学要求所有大一、大二学生住在宿舍。每位新生均有至少一名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室友，实现课堂内外不间断的交流。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深植本地的校企关系，便于学生兼顾学习、实习与课外实践。上海
纽约大学被列入非上海生源第一类高校落户名单，是国内唯一一家被上海市政府纳入一类
落户名单的中外合办高校。

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校区的建设已进入最终装饰阶段，将于2022年年底正式入驻。新校区所
在的前滩，已被上海规划打造为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将成为第二个“陆家嘴”。前滩新
校区由国际著名建筑事务所Kohn Pedersen Fox（KPF）设计。和目前的世纪大道校区相
比，新校区面积扩大近一倍，将拥有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图书馆、7000平方米的实验室
与研究空间，以及运动场地等。地面以上层高共10层。设计方案设置了各类户外空间，其
中20多块小绿地加之宽敞的中央庭院，覆盖了约86%的户外面积。

　　我会想念一直鼓励我大胆尝试、勇于发声的教授们，想念与我谈天说地甚至争
论不休的同学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相遇，我们在包容的氛围里见证了多元
文化间的交织碰撞，在有限的空间里，把世界当作学习的课堂。

—— 才静远 2022届
　　专业：金融学专业、世界史（社会科学）专业（国际关系方向）
　　毕业去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SIPA）研究生

“



精准职业规划 优质线上资源
全球校友网络

　　上海纽约大学位于浦东核心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便
于我获得校内外的职业信息和资源。通过职业发展中心举办的各类工作坊和社交活
动，我得以了解不同行业的职业发展前景，逐渐找到真正的兴趣所在。由于学校靠
近四条地铁线，几站之内就能轻松抵达浦西和浦东的多个商业区，我甚至可以在下
课后前往浦西实习。其中的一次实习机会，让我获得了现在的全职工作岗位。

—— 罗轶桢 2019届
　　毕业中学：成都石室中学
　　本科专业：金融学（商学与市场营销） 数据科学 [1] 
　　毕业去向：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顾问

“

学校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职业发展辅导。职业发展辅导贯穿四年学习，让新生从
开学第一天，便开始思考大学毕业乃至更长远的职业与人生规划。
 
学校依托纽约大学全球就业体系，设有职业发展中心为所有在校生进行系统职业规划。职
业发展中心遵循学生职业发展规律与特点，推出生涯启航工作坊、行业兴趣小组、纽约大
学校友导师项目、林军行业导师项目、“潜能无限”学生职业发展年会、暑期公益服务资金等
项目及活动，链接学生本科四年职业发展，从不同层面为学生提供宝贵经验与丰富资源。
 
每学期，职业发展中心都会举办至少一场校园招聘会，邀请超过60家企业进驻校园招
聘，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与雇主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还会举办覆盖不同行业领域的企
业宣讲会，帮助学生快速了解行业发展动向，与雇主建立直接联系。同时，学生可利用
Handshake服务平台获取海量实习及工作岗位信息。该平台目前已有全球超过30万雇主
进驻，包括全部世界500强企业。
 
职业发展中心根据学生需求，依托本土及纽约大学体系下各类优质线上资源，自主研发并
成立了职业生涯线上教育创新中心——生涯实验室。生涯实验室线上资源中心由基础技能
课、数字工具箱与视频图书馆三大板块组成，分别覆盖基础求职课程教育、就创业技能练
习、职涯视野拓宽等功能，运用科技力量赋能学生职业发展。
 
学生享有的资源不止于毕业，与纽约大学的纽带将维系一生。学生可加入纽约大学遍布全
球180多个国家、人数超过60万的全球校友网络。密集的校友线下活动，为信息资源共享
创造优渥条件。

上海纽约大学的特色本科教育，不仅让学生在升学或就业上深受肯定，更将持续助推
他们的长期发展。截止目前，已公布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每届本科毕业生
的成绩斐然，他们出色的学术能力与职业素养，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毕业生升学就业屡创佳绩 

就业质量报告

2017-2020届毕业生深造情况

升入USNEWS
全球前50大学比例

直博率

升研率

2017届

68%  

12.5%

51%
2018届

68%

7.4% 

57%
2019届

65%

8.2% 

67%
2020届

64%

10.2%

68%
2021届

72%

9%

67%

注：以上信息为不完全统计，更多数据还请关注2023年初发布的202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2022届
毕业生

就业去向 

安永

毕马威

贝恩

德勤

花旗银行

华为

摩根大通

摩根士丹利

耐克体育

中国石油

阿里巴巴

华为

腾讯

微软

亚马逊

字节跳动

安永

毕马威

德勤

罗兰贝格

麦肯锡蓝跃

普华永道

2017-2021届
毕业生主要
就业单位

联合利华

美丽中国

欧莱雅

群邑

WeWork

西门子医疗

怡和集团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

瑞银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金财富

招商银行

2022届毕业生深造去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计算机科学
康奈尔大学 法学

伦斯勒理工学院 游戏设计
罗彻斯特大学 光学

马克斯·普朗克—
多伦多大学神经科学
与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生物医学工程

牛津大学 实验心理学

纽约大学 计算机科学
生物学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城市治理与设计
新加坡国立大学 法律
佐治亚理工学院 机器学习（生物医疗工程）

哈佛大学 东亚研究 数据科学 
麻省理工学院 金融学 商业分析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工业工程与运筹学 设计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金融和经济政策
应用分析学 战略传播

剑桥大学 媒介与文化社会学 音乐认知

清华大学
国际关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
全球事务 （苏世民学者项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国际教学与全球领导力教育
社会因素与健康

耶鲁大学 国际与发展经济学 统计学
生物统计学

 博士项目 硕士项目



加入上海纽约大学
让世界成为你的课堂
申请文书
第一篇为选题写作（四选一，不超
过650个单词）；第二篇为开放式
写作（不超过400个单词），内容
不限。

ESSAY 1

Choose the option that best helps 
you answer that question and 
write an essay of no more than 
650 words, using the prompt 
to inspire and structure your 
response. Remember: 650 words 
is your limit, not your goal. Use 
the full range if you need it, but 
don’t feel obligated to do so. You 
can type directly into the box, or 
you can paste text from another 
source.      

申请及录取流程概览

奖学金政策
对于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的学生，学校将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业水平和“校园日活动”表现
等因素，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对于特别突出的学生，奖学金最高可覆盖四年的学
费和基本生活费。

助学金政策
学校不希望被录取的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去在上海纽约大学学习发展的机
会。对于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但家庭无法承担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在学生按要求提
供真实完整的家庭经济状况材料后，学校将酌情提供助学金。

由于每位学生的具体家庭情况有所不同，所以最终获得的助学金金额也不尽相同。助学
金与学习成绩无关，只要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均可申请。助学金不是贷款，无需偿还。

学校网址：www.shanghai.nyu.edu
咨询热线：021-20595599
咨询邮箱：shanghai.admissions@nyu.edu
咨询现场：上海市世纪大道1555号上海纽约大学
官方微博：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招生办（新浪微博）
官方微信：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NYUSHZS）

学费 生活费
¥50,000 – ¥60,000
2022-2023学年预估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咨询QQ群

华东1群
111393813
上海、浙江、江苏

华东2群
458473522
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西南西北群
584188864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东北群
428414340
黑龙江、吉林、辽宁

华北群
312415903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华中华南群
605743020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
海南、港澳台

注：请按照高考所在省、区、市加群，约3个工作日通过申请

¥200,000    
第一、第二

每学年

¥230,000
第三、第四

每学年

10月起 

次年1月1日

次年2月初

次年2月或3月

次年春季

次年6月 

次年7月

完成英语语言测
试、在线申请并
寄 送 纸 质 申 请
材料

申请截止

获知初审结果

参加校园日活动

获知录取资格
(预录取、待录
取、淘汰)

参加高考

正式录取

Some students have a background, identity, interest, or talent that is so 
meaningful they believe their application would be incomplete without it. 
If this sounds like you, then please share your story.

The lessons we take from obstacles we encounter can be fundamental 
to later success. Recount a time when you faced a challenge, setback, or 
failure. How did it a�ect you, an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Reflect on a time when you 
questioned or challenged a belief or 
idea. What prompted your thinking? 
What was the outcome?

Discuss an accomplishment, event, 
or realization that sparked a period 
of personal growth 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yourself or others.

ESSAY 2

Beyond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already included in your application, 
what else do you want the Admissions 
Committee to know about you? 
(Maximum 400 words) 招生简章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