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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本本科科留留学学申申请请三三大大变变化化
离2015美国本科提前申请截止只有近2个月时

间，美国留学申请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冲刺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美国名校申请对比往年发生了三
大新变化，申请2015年美国留学的学生迫切需要进
行政策分析和行动规划，为2015年的申请战役打个
漂亮的翻身仗。

变化一：

提供提前申请学校增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意识
到有必要通过早录取来调控日
益增加的本土及国际学生申请
量，鼓励那些以本校为最优择
校目标的申请人，以获得最大
的录取概率。美国前50名学校
中，已经有41所学校提供提前
申请，美国排名前30中一些原
来不设提前申请的大学，纷纷
增加了相关申请。

美国前50名学校中仅9所
不提供提前申请，当大多数
美国名校都提供提前申请，
大多数人都选择提前申请的
时候，常规申请被录取的几
率显然会降低。近年来，部分
顶 尖 大 学 在 提 前 申 请 的 时
候，就已经录取了当年录取
总数的2 5%到5 0%的人数，常
春藤盟校有 4 0%的学生是提
前申请时就被录取了。从2014

美国名校录取率可以看出，
不少学校提前申请的录取率
是平均录取率的2倍，相比之
下，常规申请的录取率要低
得多。留学专家建议广大申
请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选择提前申请。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对

申请形势进行综合全面的了
解，确定好目标院校，参加课
外活动，准备申请文书。

变化二：

提交申请截止日期变化

美国本科留学提前申请
截止日期一般是11月1日和11

月 1 5 日较多，这些学校的截
止日期在2015年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态势。比如西北大学
递交申请的截止日期提前，
学生需要提前准备好成绩单
和申请文书。塔夫斯大学的
申 请 日 期 延 后 了 将 近 一 个
月，这样就允许一些还在纠
结是否申请ED (提前决定录
取)的申请人在错过已经截止
院校的情况下，仍然做出申
请选择。多个大学的申请截
止日期由原来的11月1日推迟
到了11月8日，给了申请人多
出一周的时间来准备申请。

对此，学生应该提早了
解到目标院校的申请截止日
期，合理安排好递交的时间，
以免出现失误。留学专家提
醒大家，E D 相当于“签约申
请”，申请人一旦决定申请，
被录取后就只能去该所大学
而无法再选择其他院校。把
哪所大学定位自己的E D 院

校，是非常讲究战略的一件
事情，通常需要考虑的问题
包 括 ：定 位 高 低 、申 请 人 多
少 、以 往 的 录 取 率 、个 人 兴
趣、专业兴趣等等。所以需要
学生进行早准备、早分析、早
递交。

变化三：

SAT考试时间延迟

据SAT考试主办方、美国
大学理事会网站上公告，2014

年10月的SAT考试日期预期在
10月11、12日举行，而2013年
SAT同月的考试日期是10月5、
6日；11月的考试日期则预期在
11月8日、9日举行，去年SAT同
月的考试日期是11月2、3日。这
意味着所有考试时间将向后推
迟一周，对申请会产生什么影
响呢？

SAT考后出成绩一般在

16天至19天，而美国留学首轮
提前申请 (EA/ED)的第一批
学校一般在11月1日截止收取
材料，此次考试时间推迟一
周，出成绩时就是10月30日。
相隔仅仅一天的时间。10月和
11月的两次SAT考试时间延
迟，对申请2015美国留学的学
生来说，既是挑战和压力，也
是一次机会。如果选择继续刷
分，要考虑提前申请截止日
期，查询目标院校的具体截止
日期，选择ED时一定要考虑
截止日期。

个性化的课外活动能让美
国名校分辨出学生的个人特点
和潜力，可以使招生官从申请
者中及早发现人才，这类课外
活动会为学生的申请“加分”。
无个性化课外活动背景，对申
请美国名校来说是“硬伤”，申
请前50名校的学生要尽量避免
这种情况。

一、本科阶段的GPA及Rank
GPA(Grade Point Average)，

平均成绩点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大学绩点”。美国学校非常看重学
生的平时成绩，一般来说，3 . 0以上
才能申请到Top 100的学校。GPA

不高但排名高的话，可以在提供成
绩单的时候，附加一张Rank列表，
列明这样的成绩在全班、最好是全
系学生中的名次，并加盖大学公
章，大部分美国学校都能够认可。
二、标准考试成绩

申请美国研究生，通常来说需
要提供语言成绩(TOEFL)、能力测
试成绩 ( G RE、GMAT、LSAT、
MCAT等)。有不少学校都设有考
试分数最低限，如TOEFL必须高
于80 ,GRE高于1100 (前两项高于
1000)，GMAT高于550,LSAT高于
170分等等。当然，分数越高得到奖
学金的可能性越大。
三、个人成就

不同于大学本科的申请，在研
究生的申请中，个人成就非常为教
授所看重。根据不同专业，有些材
料是必须提供的，比如建筑设计要
求申请人必须提供相关的设计作
品、美术专业也需要美术作品。有
些专业未必需要，但是在材料中夹
带这些证明——— 尤其是足够分量
的个人成就，将大大增加你获得录
取和奖学金的机会。
四、工作或实习经验

美国人的教育观念与我国有
区别，大部分美国人愿意在工作多
年后再申请研究生院就读。专家指
出有些专业就是开设给已经有相
关工作经验的申请人进行深造和
系统培训的。有些专业虽然没有明
确要求，但是如果已经有一段时间
的相关工作经验(或者实习经验)，
则可成为你的亮点。

美国奖学金审核依据

一直以来美国奖学金都是非
常大方的，很多家庭经济一般的同
学可以申请美国留学奖学金来帮
助自己的美国留学之路，但是美国
留学奖学金申请的人数较多，而且
对于美国设立的奖学金不太熟悉，
容易在申请的时候吃亏。

一般来说，美国研究生奖学金
分为非服务性奖学金和服务性奖
学金两大种类。其中，学院助学金
(Fellowship)是一种金额最高，但竞
争最激烈的非服务性奖学金，一般
情况下如果获得一所学院授予的
助学金，便是获得了全奖，即除了
免学杂费、住宿费、保险费、书本费
以外，还给获奖学生一定金额作为
其个人消费费用。大多数美国留学
奖学金申请成功者每年可以得到
1 . 5万至2 . 3万美元，这种奖学金主
要是发放给成绩和研究背景非常
优秀的学生，名额非常少。

此外，美国留学奖学金还有一
般的奖学金(Scholarship)。这种美
国奖学金规定一定的金额数量，以
某种形式发放给优秀的学生，可能
以免杂费、经济资助等形式。这种
奖学金金额比Fellowship要少，但
是相对来说要好申请。

另外，在非服务性奖学金中还
有最容易申请的全免学杂费(Tui-
tion&Amp FeeWaiver)。但由于学
费只是总花费的一部分，所以如果
要获得足够的资金，还需同时申请
其他形式的奖学金。

美国留学奖学金在服务性奖
学金中，理工科学生申请者最常见
的奖学金就是TA和RA，一般可以
覆盖在美国的大部分费用。学生通
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奖学金，大概每
周有20小时工作时间。

巧申美国留学奖学金

高高中中生生留留学学美美国国申申请请准准备备方方案案
申请美国本科名校需要托福与SAT成绩，

这两大考试在准备时尽量遵照两个原则，那就
是“逐个击破”、“先T(托福)后S(SAT)”。

高一打好学校课程基础

高中的课程难度和学习
模式，和初中有着较大的不
同。所以高一这年，可以留给
孩子去适应高中的学习和生
活，打好学校课程的基础，保
证一个良好的G P A ( 学校成
绩)。但这不意味着高一这年对
于孩子准备托福、SAT考试来
说是停滞的。

在高一这一年的时间里，
高一学生一定要做到这样几
件事：把高中英语课本词汇表
中的单词完全掌握，达到可以
听、说、读、写的程度。掌握学
校英语课堂上涉及的所有语
法点(尤其是时态问题)。对于
基础较好的孩子，可以读一读
英文名著或《西方文明简史
Western Civilization》等英文历
史书籍。认真做好这几件事
情，会对日后备考托福、SAT产
生莫大的益处。

高一结束准备托福考试

高一暑假或高二开学，是
开始着手准备托福考试的最
佳时间。而从开始着手准备，
到考出理想的分数所经历的
时间，建议控制在半年之内，
即高二的寒假应尽量把托福
成绩考出来。托福的考试分为
四个项目：阅读、听力、口语、

写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这
四个考查项目的共同点，那就
是词汇和语法的极端复杂化。
所以，高一将词汇和语法基础
夯实，对于准备托福考试的作
用可想而知。

另外，托福考试是孩子到
目前为止参加过的难度最高
的一个考试，也是他们到目前
为止英语水平幅度上最大的
一次提升。所以，托福考试一
般需要考2至4次才能考出理想
的分数，并且每次考前应参加
数次模考。

高二寒假准备SAT考试

高二的寒假将托福成绩
考出之后，即进入SAT准备阶
段。SAT是一门比托福难度系
数更高的考试，需要考生进行
更长时间和更大强度的训练。
以托福成绩90分为例，从开始
准备SAT，到可以参加第一次
SAT考试(由于在申请时美国
大学可以看到每一次SAT考试
成绩，所以SAT应尽量在准备
充分后再参加考试)，大约需要
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从
高二寒假开始，在努力准备的
情况下，5月份可以参加第一次
SAT考试。和托福一样，一般来
说第一次考试很可能达不到
目标分数，但应认真对待这次
考试，避免出现极低分数影响
以后的申请。

5月份SAT考试之后，6月
份考试可以选择性参加，因为
此时机可以选择参加SAT2考
试。最应该重视的，是10月份的
SAT考试。原因有两点：一，经
过了一个暑假的高强度准备，
且已有了之前第一次考试的
经验，10月份考试是最有可能
出分、也是孩子最应该出分
的；10月份的考试如果能达到
目标分数，则为申请大学赢得
了宽裕的时间，而如果11月或
12月才考出理想分数，则可供
选择的大学范围会受到一定
的限制。

托福和SAT可相互促进

语言准备应尽量先考托
福、后考SAT，但是由于各种
原因(如着手晚或准备过程不
够紧凑 )，有的孩子会出现托
福成绩尚未完全理想，就不

得不同时开始SAT备考的情
况。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也不
是不可行。但在同时准备两
门考试的过程中，有两点需
要注意：

1、由于SAT的难度级别高
于托福，所以SAT阅读和写作
的学习可以促进托福阅读及
托福写作。但SAT没有听力和
口语，所以如果近期有托福考
试，其四门项目中应重点强化
听力和口语两门。

2、由于托福考试含有大量
听力成分(除听力部分外，口语
和写作中也涉及听力)，而听力
属于提高较快但也下滑较快
的项目，所以两次托福考试之
间不宜间隔过久，尤其对于后
几次的托福考试，时间间隔最
好控制在1个月左右。

总而言之，及早进行时间
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以
帮助掌握申请中的主动权，大
大优化申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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