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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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留学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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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以及终身的学习热情，
使他们为人生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隶属于剑桥大学。
我们的剑桥国际课程为 5-19 岁学生提供了走向学业成功的清晰路径。
学
校可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规划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科目选择和灵活
的授课方式。
剑桥国际课程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力，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掌握获益终身的技能，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成功。

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

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是我们的同级部门，其目标是帮助数百万学生学习
英语并向世界证明他们的英语能力。
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为英语学生和
教师提供世界领先的资质证书和考试。这些考评以研究为基础，受到全
球 20,000 余家一流大学、雇主和政府的认可，是你打开大门走向成功的
标志。

如 需 了 解 剑 桥 大 学 英 语 考 评 认 可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访 问 其 网 站 ：
.
www.cambridgeenglish.org/recognition

剑桥国际是你通往美国大学的成功桥梁

每年，全球拥有剑桥资质证书的学生都能成功就读美国各顶尖大学。许多大学还为
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学生提供先修学分，这意味着剑桥国际的学生在入学之
前就已经在本科课程阶段处于领先位置。
剑桥资质证书能够帮助学生为接下来的求学之旅做
好准备。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确保持有剑桥资质证书
的学生不仅能够入读美国的大学，而且还为取得学
业成功做好了充分准备，并扎实掌握了必要的学术
技能。

在美国，有680多所院校正式认可我们的资质证书，
还有很多院校会在学生提出申请时接受它们。
正式认可我们资质证书的大学包括所有常春藤联
校，以及其它美国知名院校。

你知道吗？

在美国，我们还同400多所学校合作，提供在美国
获取剑桥资质证书的机会。2018年，我们在美国
颁发了110,000 多份剑桥IGCSE和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质证书。

剑桥美国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

剑桥美国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为我们提供有关招
生政策以及美国大学所要求掌握的技能和知识的
专家建议，并帮助提升剑桥资质证书在美国的影响
力。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当前成员包括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
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莱斯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吉
尼亚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

Chris Hanson 在美国佛罗里达湾区高
中 (Bay High School) 学习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程，随后被位于加利福尼亚
的斯坦福大学成功录取。

“

我学习了剑桥国际ASLevel的生物
课程，此后，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和自然科学领域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我还学习了数学和英语
课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非常推荐剑桥课程。
它
使我可以入读这所世界顶级的大学。优秀的课程，优
秀的教师、加上我的辛勤努力、使我为大学学习做好
了准备，为此，我十分感谢剑桥课程。

”

我们认为剑桥课程为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

Christoph Guttentag，美国杜克大学本科招生主任

请注意：所有信息截至2019年3月均准确无误。如需了解接受剑桥资质证书的美国大学的最新信息和声明，请搜索我们
的认可数据库：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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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到美国留学

选择大学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你需要考虑自己最感兴趣的大学类型、大学所在
地、所提供的活动选择以及费用。
你可以在大学网站上查看所有这些信息。许多大学
也有招生顾问，你可以和他们探讨自己的选择。我
们建议你仔细考虑哪些选择适合你，然后选择满足
你需求的本科课程。
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种类繁多。四年制院校通常提
供完整的学士学位课程，两年制院校通常提供副学
士学位课程。你需要尽早开始研究院校的情况，以
便在所有申请和考试截止日期（如果适用）前完成
相关流程。

如何申请就读美国大学？

所有大学都会要求你填写申请表。许多大学（不是
所有大学）使用通用申请表格 (www.commonapp.
org)，你可以使用一套表格申请多所院校。
你必须在
线提交此申请表套。在“考试”部分，
“高中毕业考
试”一栏下面专门列出了“A Level”
，你也可以在“教
育”部分填写“A Level”作为当年课程。
一些大学可能
也会提供自己院校特定的申请表格，大部分都可以
在线提交。

你需要回答一个或多个陈述式问题，并提供你的课
外活动的信息。你所在的学校需要提交其它表格，
包括一份成绩单（你在学校的详细成绩记录）、一份
或多份推荐信以及你的升学指导/导师/校长或类似
人员的介绍信。
英 美 富 布 莱 特 委 员 会 的 网 站
(www.fulbright.org.uk) 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如何填
写通用申请表格的有用提示以及关于申请流程的
建议。

我能学习什么科目？

许多美国大学允许你在本科课程的前两年学习多
门科目，在第三年和第四年再选择专业方向。这意
味着你有机会探索不同的科目，然后再确定你的主
要学习领域。但是，某些专业，第一年就会学习专业
课。各个大学的课程要求差异很大，各院校网站通
常会提供相关信息。
请注意，在美国大学系统中，仅在研究生阶段提供
医学、药学、兽医学和法学课程。如果你有兴趣学
习上述课程之一，则你应在入读本科课程之后立
即与你所在大学的顾问面谈，讨论你的研究生学
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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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有平均成绩绩点 (GPA) 吗？

我需要参加英语语言能力测试吗？

如果必须提供GPA，你可以通过成绩单评估方将等级
转换为GPA。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可能会建议你应该
使用哪个成绩单评估方。我们通常建议学生在多家
评估服务方进行成绩单评估。
计算GPA并没有通用的
方法，因此，不同成绩单评估方之间会有所出入。

我可以申请奖学金吗？

剑桥资质证书使用的是成绩等级，没有数字形式的
平均成绩绩点。大多数大学倾向于你在申请时提交
成绩的详细等级，不要输入有关平均成绩绩点的任
何信息。他们了解成绩等级在其体系内的含义，可
以根据这些信息评估你的申请。

如果你不确定需要提供哪些信息，请咨询你所选择
的大学，向其解释你持有或正在获取的资质证书。

我需要参加SATs考试吗？

许多美国大学的入学要求是学生应提供SAT (www.
collegeboard.org) 或ACT (www.act.org) 的标准化
考试结果。
一些大学可能会免除学生的所有考试要求。请确保
你在申请之前提前查看所选大学的入学要求，如果
你不确定需要提供哪些信息，请联系大学。
  

托福 (TOEFL) 和雅思 (IELTS) 是美国大学要求的最常
见的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如果你不是英语母语人
士，则你可能需要参加其中一项测试。但是，如果你
一直接受的是英语教育，或者，如果你至少在剑桥
IGCSE英语科目（第一或第二语言）中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一些大学将会免除这项要求。
一些美国大学会为学生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
（Financial aid）。
经济援助的形式可以是荣誉奖学
金或助学金，学生可以用来支付部分或全部学费
和/或生活费。你所在国家的一些机构或当地的美
国大使馆可能也会提供奖学金。请注意，荣誉奖学
金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且，你往往需要提前申请。你
可以搜索各院校的网址，查看每所大学所提供的奖
学金的详细信息。

如果我满足最低录取标准，我一定会被录
取吗？
不一定，没有这样的保证。请注意，所有的大学录
取都竞争激烈，因为大学的学位数量是有限的。请
计划申请多所大学，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录取
机会。

我认为学习剑桥课程有诸多益处。
学习剑桥课程能成功敲开高等教育
的大门，这已得到证实，我们知道学习这些课程的学生在世界各地都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Jerry Lucido，南加州大学 CERPP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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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成功故事

留学美国的通行证
Celina Wu 在印度尼西亚的Bina Bangsa学校学习了剑
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生物、化学、物理和数学科目。
她
现在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神经科学。
学习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是我最明智的求
“学决定。
我不仅获得了大学的预修学分，也积

累了学习大学高等课程所需的基础知识。
我不
仅感谢我的学校能够提供这样一套知名课程，
也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付出时间和努力来教授
我们知识，老师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信任。

”

Nicholas Kogl 被哈佛大学录取，并获得了哲学学位。
目前，他正在剑桥大学攻读管理学科的研究型硕士学
位。
他在南非的国际预科学校学习了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的数学、经济学、商业研究和德语科目。

学习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为我在哈佛大学第一年
“
的许多课程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夯实的学术

基础以外，这门课程还能帮助我在心理上平稳过渡至
大学生活，并能更好地适应大学严苛的
学习标准。
在哈佛大学，我也可以凭借剑
桥国际A Level课程获得免修学分的资格，
从而提前毕业或继续研究生的深造。
尽
管我没有这样做，但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

Jessica Hartana 在巴厘岛的
Dyatmika 学校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的应用信息技术、商业
研究、数学和化学科目，并且凭此
取得了南加州大学的入学资格。

我所在的高中提供众多发展机会，因此我可以培
“
养自己学术以外的能力，但是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在
我的大学录取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
们帮我积累了37.5个预修学分。
我需要积累180个学分
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因此，这几乎为我节省了将近一
年的学习时间！因为学习了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数
学科目，我也满足商学院针对微积分的预备知识要
求。
这意味着在前两年的大学学习中我不用再学习数
学课程！高中的所有努力为我的大学生活铺平了道
路，为此，我感到非常庆幸。

”

Parkorn Wangpaiboonkit 在泰国曼谷的Trail国际学校
学习了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生物、
商业研究、
英国文
学和地理科目。现在，他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主
修比较文学，辅修修辞与作曲。

我之所以选择欧柏林学院是因为它是一所世界顶
“
级的音乐学院，我可以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深造，而不

需要严格地入读音乐学士学位。
通过剑
桥国际A Level课程，我累计了半个学年
的预修学分。
这意味着，我已经领先于
其他学生，我可以减轻每个学期的课
业负担，甚至提前一个学期毕业。
我也
能在大学第一年学习更高等的课程。
而且，我还获得了一笔非常丰厚的奖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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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ini Panchala De Silva 在斯里
兰卡奴戈沽达区Lyceum国际学校
学习了剑桥国际AS & A Level 课程
的物理、数学、经济学、计算机和进
阶数学科目。目前，她正在纽约州
立大学攻读管理学理学学士学位，同时主修管理信息
系统和金融与经济。

学习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是我在高中阶段做出
“
的最明智选择。
我凭借成绩获得了两个学期的转学

分，还获得了面向国际学生的最高额奖学金。
而且，我
还加入了著名的国家荣誉协会 (Honors Society)。
凭借
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在
大学所有课程的学习中都能游刃有余。

”

Christopher Genheimer 被阿肯色州的约翰布朗大学
录取，正在攻读机械工程学位。他曾是南非圣约翰学
院的学生，学习了剑桥国际AS Level课程的理论数学、
英语语言和文学、南非语、化学、物理、生物和经济学
科目，以及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理论
数学和物理科目。
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不仅帮
“
助我获得了高等教育阶段所需的学术

水平，而且帮助我适应高等教育阶段的
学业负荷。现在是我攻读机械工程学位
的第三个年头，我在学业上的成功大部
分归功于剑桥课程。我还获得了学位的预修学分：我
完成的每个AS Level课程科目都可以累计一个学期学
分，A Level课程科目则可以累计两个学期学分。

”

Zeng Yiming 在中国广州学习了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
的化学、经济学、数学、进阶数学和物理科目。
目前，他
正就读于卫斯理大学。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帮助
“
我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
巨大的优势，我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探索
其它学术领域，包括哲学和音乐，比其它
学生更早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根
据我的经验，凭借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
几乎美国所有学院和大学都会考虑你
的申请而且，许多招生官员说他们更倾
向于招收有国际教育背景的学生。

”

Sanjula Prathibani Wickramasinghe 在
斯里兰卡奴戈沽达区Lyceum国际学校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程的
生物、化学、物理和数学科目。目前，她
正在纽约州康奈尔大学攻读生物和化
学双学士学位。

学习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后，我为大学所要
“
求的繁重学业负担和学术要求做好了充足准备。我认

为，我能够被康奈尔大学录取并获得每年 30,000 美元
的经济援助，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去年，我凭借学业成绩入选院长名单，并受邀加
入国家大学学者组织 (National Society of Collegiate
Scholars)。目前，我的计划是在毕业后继续攻读生物
和/或化学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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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成功故事– 续

Li Yuan 曾在中国武外英中就读，目前就读于康奈尔大
学这所常春藤联校。

在我的SAT分数不是特别出色的情况下，我能够被
“
康奈尔大学录取，真的是十分幸运。由此可见，现在大

学评估的是所有申请材料，并且特别重视在校的成绩
以及学生的任何特殊经历。
对中国学生而言，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是一份杰出的资质证书，在美
国大学面前，我比那些仅参加了SATs或托
福考试的学生更具吸引力。
我只是一名普
通的高中生，是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帮助
我进入了顶尖的国际大学。

”

James Young 在进入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主修金融
之前就读于新西兰的国王学院。

我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古典文学、经
“
济学、英语、历史、数学和思维技能科目。
我还学习了

剑桥国际AS Level课程的法语、会计和拉丁文科目。
在
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拥有剑桥资质
证书给了我极大的优势。
作为国际知
名的资质证书考试，它们是我申请大
学的保障，让我从其他众多美国大学
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此外，这项考试让
我为大学课程做好了充足准备，因为
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已经涵盖了斯特
恩商学院第一年的大部分学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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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esh Patel 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的生物、
化学、
英语文
学、数学和物理科目，并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从而成功被剑桥大
学录取。
他于 2012 年毕业并获得
化学学士学位，目前就职于旧金山一家知名的管理咨
询公司。他已被哈弗商学院提前录取，将于2014年.
入学。

剑桥资质证书既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也满足
“
了我对挑战的追求。
它所强调的可迁移技能让我在大

学学习中受益良多，并将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获得
剑桥资质证书的这段经历不仅让我变得更有上进心，
也鼓励着我制定更加宏伟的目标。
”

Lachlan Kermode 在奥克兰文法学校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的英语、
数学、
音乐和物理科目。
他还学习
了剑桥国际AS Level课程的经典文学、
思维技能和拉丁
文科目，并使用这些成绩申请大学。
他已经被普林斯顿
大学录取，学习计算机科学和英语/古典文学课程。

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让我被普林斯顿
“
大学成功录取，通过这些课程，我培养了
清晰的思维能力以及用简单易懂的方式
进行表达的能力。它让我从众多申请者
中脱颖而出。我的剑桥资质证书为我的
学术经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质证书的认可

剑桥国际AS & A Level资质证书在美国各高等教育院校的入学录取中享有广泛的认
可度。
通过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提供的深入的知识储备和通识技能，学生申请
其心仪的美国大学学位课程，通常还可以申请先修学分的减免。
根据选择的大学和专业，如果学生持有经过认真挑
选的三门剑桥国际A Level成绩，最多可以抵免一整
学年的学分（30个学时）。许多院校还可能就单个科
目减免大学学分。
以下是剑桥国际资质证书在美国高等教育院校获
得官方认可的一些示例。如要查看最新信息，包括
列有超过680份认可声明的完整清单，或者想要搜
索你的心仪院校，请访问我们的认可数据库：www.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

波士顿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
学。
如果学生在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中获得 C 或
更好的成绩，则可以就读预修课程。波士顿大学的
政策规定，如果学生在所提交的A Level考试中获
得 A、B、C 等级的成绩，即可申请获得8个学分的减
免（相当于免修2门课程）
，如果在所提交的AS Level
考试中获得 A、B、C 成绩，即可获得4个学分的相应
减免。
e: admissions@bu.edu

e: intadmis@bu.edu（面向国际学生）
w: www.bu.edu

布朗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
学。
持有 A Level 课程等级 C 或以上成绩的学生可以
获得 2 门布朗大学课程的学分，如果成绩为等级 D，
则可获得 1 门布朗大学课程的学分。
e: admissions@brown.edu

e: international@brown.edu（面向国际学生）
w: www.brown.edu

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加 州 理 工 学 院 接 受 接 受 持 有 剑 桥 I G C S E 、剑 桥.
O Level 课程和剑桥国际AS & A Level资质证书的入
学申请。持有这些课程资质证书的具有竞争力的国
际学生通常会参加3 门A-Level考试（物理为必考科
目）
，成绩至少为A或B等级。
e: ugadmissions@caltech.edu
w: www.caltech.edu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如果学生在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中获得 D级别或更
好的成绩，则可以申请就读预修课程。
如果其中包含
科学和数学的科目考试成绩，则可以获得9个（相当
于免修2门课程）的学分减免。如果持有其它科目的
考试成绩，则可以获得8个学分（相当于免修2门课
程）的学分减免。
如果持有AS Level课程的考试成绩，
则可以获得相当于A Level对应课程考试成绩一半的
学分减免。
如果持有科学和数学考试成绩，则可以获
得5个学分或1门全日制课程的学分减免。如果持有
其它科目的考试成绩，则可以获得4个学期学分或 1
门全日制课程的学分。
）
e: international@calstatela.edu
w: www.calstatela.edu

哥伦比亚大学

持有 A Level 课程等级 A 或 B 考试成绩的学生可以
获得本科学位的学分。本政策只在相关考试科目也
是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本科科目时适用。如果申请
的是本科文理学院（哥伦比亚学院）
，持有 A Level 课
程等级 A 或 B 成绩的学生可获得 6 个课程学分（最
多可获得 16 个学分）
，而获得毕业文凭需要 124 个
学分。如果申请的是傅氏基金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持有 A Level 课程等级 A 或 B 成绩的学生可获得
6 个课程学分（最多可获得 16 个学分）
，而获得毕业
文凭需要 128 个学分。
e: ugrad-ask@columbia.edu
w: www.columbia.edu

留学美国–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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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到美国留学 - 续
康奈尔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和AICE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
请入学。
持有A Level课程等级A、B 或 C成绩的学生
可以获得预修学分。请联系大学了解进一步的详细
信息。
e: admissions@cornell.edu
w: www.cornell.edu

杜克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
学。
获得优异成绩（等级A或B）的学生在被杜克大学
录取后有资格获得课程学分或进入更高等级的班
级。
学生在抵达学校后可以进行学分评估。
e: undergrad-admissions@duke.edu
w: http://duke.edu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按照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委员会的政策，持有
GCE AS和A Level 课程等级E或以上成绩的学生最多
可以获得45个学时的学分。
e: admissions@admin.fsu.edu
w: www.fsu.edu

哈佛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三门科目等级A或B成绩的
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我们重视预估的A Level成绩以
及任何其它有助于展现申请人整体能力的信息。但
是，A Level成绩不能替代所要求的入学测试。
所有申
请人必须提交SAT I或ACT成绩，以及三门SAT II科目
的测试成绩。
抵免学分的最低要求是3门A Level科目
等级A的成绩。如果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则可以获
得一年的学分。
e: college@fas.harvard.edu
w: www.harvard.edu

麻省理工学院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某些科目的成绩可以帮助你获得预修学分，至于其
它科目，则取决于新生入学后在分班测试中的表现。
e: admissions@mit.edu
w: www.mit.edu

纽约大学

持有A Level课程等级 B 或以上成绩的学生可以获得
学分和/或抵免学分。每门考试科目最多可以获得8
个学分/学时。与所有考试学分一样，学生最多可以
获得相当于一年全日制学习或30-32学时的学分。
e: admissions@nyu.edu
w: www.nyu.edu

剑桥学子乐于迎接挑战，勇于尝试新事物，能够综合所学
的知识。
Phil Ballinger，美国华盛顿大学招生入学副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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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资质证书的学生在我们校园里有着出色的表
现。
他们为我们的课程学习做好了充足准备。
我们发现剑桥学子非常有自信，
也掌握了深入的科目知识，并且具备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Stuart Schmill，麻省理工学员招生主任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通常，正在学习或已经完成A Level课程的学生在参
加高等或主要科目考试并获得等级 C 或以上成绩
后，可以抵免6-12个学时学分。
学习某些AS Level科目
并获得合格的成绩之后，学生可以获得3-6个学分。
e: gadm@psu.edu
w: www.psu.edu

斯坦福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获得GCEA Level（等级 A-D）
，则每个科目最多可以获
得12个学分，具体兑换科目可参考大学理事会的AP
对应科目的学分兑换。
e: intl.admissions@stanford.edu
w: www.stanford.edu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对于成功完成A Level科目学习，并提交官方A Level考
试资质证书的学生，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最多
可以奖励相当于一个学年的大学学分。对于成功完
成AS Level科目学习的学生，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最多可奖励相当于半个学年的大学学分。
e: askadmi@uts.cc.utexas.edu
w: www.utexas.edu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学习A Level科学/数学科目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学生可
获得8个学分，如果是科学/数学以外的科目，则可获
得6个学分。
如果是AS Level课程，学习科学/数学科目

并取得合格成绩的学生可获得4个学分，对于科学/
数学以外的科目，则可获得3个学分。
e: um-admit@umd.edu
w: www.umd.edu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持有7门或8门剑桥国际IGCSE和A Level科目成绩的学
生可以申请入学。 如所选择的入学专业中如果也提
供类似科目的学习，对于A Level科目（分数等级 A*-B）
，可以奖励学生8个先修学分。
e: admitusc@usc.edu
w: www.usc.edu

华盛顿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学。
根据具体情况，持有A Level资质证书最多可获得相当
于一学年的学分，持有AS Level资质证书最多可获得
相当于半学年的学分。请联系大学了解更多详细信
息。学分评估将在申请人被大学录取并提交最终的
官方考试资质证书后进行。
e: askuwadm@u.washington.edu
w: http://admit.washington.edu

耶鲁大学

持有剑桥国际A Level资质证书的学生可以申请入
学。
获得成绩等级A或B的学生可以获得学分。
根据
具体情况，学习A Level课程的学生可以使用已完成
的A Level科目的成绩替代SAT II科目考试。
经学生的
学术教师认可批准后，耶鲁大学才会给予A Level课
程学分。
e: student.questions@yale.edu
w: www.yale.edu

请注意：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也被称为GCE A Level。
某些认
可声明将会沿用这样的说法。

留学美国–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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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 IGCSE® 资质证书的认可

一些美国大学接受持有5门剑桥IGCSE课程并取得C或以上等级成绩的学生的入学申
请。
这是学生可以提交美国大学入学申请的最低要求，但并不能保证被录取，因为学
校可能要求提交其他资质证书，例如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的资质证书。
只提交剑桥IGCSE课程资质证书即可被录取的学校
大多是二年制的美国社区学院。顶尖大学在录取学
生时通常要求学生具备剑桥国际AS & A Level课程
的资质证书，但也会考虑学生的剑桥IGCSE课程成
绩。以下是美国院校的正式认可声明的一些示例。
请 搜 索 我 们 的 认 可 数 据 库 ，查 看 全 部 详 细 信
息：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

科德角社区学院

IGCSE 和 O Level 课程资质证书满足科德角社区学
院的最低入学要求。
至少需要通过五门考试。
e: admiss@capecod.edu
w: www.capecod.edu

艾弗里特社区学院

IGCSE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艾弗里特社区学
院的最低入学要求。至少应获得五门科目的资质证
书（包括英语和数学），并取得C或者以上等级的.
成绩。
e: admissions@everettcc.edu
w: www.everettcc.edu  

那桑社区学院

IGCSE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那桑社区学院的
最低入学要求。
学生至少需要通过5门考试。
e: admissions@ncc.edu
w: www.ncc.edu

帕萨迪纳市立学院

希望通过剑桥IGCSE和O Level资质证书入读帕萨迪
纳市立学院的国际学生必须通过五门IGCSE科目考
试，其中必须包括英语、数学、人文科目、第二语言
和另外一门科学科目，并取得C或者以上等级的成
绩。
我们不接受自学这些课程的学生申请。
e: iso@pasadena.edu

w: www.pasadena.edu

普渡大学

必须通过5门剑桥IGCSE或O Level课程科目的学习
（A-C 等级的成绩）
，例如英语、数学、生物、化学或
物理，我们才会考虑你的入学申请。
e: admissions@purdue.edu
w: www.purdue.edu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剑桥IGCSE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圣地亚哥州
立大学的最低入学要求。学生至少应当通过包括英
语和数学在内的5门科目，不得有重复科目，并取得
C或者以上等级的成绩。
e: isc.reception@sdsu.edu
w: www.sd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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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荷华大学

剑桥IGCSE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爱荷华大学
的最低入学要求。学生至少应当通过6门科目的考
试，并取得C或者以上等级的成绩，所提交科目中需
包括数学、科学、人文学科和语言类学科。
e: admissions-intlug@uiowa.edu
w: www.uiowa.edu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

剑桥IGCSE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明尼苏达大
学双城分校的最低入学要求。学生至少应当通过6
门科目的考试，并取得C或者以上等级的成绩。
e: admissions@tc.umn.edu
w: www.umn.edu

西华盛顿大学

剑桥IGCSE 和O Level课程资质证书满足西华盛顿大
学的最低入学要求，只要学生满足不同科目的学院
学术要求即可。
e: admit@wwu.edu

w: http://admissions.wwu.edu

认可剑桥资质证书的美国大学分布图

剑桥IGCSE资质证书、剑桥O Level资质证书和剑桥国际AS & A Level资质证书
剑桥国际AS & A Level资质证书

剑桥IGCSE资质证书和剑桥O Level资质证书

夏威夷

在美国，有680多家院校正式告
知我们，他们接受持有剑桥资
质证书的学生的入学申请。

留学美国–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美国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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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认可数据库
我们的认可数据库展示了全球范围内已正式以书面形式
认可剑桥资质证书的院校。
最新的认可声明会定期更新在
数据库中，便于学生查看哪些院校接受他们的剑桥资质证
书。你可以搜索特定的大学，查看他们针对剑桥学子的入
学标准。
如需了解最新信息，或查找你心仪的院校，请访问我们网
站的认可信息页面：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recognitionsearch

认可工具包
巴基斯坦有着自己独特的入学要求，我们愿意为希望申请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院校的学生提供支持。
在线帮助
你可以在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help 查找有关剑
桥国际考试和服务的常见问题解答。
请在搜索框内输入你的问题，或使用菜单功能。

客户服务
你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 或
致电 +44 1223 553554。
我们每周六天，每天24小时竭诚为你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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