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大学成立于1831年，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拥有诸多诺贝尔奖、普利策奖、阿贝尔
奖等重大奖项得主。学校以追求学术卓越为目标，并致力于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优秀人才。近年来，学校综
合排名不断攀升，诸多学科在世界名列前茅。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等颁
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纽约大学均位列全球前40名、全美前30名。

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于2013年，是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的第一所中美合作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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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纽约大学目标建设成为一所世界级的、多元文化融合、文理工学科兼有的研究型大学，成为全球化进程
中不同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的典范。

关于纽约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部分知名校友

1948年、1950年、1977年分别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学士、硕士、博士
学位，1987年至2006年任美联储第13任主席

1968年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至2005年任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执行主席，2006年旭日勋章得主

1984年获纽约大学艺术硕士学位，2013年和2006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导演奖得主，2006年和2001年美国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得主

1968年获纽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2001年任纽约市市长

1977年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MBA学位，纳斯达克OMX交易所首席
执行官

1976年获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至2007年和2009年至2014年任
中国国民党主席，2008年至2016年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971年、1974年分别获纽约大学国际法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诺贝尔
和平奖得主，第4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1985年至1991年在纽约大学学习并先后获金融学硕士和会计学博士学
位，2015年至2016年任中国国民党主席，2002年艾森豪威尔杰出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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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纽约大学于2013年招收首届学生。每届学生
中，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各一半，构成一个真正国
际化、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国际学生来自美国、加
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英国、西班牙、法
国、德国、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摩洛哥、乌干达、
坦桑尼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澳大
利亚等70多个国家；中国学生来自北京、上海、江
苏、四川、山东、福建、台湾、广东、香港、新疆、内蒙
古、黑龙江、广西、云南、海南等31个省市。每位学
生均有至少一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室友。

作为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的一员，上海纽约
大学所有学生从大三起，均有一到两个学期的机
会，到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的其他校园以及
海外学习中心进行海外学习。学生可选择位于纽
约、阿布扎比的门户校园以及位于阿克拉、柏林、
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伦萨、伦敦、马德里、巴黎、
布拉格、悉尼、特拉维夫、华盛顿特区等11个城市
的海外学习中心。海外学习期间学费标准不变，学
生需自己承担海外学习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保
险费、生活费等。

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群体构成是怎样的？ 我在上海纽约大学就读期间，
是否有机会去纽约学习？

如考生所在省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取消
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考生在通过上海纽约大学

“校园日活动”考察且获得预录取资格或待录取资
格后，高考成绩须达到所在省的自主招生控制分
数线（浙江为第一段分数线），再由上海纽约大学
根 据 录 取 政 策 进 行 录 取（详 见《上 海 纽 约 大 学
2018年本科招生方案》）。

如我所在的省取消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
上海纽约大学对我的高考成绩如何要求？

中国学生是否可以通过提交SAT/ACT/IB
/AP等成绩来申请就读上海纽约大学？

尽管上海纽约大学不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
标准，但所有中国学生（港澳台学生除外）都必须
参加高考，方可申请就读上海纽约大学 。就读
SAT/IB/AP/ACT等国际课程的中国籍学生如不参
加高考，则无法申请上海纽约大学。港澳台学生必
须参加港澳台联合招生考试或台湾学测考试，方
可申请就读上海纽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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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海纽约大学咨询中心
官 方 微 博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新浪微博）
官方QQ群 ： NYUSH招生官方 - 华东          111393813
     （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NYUSH招生官方 - 华北东北    312415903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
     NYUSH招生官方 - 西南西北    584188864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NYUSH招生官方 - 华中华南    605743020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港澳台）
官 方 微 信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办（NYUSHZS）

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通用申请英语短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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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ect you, and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Describe a problem you've solved or a problem you'd like to solve. It can be a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 research query, an ethical dilemma - anything that is of personal importance, 
no matter the scale. Explain its significance to you and what steps you took or could be 
taken to identify 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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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be a topic, idea, or concept you find so engaging that it makes you lose all track of 
time. Why does it captivate you? What or who do you turn to when you want to learn more?

Share an essay on any topic of your choice. It can be one you've already written, one that 
responds to a different prompt, or one of your own design.

We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your interest in NYU. We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at motivated you to apply to NYU and more specifically, why you have applied or 
expressed interest in a particular campus, school, college, program, and/or area of study? If you 
have applied to more than one, please tell us why you are interested in each of the campuses, 
schools, colleges, or programs to which you have applied. You may be focused or undecided, or 
simply open to the options within NYU's global network; regardless, we want to understand - 
Why NYU? (400 word maximum)

The essay demonstrates your ability to write clearly and concisely on a selected topic and helps 
you distinguish yourself in your own voice. What do you want the readers of your application to 
know about you apart from courses, grades, and test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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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pplication won't accept a 
response shorter than 25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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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al Essay

Why NYU Essay



一、招生对象
上海纽约大学寻找的是学业优异、英语能力突出，
具有强烈求知欲和好奇心，勇于挑战自我，乐于尝
试新事物，能够适应国际化竞争环境，并且愿意成
为跨文化沟通桥梁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符合高考报名条件并参加2018年高考的学生均可
申请报考上海纽约大学。
上海纽约大学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将从所有
申请学生中邀请部分优秀学生参加“校园日活
动”，并在考量学生“校园日活动”表现的基础上，结
合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等，通
过高校招生综合评价体系录取学生。

二、招生计划
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面向全国招收201名学生，招
生计划不做分省安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
名额不设上下限，在所有申请学生中择优录取。
各省招生主管部门编印的《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专业和计划》中的上海纽约大学招生计划数及专
业名称，仅用于学生高考志愿填报，与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最终录取人数和学生入学专业无关。

三、申请方式
1. 提交“通用申请”（Common Application）
所有申请报考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都必须登录
美 国 大 学 本 科 入 学 在 线 申 请 系 统 C o m m o n 
Application（www.commonapp.org），填写“通用
申请”，并于2018年1月1日前在网上提交。
注：可至学校官网招生方案页面下载《通用申请填

写指导教程》并按教程填写。“通用申请”填写比较复
杂，为避免截止日期临近时，因系统繁忙而导致提交
不成功的情况，建议学生至少提前一周提交。
2. 在线填写并打印《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校园日活动
申请表》
完成“通用申请”注册步骤后，学生需在上海纽约大学

“校 园 日 活 动 报 名 系 统”（h tt p s : / /c n . a p p l i ca-
tion.shanghai.nyu.edu/）实名注册，按要求在线填写、
提交并打印《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校园日活动申请
表》（打印纸张务必设置为A4纸格式大小）。

“校园日活动报名系统”为上海纽约大学招生线上中
文报名系统，通过身份证实名注册唯一个人账号。登
录“校园日活动报名系统”，申请学生可以在线完成：

（1）填写、提交、打印《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校园日活
动申请表》

（2）查看最新官方招生公告和常见问题解答
（3）查看各阶段申请状态和结果（申请状态和结果如有

更新，将于第一时间通过绑定的邮箱和手机告知）
（4）获得预录取和待录取资格的学生在线填写高考成绩

3. 寄送书面申请材料
完成以上申请步骤后，学生还须向上海纽约大学招生
办提交以下书面申请材料，所有申请材料应清晰、真
实、完整。每页材料须在右上角空白处手写注明申请学
生的Common App ID，用标准A4纸打印或复印，并按以
下次序排放（申请材料请勿装订，不要加装各类订书
针、封面、封底、装订夹等，以免剔除时误损申请材料）：

（1）《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校园日活动申请表》（可在上
海纽约大学“校园日活动报名系统”下载打印）

（2）高一、高二每学期期中期末成绩和高三期中成绩

（须注明单科满分）、年级排名（按文理排名，如中学不提
供排名，请出具证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成绩复
印件。以上材料均须加盖中学相关部门公章。如中学有
既定的格式，以中学出具并加盖公章的成绩单为准。
上海、浙江的学生请同时提供已参加的选考科目成绩。
如发现成绩不实，经查实后一律取消学生的申请和录
取资格，并将所在中学纳入非诚信学校。

（3）高中期间主要获奖证书复印件及其他证明自己特
长和优势的材料（非必需）。
申请材料须于2018年1月1日前以快递方式邮寄至上海
纽约大学招生办公室（以当地寄出日期为准）。所有申请
材料恕不退还，请学生自行备份。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55号，上海纽约
大学招生办公室收
邮编：200122；    联系电话：021-2059 5599

四、选拔程序
1. 审核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委员会将对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并于2018年1月3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学生初审
结果。
2. “校园日活动”
初审合格的学生受邀参加上海纽约大学“校园日活动”，
学校将通过模拟课堂、英文写作、团队活动、个别面谈等
方式考察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以及求知欲、领导力、学
习能力、适应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团队精神
等各方面素质。

“校园日活动”全程用英语进行，在春节后的周末分批进
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

五、录取政策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委员会将根据学生“校园日活动”表
现，对每位学生进行严谨的评价和讨论，并给予相应录
取政策：
A.   预录取：学生须参加2018年普通高考，高考成绩达到
生源所在省本科第一批录取控制线（一二本录取批次
合并的省为自主招生控制分数线，浙江为第一段分数
线），上海纽约大学即予以录取。
B.  待录取：学生须参加2018年普通高考，高考成绩达到
生源所在省本科第一批录取控制线（一二本录取批次

合并的省为自主招生控制分数线，浙江为第一段分数
线），上海纽约大学将结合学生申请过程中的各项因
素，包括高考成绩，综合评定，择优录取。
如考生所在省级招生办公室另有规定，则按省招办规
定办理。 

六、学费及奖助学金
2018年入学本科生学费：第一、二学年每年人民币
120,000元，第三、四学年每年人民币180,000元。
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的学生，学校将根据学生在“校园
日活动”中的表现和申请材料给予部分学生奖学金。奖
学金设二档，将按学期分四年发放：上海纽约大学全球
典范奖，共人民币240,000元；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菁英
奖，共人民币80,000元。
对于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但家庭无法承担学习和生
活费用的学生，在学生按要求提供的家庭经济状况信
息真实完整的前提下，学校将酌情提供助学金，学校不
希望被录取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终身发展的
机会。
学生在校期间，还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及各级奖助学
金。学校还会提供大量校内外实习机会进一步帮助学
生减轻经济负担。

七、颁发证书
上海纽约大学学生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将获得以
下全日制本科证书：
1. 上海纽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监制）
2. 上海纽约大学毕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
制）
3. 美国纽约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美国纽约大学颁发）

八、监督机制
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过程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保证不同经济背景、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的学生都
有机会申请入学，接受考生及家长与社会各界的监督。
监督电话：021-2059 5255
监督邮箱：shanghai.jiandu@nyu.edu 

上海纽约大学将中美优质高等教育的优势相结合，精心打造注重激发和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体系、教
学环境和培养模式，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激烈竞争的精英人才。学
生入学时不分专业，通过完成涵盖不同学科和领域的核心课程，在对各个学科的内容、前景，以及自身特点
有了深入认识以后，最迟可在大二结束前完成专业的选择。从大三起学生可以选择前往纽约大学全球教育
体系中的其他校园和学习中心进行为期1~2个学期的海外学习，大四返回上海完成本科学业。
上海纽约大学在全面审视每位申请学生的通用申请和提交的材料基础上，通过“校园日活动”评价、高中学
业和高考成绩相结合的招生录取模式，选拔出一批最适合上海纽约大学的优秀学生，而非采用高考成绩为
单一依据的招生录取方法。其中，“校园日活动”是上海纽约大学首创的招生录取重要环节，着重考察学生
的语言能力、综合素质，以及与学校的适合度和匹配度。

上海纽约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方案（中国大陆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将对所有申请人进行
全面、综合的评价，而不仅仅基于其考试成绩。与
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过程相似，所有申请人都需
要 在 每 年 1 月 1 日 前 填 写 并 提 交 通 用 申 请

（Common Application）。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
按要求寄送高中成绩单等申请材料。通过通用申
请和材料审核的学生将被邀请参加“校园日活
动”，学校将通过模拟课堂、英语写作、面谈、团队
活动等多个环节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学
生与上海纽约大学的“匹配度”。校园日活动中表
现优异的学生可获得相应录取资格（详见《上海纽
约大学2018年本科招生方案》）。

对于申请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来说，优秀的学业成
绩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学校还将全面
评价每一位学生的综合素质。首先，学生必须具备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上海
纽约大学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在个性方面，上海纽
约大学的学生要乐于接受新体验，探索新知识，在
倾听和提问中寻求前进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上海
纽约大学的学生要有强烈的好奇心、社会责任感和
共鸣感。简而言之，上海纽约大学寻找的是未来的
发明家、企业家、学者、领袖。

上海纽约大学的招生录取程序是怎样的？ 上海纽约大学招生过程中主要看重
哪些因素？

上海纽约大学常见招生问题 

www.shanghai.nyu.edu

Adam Brandenburger
上海纽约大学创新与创造力项目负责人、联聘教
授，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J.P.  Valles教授，纽约
大学坦登工程学院杰出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商
学院任教。

Jian Chen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杰出历史教授，著名国际关系
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教
授，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顾问。

Yuxin Chen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杰出商学教授、商学部主
任，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零售学讲
席教授、市场营销学终身教授，并曾在纽约大
学斯特恩商学院任教。

Jeffrey Lehman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暨美方校长、法学教
授，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密歇根大学法学院
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院院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友谊奖”得主。

Fanghua Lin
上海纽约大学副教务长，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
究所Silver讲席教授，美国数学学会会士，美国
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Maria Montoya
上海纽约大学文理学部主任，全球历史学副教
授，纽约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Charles Newman
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Silver讲席教授，美国
数学学会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
与科学院院士、巴西国家科学院院士。

Keith Ross
上海纽约大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部主任，纽约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讲席教授，曾在宾夕法尼亚大
学任教。

Vladas Sidoravicius
上海纽约大学数学教授，纽约大学全球杰出教授，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Jianye Wang
上海纽约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波动研究中心主
任，丝路基金董事总经理，曾任中国进出口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入选国家首批“千人计划”。

Joanna Waley-Cohen
上海纽约大学教务长，纽约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
历史学教授，获剑桥大学中国研究学学士及硕士学
位、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Jun Zhang
上海纽约大学及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数学教授，
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实验室联合主
任。

Zheng Zhang
上海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纽约大学全球杰出
教授，纽约大学库朗数学科学研究所计算机科学系
及数据科学中心联聘教授，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
院长兼首席研究员。

Eitan Zemel
上海纽约大学发展战略副校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
学院副院长，曾任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运营
研究讲席教授、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系系主任。

上海纽约大学所开设的专业与主修方向

金融学

经济学

生物科学

神经科学

物理学

化学

电子信息工程（电子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

数字媒体技术（互动媒体艺术）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学）

世界史（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全球中国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首次招生，于2017年5月正式迎来首届毕业生。他们结束了四年
精彩的求学生涯，或进入自己心仪的企业工作，或踏入心中理想的学府深造。以下仅
罗列中国学生部分就业及升学信息作为参考。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我校职业发展中
心２０１８年年初公布的就业质量报告。

部分就业企业

阿迪达斯 安永

艾社康健康咨询 波士顿咨询

毕马威 德勤

富谙智信息技术 金鹏航空

纪梵希商贸 普华永道

裸心集团 米高蒲志

欧莱雅尼尔森

群邑 喜力

真格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招商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部分升学高校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巴黎高等商学院 宾夕法尼亚大学

杜克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罗切斯特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 墨尔本大学 南加州大学

纽约大学 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 香港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上海纽约大学部分知名教授

康奈尔大学

卡内基梅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