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衔接课程项目 

圣里奥大学衔接课程项目是专门为国际留

学生开设的一个学术项目。该项目提供多

种学术课程，旨在为符合条件的留学生创

造机会使其顺畅地适应美国的学术环境。

满足入学该校的最低英语水平要求的国际

留学生即可报读衔接项目。 

■  为什么选择圣里奥大学衔接课程项目？ 

 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倾力奉献，帮助你在

新的学术环境中获取成功。 

 多种精心设计的课程促成你的学术发

展：掌握学术交流技能，提高学习能

力，熟悉美国的学术文化。 

 在该项目学习可以获得高达 30 分的大

学本科选修课学分。  

 在景色优美、现代化的校园享受学习。

圣里奥大学是佛罗里达州历史最悠久

的天主教院校，也是中佛罗里达的名

校之一。  

 成为圣里奥大学学术群体的一员。该校

接纳不同信仰的学生传统悠远。 

■ 录取资格 

如果你准备开始攻读本科学业但是你的语

言水平考试成绩低于学校录取的一般要

求，那你就可以报读我们的大学衔接项

目。 
常规班 (两学期)：英语中级水平的学生（45-64 

- 托福 iBT，5.5- 雅思，58-69 -  密歇根英语水平

考试）将会被编排到常规班，修完衔接项目的

所有课程。 

快班（一学期）: 英语中高级水平的学生（65-78 – 托福 iBT, 6 – 雅

思, 70-84 -密歇根英语水平考试) 将会被编排到快班，修完衔接项目

第二学期开设的课程。详情参见 2013-2014 年度学业目录。注：如

果一个测试分项（写作，阅读，口语/听力）成绩较低，课程安排

会进行具体修改以满足学生的特殊需求。 

从美国高中毕业的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如果其 SAT（学术水平测

试）语文成绩低于 450 分将会参加入学测试以确定其合适的班种。 

该校保留更改以上录取标准的权利。 

■ 课程系列 

第一学期 (15 学分) 

ENG 114 – 二语作文与语法(3 学分) 

ENG 115 – 大学阅读 I (3 学分) 

ENG 120 – 听力、课堂笔记技巧、口语(3 学分) 

SLU 105 – 美国文化与大学生活介绍(3 学分) 

SLU 110 – 学术学习实验课 I (2 学分) 

SLU 101 – 大学体验概况(1 学分) 

第二学期 (15 学分) 

ENG 118 – 二语作文(3 学分) 

ENG117 – 大学阅读 II (3 学分) 

SLU 112 – 学术学习实验课 II (2 学分) 

SLU 200 – 学习实验课(1 学分) 

*获批准的大学探索课程(3 学分) 

*获批准的大学探索课程(3 学分)  

快班（一学期） 

ENG 118 – 二语作文(3 学分) 

ENG117 – 大学阅读 II (3 学分) 

SLU 112 – 学术学习实验课 II (2 学分) 

SLU 105 – 美国文化与大学生活介绍(3 学分) 

SLU 101 – 大学体验概况(1 学分) 

*获批准的大学探索课程(3 学分) 

注：根据学生的写作技能，部分学生需要选修 ENG119:高级二语写作 

 



■ 课程简介 

ENG 114 – 二语作文与语法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该课程旨在纠正非本族语学生的特殊语言问

题，强调口头与书面的学术英语。(3 学分) 

ENG 118 – 二语作文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修完

ENG114 课程。 

该课程旨在帮助非本族语学生提高批判性思

维、论证能力及学术写作技能，逐步强调英语

习惯用法和学术文本结构。(3 学分) 

ENG 120 – 听力、课堂笔记技巧、口语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该课程旨在提高非本族语学生的学术听说 能

力， 着重讲授课堂记笔记的技巧、多种环境下

的学术交流以及演讲技能。(3 学分) 

ENG 115 – 大学阅读 I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该课程旨在促进非本族语学生批判性阅读同时

增长学术词汇， 着重教授学生运用有效的阅读

策略以增进对普通学术文本的理解。(3 学分) 

ENG 117 – 大学阅读 II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修完

ENG101R 课程。  

该课程帮助学生掌握重要的学术阅读技能以及

运用有效的批判性阅读的策略。在本课程中，

学生将会积极地阅读大学层次的文本，批判性

地研究文本结构模式，识别论点论据，分析文

本里各个论证的关联性。(3 学分) 

SLU 105 – 美国文化与大学生活介绍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 

该课程为刚入美国大学的国际留学生开设，着

重提高留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并给予留学生机

会分析他们在美国学习生活中将会面临的复杂

的社会、伦理和学术问题。 (3 学分) 

 

SLU 110 – 学术学习实验课 I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该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学术技能以及对信息资源的评估能力，

使他们熟悉大学的规程、制度和资源，同时发展他们在口头与

书面上的学术表达能力。(2 学分) 

SLU 112 – 学术学习实验课 II  

前提条件: 已被大学衔接项目录取; 修完 SLU ENG2 课程。  

该课程旨在提高非本族语学生的学术技能，着重培养学生在学

术活动中积极批判性地使用信息资源，促进学生的批判阅读、

逻辑思维和学术写作。(2 学分) 
  

为衔接项目学生及所有本科学生开设的课程 

SLU 101 – 大学体验概况 

该课程提供给学生一个独特的集体的智力性体验。它帮助学

生、任课教师、学术导师建立起熟悉合作的纽带。它提供给学

生有效的学术策略和人生策略的框架，帮助他们在课堂内外获

取成功。在该课程中，学生进行反思性写作，小组和全班讨

论，个人与集体演讲，和多样的网络互动的活动。本课程还辅

以集会和不同学科领域的嘉宾演讲，内容包括职业发展、主修

专业、校园服务、个人理财、 圣里奥历史以及我们的罗马天主

教激发的价值观 。另外学生也成为援助组的积极成员， 探究

大学一年级新生遇到的普遍问题。（1 学分） 

SLU 200 – 学习实验课 

该课程强调学生的积极变化：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增强自信

力和学术成功的潜力。(1 学分) 

两门选修的大学探索课程(6 学分)  

联系方式 

艾奥娜·萨内瓦博士， 

大学衔接项目部主任 

助理教授 

文理学院英语、美术、人文系 

圣里奥大学, 佛罗里达圣里奥，邮编: 33574 

电话: (352) 588-8384  

电子邮箱: iona.sarieva@saintle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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