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卓美 江苏之星
奖学金选拔活动决赛

美国高校招生会

$5,000,000
美国大学奖学金 

给江苏省最优秀的学生

Jiangsu Star
Students Search



选拔活动主办方
Organizers

IntroAmerica Inc. – www.introamerica.com & www.introamerica.cn
 IntroAmerica公司专注于帮助中国学生更好地适应美国高校生活、
并为其提供美国高校、奖学金、实习机会等相关信息。我们的目标是让
学生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愉快且成功。
       我们的创始人是一名美籍华裔、她很清楚奖学金对于留学生以及其
家庭的重要性。她自己也受益于纽约大学和强生公司的奖学金、同时也
十分珍视这次与江苏省教育学会考试专业委员会的合作机会。
 首届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将为江苏省内的所有高
中生提供赴美就读本科的机会、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将致力于帮助这
些明日之星圆他们的美国留学梦。

江苏省教育学会考试专业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学会是省教育厅领导下的教育学术研究机构、考试研究
委员会是以江苏的高考、中考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研究机构。学会
致力于中学教师及学生的服务平台构建工作、成立以来每年就江苏中、
高考命题思路、考试技巧等方面为教师、学生提供权威的、多样化的指
导服务。

美国学院及大学招生研究中心（NRCCUA www.nrccua.org
       NRCCUA在过去40年里致力于为高中毕业生、大学招生人员和大
学之间架设桥梁、提供咨询服务。该机构每年面向全美两万两千所私立
和公立高中的520万学生进行教育计划调查、以帮助大学更好地选拔符
合他们要求的学生。美国各学院和大学同NRCCUA合作、将他们的课
程和相关信息提供给有意申报的学生。  
 IntroAmerica很荣幸能与NRCCUA合作、在全美范围内招募愿意
向江苏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的院校。

江苏凤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隶属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凭借
集团“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传媒集团”之优势，致力于文化传播、交流
事业。此次主办因卓美 "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旨在推动“文化
传承、国际交流”、为中美年轻一代的文化融合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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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卓美 江苏之星

Wenjing Mao 毛文静
IntroAmerica Inc. 项目经理、获上海
大学文学士、纽约城市大学硕士学
位。留美期间分别担任联合国新闻
部学术影响力项目实习生、纽约公
益组织SUS宣传顾问。目前旅居加
拿大温哥华。

Phillip Wang 王骊鹏
武汉因卓美教育咨询公司总
裁。获武汉大学数理经济试验
班双学士、哥伦比亚大学金工
程硕士学位。华夏基金数量投
资部研究员。本科期间曾在美
国AXA、北京UBS证券部实习。

欢迎全省高中生参加

奖学金选拔活动

本活动由江苏省教育学会协办

活动说明
IntroAmericaTM与江苏省教育学会共同举办中国首届省级美国大学奖学金选拔活动、暨
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活动时间为2014年5月至10月、旨在选拔江苏省
内有意于2015年秋季前往美国留学的优秀学生。这项前所未有的活动将为近500所高中
的一万五千名学生提供一个通过参加写作和面试活动赢取美国大学奖学金的机会。

活动目标
在中国优秀高中生中选拔出一批对美国留学有准备、热情高的学生。增进江苏省学生以
及学生家长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申请流程以及美国文化、大学生活的认识。为江苏省
学生提供与美国大学招生官员见面的机会。

复试安排
由于部分奖学金和奖金对获奖者有面试要求、300名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需要于10月4
日参加在南京索菲特银河酒店举行的面试。复试现场还安排美国高校入学及校园生活讲
座、以供学生和其他观众与美国各高校代表零距离交流。

参与“江苏之星”活动的美国高校将提供部分及全额奖学金或者减免学费
颁奖典礼将于10月5日举行、邀请所有300名进入复试的学生及家长参加。请注意所有
高校指定奖学金为因卓美“江苏之星”进入最终轮的学生所保留。所有奖学金需等学生通
过高校正常入学申请过程于2015年秋季入学后正式授予。10月5日下午颁奖典礼之后、
高校咨询会将邀请所有有意与美国高校代表见面的学生及家长参与。

活动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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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可错过的机会！
额外的奖学金赞助及实习机会!

Douglas Elliman (道格拉斯·埃利曼）：道格拉斯·埃利曼的玛丽·
拉蒂默·钟和哈里·钟将会提供2500美金的奖学金给江苏省的一位
最优秀的学生。奖学金将会支付给2015年秋季学生选择就读的学校。

Institute of Global Student Success, 即IGSS、即国际学生成功学
院。将为IGSS所办的为期一年的“学生技巧提升、辅导和社交锻炼项
目”提供7800美金的奖学金。

IntroAmerica™公司将会向12名到美国大学就读的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在他们大二、大三或大四的时候（在美国大学的第二、第三、第四
年）。预计2016年会有第一批实习生加入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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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500所高中受邀参与本次活动、 
活动组收到以下33所学校推荐的优秀学生参加

Lumu High School 陆慕高级中学
Lujia High School 陆家高级中学
Jiangsu Sancang Middle School 三仓中学
Jinsha High School 金沙中学
Jiawang High School 贾汪中学
Jiangsu Baita High School 白塔高级中学
Taizhou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泰州实验中学
Jiangsu Qidou Occupation Technical 大丰市职业技 
School 术学校
Jiangsu Taixing Middle School 泰兴中学
Mengxi High School 沭阳梦溪中学
Shuyang International School 沭阳国际学校
Jiangsu Changshu High School 江苏省常熟中学
Zhengde High School 正德中学
Jiangsu Henglin High School 横林高级中学
Baoying High School 宝应中学
Dagang High School 大港中学

Tangqiao High School 塘桥高级中学
Xuzhou No.3 Middle School 徐州三中
Jinling High School Hexi Branch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Cangzhen High School 沧镇中学
Taixing No.1 High School 泰兴市第一高级中学
Suzhou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苏州实验中学
Guazhou High School 瓜洲中学
Xiuyuan High School 修远中学
Peixian High School 沛县中学
Nanj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南京外国语学校 
Luoyang Senior Middle School 洛阳高级中学
Jurong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Wujiang Shengze School 吴江盛泽中学
Taixing the Third Middle School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Tongyang High School 潼阳中学
Taixing the Second Middle School 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 
Dantu Senior High School 丹徒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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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你将有机会赢得美国 
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以下是提供奖学金的大学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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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列表
IntroAmerica Jiangsu Star Students Search Scholarships

学院                 金额      数量         最大金额*
College Amount Qty R * Max$*per Student

Anderson University (安德森大学) $3,000 No limit 3 $12,000 
Anderson University (安德森大学) $5,000 No limit 3 $20,000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20,000 1 3 $80,000 
College of St. Elizabeth (圣伊丽莎白学院) Up to full tuition Varies 3 $29,000 
Denison University (丹尼森大学) $22,000 1 3  $88,000  
Lynn University (林恩大学) $12,000 1 3 $48,000  
Queens University of Charlotte **  Up to full tuition 1 3 $115,200 
(夏洛特皇后大学)  
Southern Utah University (南犹他大学)  $5,000 3       — $5,000  
St. John Fisher College (圣约翰费舍尔学院)  $14,000  1 3 $56,000  
St. John Fisher College (圣约翰费舍尔学院)  $12,000  1 3  $48,000  
St. John Fisher College (圣约翰费舍尔学院) $10,000  1 3  $40,000  
St. Michael’s College in VT (圣迈克尔学院)  $5,000  1 3  $20,000  
St. Michael’s College in VT (圣迈克尔学院)  $10,000  1 3 $40,000  
St. Michael’s College in VT (圣迈克尔学院) $15,000 1 3  $60,000  
Sterling College in Vermont (斯特林学院)  $5,000  1 3  $20,000  
Sterling College in Vermont (斯特林学院)  $10,000  1 3  $40,000  
Sterling College in Vermont (斯特林学院)  $20,000  1 3  $80,0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3,000 to 50% tuition 1 3 $42,3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7,000  1 3 $28,0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8,000  1 3 $32,0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10,000  1 3 $40,0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5,000  1 3 $20,000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Varies by Department   Varies 3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大学)   $17,000  10 3 $68,000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大学)   $9,000  10 3 $36,000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大学)   $6,000  5  3  $24,000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大学)   $3,2505 3   $13,000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 (北爱荷华大学)     $1,000-$4,000  25 3  $16,000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大学)   $10,000   No Limit 3 $40,000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大学) $35,000  10  3 $140,000 
University of Vermont (佛蒙特大学) $10,000  1 3 $40,000 
Winthrop University **(温斯洛普大学)   $12,000  Multiple 3 $48,000   
Winthrop University **(温斯洛普大学) $4,000 to 27,000  Multiple 3  $108,000

* R - 学生在校成绩持续达到大学要求的话奖学金能再续三年、合计四年。  
Max $* - 如果学生符合大学要求的话、每位学生四年能获得的最大金额。 
** (皇后)大学将会提供全额的奖学金、(温斯洛普)大学将会提供各种奖学金、最高金额达到10800美元、 
(肯塔基)大学将会提供最高50%的学费减免、(北爱荷华)大学将会提供1000到4000美元的奖学金。

在学生赢得大学奖学金的同时、想要得到奖学金的话获奖学生必须还要满足大学的其它所有入学要
求、其中可能包含校内成绩平均积点(GPA),SAT,ACT,雅思或者托福的成绩、还有其它大学所要求的标
准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学生在江苏之星奖学金项目之前没有达到大学录取的这些其它要求是可以理
解的。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学生必须报名就读给他奖学金的学校、才可以获得这个学校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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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码 参 与 高 校
College Participants

详情请参考各校网站

!1

学校 最热门专业 规模 
新生
人数

学生教
师比例

录取
率

ACT

成绩
公立/
私立

邻近的
大城市

TOEFL/IELTS

托福/雅思

强大的

实习工

作机会

女性
比例

是否
住校

留学生
比例

Anderson University

安德森大学
www.andersonuniversity.edu/international 工商管理

小 
(2,621) 502 16:1 64% 21-26 私立

安德森    

小/中 78/6.0 √ 67% 是 2.0%

Boston University 

波士顿大学
www.bu.edu/admissions

工商管理/

综合
大 

(15,028) 4,130 13:1 58% 26-30 私立 波士顿

根据各院系标

准而定/7.0 √ 61% 是 13.0%

College of St. Elizabeth

圣伊丽莎白学院
www.cse.edu

多/

跨學科研究
小 

(958) 160 15:1 58% 未报告 私立 新泽西

接受托福雅思,

具体成绩

没有规定 100% 是 7.0%

Denison University 

丹尼森大学
www.denison.edu 生物学/综合

小 
(2336) 624 10:1 49% 27-30 私立

俄亥俄州哥

伦布市 80 √ 56% 是 6.7%

Lynn University 

林恩大学
www.lynn.edu

商学，管理,

市场营销
小 

(2,400) 15:1 95% 17-21 私立

佛罗里达州

罗德岱堡/

迈阿密 71/6.0 √ 是 2.4%

Queens University of 

Charlotte 雪洛特皇后大学
www.queens.edu 工商管理

小 
(1,397) 350 12:1 55% 私立 夏洛特 79/6.0 √ 74% 是 1.4%

Southern Utah University 

南犹他大学
www.suu.edu 艺术

中 
(5,559) 1,350 21:1 81% 19-25 公立 盐湖城 71/6.0 √ 56% 是 3.4%

St. John Fisher College 

圣约翰费舍尔大学
www.sjfc.edu/freshman 工商管理

小 
(2,916) 525 13:1 63% 22-27 私立 罗切斯特 79 √ 59% 是 0.1%

St. Michael's College

圣迈克尔大学
www.smcvt.edu

商学,生物学,

心理学,

教育学
小

(2,000) 520 13:1 74% 26 私立 伯灵顿

视分数而定,

最低要求79  √ 53% 是 12.5%

Sterling College (Vermont) 

斯特林大学（佛蒙特）
www.sterlingcollege.edu 生物保护学

小 
(93) 17 7:1 75% 私立 61 √ 45% 是

暂无

数据

University of Kentucky 

肯塔基大学
www.applyuk.com 生物学

大 
(17,955) 4,702 18:1 68% 22-28 公立 列克星敦 71/6.0 √ 50% 是 2.3%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大学
www.international.olemiss.edu 工商管理

大 
(12,838) 3,067 18:1 78% 20-27 公立 牛津

 79，参考各学

院具体要求 √ 53% 是 1.0%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北爱荷华大学
www.uni.edu 会计

大 
(10,208) 1,942 17:1 83% 21-25 公立 雪松瀑布

79/6.0. 61-79 

需要非全日制

英语强化 √ 58% 是 3.0%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大学
www.pacific.edu

生物学/

生命科学
中 

(3,541) 958 14:1 47% 22-28 私立 旧金山

79/6.0 

(工程学方向), 
61/5.5 √ 56% 是 4.8%

University of Vermont 

佛蒙特大学
www.uvm.edu 工商管理

大 
(10,168) 2,458 17:1 71% 24-29 公立

伯灵顿

（小） 79/6.5 √ 56% 是 1,7%

Winthrop University 

温斯洛普大学
www.winthrop.edu 艺术

中 
(4,207) 1,143 15:1 71% 20-25 公立 夏洛特 68/6.0 √ 68% 是 3.5%

4     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  | introamerica.cn | introamerica.com |                 : 因卓美 |                : 因卓美



5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 | introamerica.cn | introamerica.com |                 : 因卓美 |                : 因卓美

面试 • 地点：水晶厅
参与者：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第三轮入围学生
主审：活动评委及参与高校的招生官员

美国高校及留学美国生活讲座 • 地点：钻石厅
(此讲座对所有学生、家长及任何有意参加者开放）  
演讲主题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高校种类；
使用高校检索系统;
入学申请过程；
高校申请文书；
置业租赁；
投资移民

2014 
10月4日

活动安排

首 
日

2014 
10月5日

活动安排

次 
日

上午： 
因卓美 “江苏之星”奖学金颁奖礼 • 地点：钻石厅
获得奖学金提名的同学将在舞台上接受最后一轮现场问答、 
以角逐最后的名次。

下午：
>美国高校咨询会 • 地点：水晶厅 
>美国高校及留学美国生活讲座 • 地点：钻石厅

美国各高校代表亲自来到南京与同学们及现场观众面对面。他们
将深入介绍各自的学校和专业、招生过程、入学要求、校园生活
以及其他观众感兴趣的细节。
此环节的目的是尽可能详细地为广大参与者提供美国留学和申请
的信息、希望家长和同学们对美国高等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更
直观的了解。
讲座主题包括以下内容;
高校招生过程;
高校代表介绍;
置业租赁;
投资移民

活动日程安排
（活动安排日程与细节均可能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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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St. Mary’s College  
–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 Stockton, CA.

Southern Utah University  
– Cedar City, Utah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 Cedar Falls, I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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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St. Elizabeth 
–Morristown, NJ

Norwich University – Northfield,VT.
St. Michael’s College-  Colchester, VT

Sterling College – Craftsbury, VT
University of Vermont – Burlington, VT

St. John Fisher College 
– Rochester, NY

Boston University  
– Boston, MA

Bennett College – Greensboro, NC 
Queens University of Charlotte – Charlotte, NC 
Winthrop University  – Rock Hill, NC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 Spartanburg, SC 
Anderson University – Anderson, SC

Lynn University – Boca Raton, Florida

Denison  University 
– Granville, Ohio

University of Kentucky  
–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 Oxford, Mississi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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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高校、 
奖学金代表及活动评审简介 

College,University & Scholarship Representatives & Judges 

Liheng Bai
Sterling College Representative

白立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哈佛大学暑期大学升学指导学院海外
大学升学顾问协会会员。协助斯特林学院 (Sterling College) 制定和实施在中
国的招生策略和设立面向中国学生的奖学金项目。深谙大学录取招生规则、
对大学校园文化、课程设置和学校录取特点有深刻理解。
baliheng@gmail.com

Robert Calamai 
Professor, NYU/Fordham University

罗伯特·卡拉玛依是人力资源顾问、兼职教授。他同时任职于纽约地区三所
大学：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包括本科和MBA项目）、新泽西罗格斯大学
和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后两者为研究生课程。自2011年9月离开IBM人力资
源部之后至2012年、他担任纽约大学成教学院人力资源项目代理主任、同时
也是该项目助理教授。罗伯特本科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之后获得
佩斯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硕士学位。

Harry Chung 
Real Estate Broker, Douglas Elliman

哈利·钟出生于纽约的华裔家庭、拥有圣约翰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及丘博研究
所授予的电脑编程证书。曾分别担任经济研究公司执行主任、信息科技公司高
级顾问、国际银行副总裁、财经公司市场与财经部主任、医疗卫生公司商业经
理、以及高级会计师。他也是纽约新英格兰社会组织的志愿者与顾问、致力于
为有志于攻读新英格兰地区大学的纽约市学生提供奖学金。哈利是道格拉斯·
阿利曼（Douglas Elliman）公司的授权地产销售人员。  
harry.chung@elliman.com

Colin Barnett
Exam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Support Manager (China)

科林·巴内特在过去的23年里致力于英语教学、培训和评估领域。他在
伦敦大学主修语言学和语音学并拥有剑桥ESOL颁发的英语语言教学的研
究生学位、目前正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数字教育的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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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 
奖学金代表及活动评审简介 

College,University & Scholarship Representatives & Judges 

Pik-Chi Hui 
Recruiter & Representative, Southern Utah University

许壁志、南犹他大学亚洲事务主任、定居该州34年有余。曾分别担任两家
国际电脑公司的首席电脑工程师和首席顾问、也曾任教于犹他州州立大学计
算机系。目前派驻亚州、负责南犹他大学亚洲地区的招生及合作办学等相关
工作、包括“2+2项目”、英语夏令营、语言培训等。他目前的工作重心在
中国。pikchihui@suu.edu

Kathleen Crisp
Asst. Director of Admissions for Intl. Students at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凯特琳·克里斯普是位于加州斯托克顿的太平洋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留学生招生部助理主任。她拥有12余年与留学生打交道的经验、并曾广泛
游历中国的国际、国立高中。她是教育管理专业的文科硕士、曾是太平洋大
学英语语言项目顾问组的成员、也是太平洋大学校园里公认的留学生事务专
家。帮助留学生之余、她还热爱歌剧、阅读和游泳。
kcrisp@pacific.edu

Chris Cowie
Senior Assoc. Director of Admissions, Director of Admissions Technology at Denison

克利斯·科威在高校招生领域工作了二十年。今年是他效力于丹尼森大学
(Denison University) 的第十七个年头。在成为丹尼森大学招生部高级助理主
任和科技招生部主任之前、他曾就职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鲍德温-华莱士学
院、以及位于托莱多的托莱多大学。他致力于帮中助高中学生正确有效地择
校、并对那些有志于报考美国文理学院的学生寄予期望。 
cowie@denison.edu

Mary H. Latimer-Chung 
Real Estate Broker, Douglas Elliman

玛丽·H·拉蒂玛－钟以优异的业绩于2011年荣获道格拉斯·阿利曼 
(Douglas Elliman）公司百年诞辰主席奖。生长于纽约的玛丽以荣誉生身分
别毕业于C.W.Post学院和福特汉姆大学、并获得后者MBA学位。在过去三
十年里、玛丽以其果断、高效及以客户为先的精神成为地产业的翘楚。地产
之外、她还资助当地多个文化教育类慈善机构。玛丽是道格拉斯·阿利曼 
(Douglas Elliman）公司的授权地产经理人。mchung@elli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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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 
奖学金代表及活动评审简介 

College,University & Scholarship Representatives & Judges 

Jason Skinner 
Counselor, Top Admit

杰森·斯金纳作为资深分析师及经理人拥有20年在大中华区的工作经
验、其专业领域跨足金融业及教育业。他拥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MBA学历、并先后担任默克、住友商事、晶华酒店集团等公司顾问、语
言培训机构资深语言训练师及顾问及证券经纪公司语言校稿人员及编辑群
主管、股权分析师。jason@writepathinc.com

Benjamin Moore 
Architect

本杰明·贝利·摩尔、纽约建筑师。生长于俄亥俄州萨勒姆(Salem), 拥有达
特茅斯学院生物化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本杰明在纽约
从事建筑行业长达三十年。他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外祖父那一代、他的
外祖父曾来华工作、母亲和舅舅也都在上海出生。在学习中国建筑和社区建
设的同时、本非常希望中美两地的建筑师和规划者能够互相学习借鉴。
benjamin.moore.1977@gmail.com

Tim Patterson 
Director of Admission, Sterling College

蒂姆·帕特森是佛蒙特州斯特林学院 (Sterling College) 招生办主任、学校位于
该州北部克拉夫茨伯里康门。蒂姆本科在威廉姆斯学院主修政治学、并侧重
国际关系研究。他曾多次前往中国、并能用简单的中文与大家交流。他鼓学
生勇于尝试、大胆在申请文书中分享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对我而言、一
个清晰的目标和强烈的职业道德比成绩要更重要。”
tpatterson@sterlingcollege.edu

Professor Alan Kerzner 
Founder and CEO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ent Success

艾伦·科兹纳教授是国际英才飞腾培训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ent Success) 
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官。国际英才飞腾培训致力于帮助留学生达成他们在美
国的学业、社交和职业目标。在他三十多年的从商经历里，科兹纳教授曾在
跨国公司如宝洁和强生、私募股权公司以及无数成功的创业型公司工作。在
过去五年中、他致力于激发留学生的个人潜力。他目前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
学沃顿商学院和纽约大学。akerzner@globalstudentsucc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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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t Provoost 
Director, Global Engageme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具有30多年国际教育经验的格莉特·普罗伍斯特来自比利时、2009年加入
密西西比大学、现任该校国际项目办公室国际参与部门主任之职。她拥有比
利时KHBO大学教育学/英语-荷兰语、美国威斯康辛州卡罗大学国际政治学
士、及悉尼大学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在加入密西西比大学前、她曾是北卡罗
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国际事务部的助理研究生院院长、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
堡校区国际事务与项目中心的助理主任、卡罗大学国际招生与学生服务办公
室主任,“人人至上”(Up With People) 组织欧非申请部主任。
联系方式 gprovoos@olemiss.edu

美国高校、 
奖学金代表及活动评审简介 

College,University & Scholarship Representatives & Judges 

Katryna Swartwout 
Senior Asst.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卡特里娜·索特沃特、佛蒙特大学国际招生办高级助理主任、拥有近十年招
收留学生的经验、曾任职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作为国际学校委员会顾问、
她曾组织欧亚、中东和非洲的高校的招生之旅。她同时也是国际教育会议的
积极参与者、涵盖的议题包括地区性招募策略、以及如何与“美国教育项
目”合作。卡特里娜的足迹遍布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她热衷于与五大洲的优
秀学子们面对面交流。katryan.swartwout@uvn.edu

Joyce Slayton Mitchell
Author & Education Consultant

乔伊斯·斯雷顿·米切尔（是在中美两地首屈一指的高校咨询作家。她曾在
纽约市一家升学率百分百的顶尖高中担任高校咨询主任。出版过40多本著
作、包括《一举突破美国名校》（2014年中文版、文汇出版社、上海)、以及 
《八个最佳选择：专家给出进美国大学的策略》（2014年英文第二版）。她为
中国日报社旗下的《21世纪报》撰写高校建议专栏、也拥有以择校为主题的
博客（http://blog.sina.com.cn/goabroadexpert）与个人新浪微博账号。
joyceslaytonmitchell@gmail.com

Betty Wong 
Founder and CEO of IntroAmerica Inc.

 黄德凤 是IntroAmerica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作为一个中英
双语的媒介平台 、IntroAmerica旨在鼓励中国学生分享他们在美国生活的
经历与感受。该平台还拥有首屈一指的、囊括4400多所美国高校的中英双
语高校目录。黄德凤曾任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 讲师、 世界教育服务机构 
(WES) 的副执行官。 作为 非营利组织、 WES 旨在向美国及加拿大高校招生官
提供 对 留学生成绩单的注释与认证。  黄德凤 拥有纽约大学 学士及哥伦比亚大
学商学院MBA 学位 。bettywong@intro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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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特约高校均诚意招收中国留学生。请通过因卓美“江苏之星”的搜索工具了
解各参与高校提供的奖学金细节。其他高校按照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

查看学校详细情况请点击“了解更多”

1

使用指南 www.mycollegeoptions.cn/search

快速查找
快速查找 
学术 
校园生活 
录取

点击链接“发送我的个人资料信息”、学院会收到您
的个人资料。特色院校需要知道您对他们的奖学金有
兴趣、所以请您发送尽可能多信息给院校来尽可能获
得机会。

还没有填个人信息吗？只需数分钟、创建并 
登记你的个人信息

发送我的
个人资料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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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学校？在“学院名称搜索”中键入学校名称   例如Tufts University. 输入
Tufts并单击放大镜

点击“了解
更多”查看
学校详细情

快速查找标签

快速查找

学术

校园生活

录取

2

使用指南 www.mycollegeoptions.cn/search



14 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 | introamerica.cn | introamerica.com |                 : 因卓美 |                : 因卓美

寻找院校特定专业？点击1个或多个紫色框。例如：建筑。屏幕将显示提供建筑
专业的学院。首先出现的是特色学院、其他大学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您可以浏览所有的学校或精简列表。精简列表请选择附加条件

录取

3

使用指南 www.mycollegeoptions.c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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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个地区的所有高校？点击查看全部标准。页面左侧的列表列出了所有搜索
条件。选择位置。请根据地图选择学校所在位置。

首先出现的是特色学院、其他大学按首字母顺序排列。

寻找一个2年制学校或社区学院？ 
 点击查看全部标准。选择高校类型2年

4

使用指南 www.mycollegeoptions.cn/sear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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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我的信息  
点击“发送我的个人资料信息”、让学校了解你。信息越多机会越多。

使用指南 www.mycollegeoptions.cn/search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发送、只需点击保存到我的学
院、您就可以轻松地再次找到所需的信息。

6

如果你想申请奖学金、 
你必须点击“发送我的个
人资料信息”按钮！

问题解答 7
• 找不到搜索结果？尝试重新搜索  点击清除所有已选择标准

• 搜索不到学校名称？尝试输入学校全称
  例如要找“麻省理工学院”需要写全称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您最喜欢的学校不是特色学校？ 
  我们不能直接发送您的资料到该学院、但您可以通过其网站与学院联系。

• 您可以向suggestions@introamerica.cn发送电子邮件、推荐需要列为特色学   
  院的大学。

 • 提示：点击保存到我的学院、下次登录便可以轻松地再次找到所需的信息。创建 
   个人资料以便保存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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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America.cn和IntroAmerica.com是两个专门提供美国留学生活信息的网站、其内容全部来自于在美国学习、生活
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和美国当地学生。除网站之外、我们还使用新浪微博及微信等多个社交平台与读者交流。

一直以来、IntroAmerica都以帮助学生及其家长了解并改善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为首要目标、同时也提供其他有关移居
美国的信息。除此之外、我们 还 拥有中文版的高校录取信息、以及美国当地4400多所高校的信息目录。在IntroAmeica
的高校目录里、我们的用户不仅能看到美国排名前200的高校讯息、也能找到在这些排名以外的其他优秀高校的讯息、他
们中的许多都非常乐意招收中国留学生。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为学生及家长提供详尽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最明智
的选择。

借此机会、我们要对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团队成员表示感谢。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首届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
活动最终得以成功举行。今天参加面试的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成为他们中某些人的校友、在这些大学里继续深造：
美国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德雷塞尔大学、佐治亚理工
学院、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蒙特瑞国际研究学院、纽约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佩斯大学、雪城大学、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太平洋大学 等、 而这也正是美国大学学生主体多样性的体现。

IntroAmerica的每一位成员都坚守帮助留学生更好融入美国的信念。对于入围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并最
终获取面试机会的学生、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你们拥有美好的前程、欢迎你们来到美国！

IntroAmerica.cn and introamerica.com are two websites with information from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about life in 
the US. We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our weibo and wechat accounts.

Our goal is to help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understand about life as a student in America and tips on how to improve your 
life in the US as well as the moving to the US process. We also provide Chinese (languag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llege 
admissions process and about the over 4400 accredited (certified by peer colleg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In 
the directory is information in Chinese about the top 200 colleges as well as very goo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o have 
different ranks or decline to be ranked, located all over America. Many colleges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students joining 
their campus. We provide students and par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about their choice for 
college or university study in America.

We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members of our team who are located all over America and in China for their efforts to create 
this first IntroAmerica Jiangsu Star Students Search. They represent the true diversity of students who have attended American 
Universit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Baruch College and City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Cornell University, Drexel 
University, Georgia Tech,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Ohio State, Pace University, Syracus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The IntroAmerica team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lives in America. We congratulate the finalists who will 
be interviewing in Nanjing and wish them much success in their journey.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them to America!

美国团队成员(America)：
Betty Wong（黄德凤）
Simon Wang (汪斌)
Sammy Ghazal（塞米·加扎勒）
Janie Nneji（珍妮·妮姬）
Wenjing Mao (毛文静)
Agnes Yu（余信筠）
Connie Xu（科妮·徐）
Kathy Huie（许婉仪） 
Anita Xu (徐婧艾)
Roger Meng（罗杰·孟）

武汉团队成员(Wuhan)：
王骊鹏 (Phillip Wang)
刘元惠（Yuanhui Liu）
吕广琪（Guangqi Lü)
刘文江（Wenjiang Liu）
欧阳丁典（Dingdian Ouyang）

南京团队成员(Nanjing)：
陈坤元（Lawrence Chen）
董天阳（Julia Dong）
孟衎衎（Eugene Meng）
刘洋（Wolfgang Liu）
马海明 (Richard Ma) 
Chunyan Zhang
Yong Ho

 特 别 鸣 谢

T H A N K  Y O U

Jiangsu Star
Students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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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电子邮件至info@globalstudentsuccess.com了解现在
启动的个人指导课程、或者2015年8月在纽约市以6天的浸入
式课程开始的全年“竞争优势课程”。

www.globalstudentsuccess.com

在美国获得大学文凭并不是成功的保证

请给予您的孩子每个 
可能的优势
请为他报名“美国求学成功计划”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ENT SUCCESS)

大多数亚洲学生无法找到有意义的实习和就业机会、而是回国
后面对竞争更加激烈的就业市场。

“美国求学成功计划” 的报名者会获得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精英
企业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	高盛集团: 全球领先的投资银行、证券和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大通集团: 跨国银行及金融服务控股公司、美国最大的银行
•	普华永道: 全球领先的咨询和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	万豪国际集团: 全球最大的酒店集团

方天,  
IGSS 2014 毕业生:

我获得了高盛集团

的私人财富管理实

习机会。加入高盛

一直是我多年的梦

想。我知道、如果

没有你们的帮助

和“美国求学成功

计划”IGSS 我不会

取得今天的成绩。 

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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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H. Latimer-Chung
Licensed Associate Real Estate Broker

Douglas Elliman Real Estate  
Mobile: 917.912.4505
Office: 212.891.7753

E-mail: mchung@elliman.com
575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ew York, 10022

Web Site: http://www.marylatimerchung.elliman.com/

Harry Chung
Licensed Real Estate Salesperson
Douglas Elliman Real Estate
Mobile: 917.287.5975 
Office: 212.303.5236
E-mail: harry.chung@elliman.com
575 Madison Avenue, New York, New York, 10022
Web Site: http://www.elliman.com/real-estate-agent/harry-chung/4555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al estate in New York, please contact us.
We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有关纽约房地产的相关消息、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我们期待与你们的会面。

我们希望所有江苏省的学生 
能在未来学业有成！

We wish all the Jiangsu students  
much success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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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依托凤凰集团在传媒和出版方面的优势，在教育领域致力于为学生

提供权威的信息、服务平台，在国际交流中我们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学生与国际知名高校无缝对

接。我们旨在推动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为中外年轻一代的文化融合承担社会责任。

We make your admission essay perfect

满怀出国留学的梦想

却因申请文件不够好而失去机会吗

达美留学 让留学好简单
常春藤出身编辑 98％客户满意度

 上 海 电 话 : 1 3 4 3 6 6 8 2 7 0 5  /  Q Q 帐 号 : 2 0 3 6 2 7 4 5 8 4

15%折扣优惠中   折 扣 码 :TAJSstar14

w w w . t o p a d m i t c h i n a . c o m      ( 限 量 5 0 0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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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大学、这其中包括了下面这些独特的可能让中国学生感兴趣的大学。这些大学

并没有参与这次因卓美"江苏之星"奖学金选拔活动、但是他们同样有着中国学生非常感兴趣的项目。例如：

诺维奇是一个古老的军事学院、其能提供很好的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圣玛丽学院和圣芒特玛丽学院坐落于

纽约、洛杉矶等核心城市附近、是年轻人的安全港湾、同时还在美丽的校园里给学生提供了宿舍。斯帕坦堡

卫理工是两年制学院里很不错的大学、尤其是对希望通过两年制大学转成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来说。对于喜欢

温暖气候的学生来说、美国南部的女子学院班尼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Bennett College(班尼特学院) 
www.bennett.edu
900 E. Washington St, Greensboro, NC. 27401 
(336)517-2100

班尼特学院是一个教堂附属的学院。它建于1873
年、作为一个联合教学的神学院，在1889年获得
了学院资质、在1926年、它成了一个资深的女子
学院。55亩地的校园坐落于格林斯伯勒。

Mount St. Mary’s College (芒特圣玛丽学院) 
www.msmc.la.edu
12001 Chalon Road, Los Angeles, CA. 90049 
(310)954-4250

芒特圣玛丽学院建于1925年、是一个教堂附属的
文学艺术学院。它坐落于洛杉矶、校区占地53
亩、白色西班牙殖民风格。74%的学生在他们大学
的第一年生活在学院宿舍、95%的学生是女性。

Spartanburg Methodist College  
(斯帕坦堡卫理工会学院) 
www.smcsc.edu/
1000 Powell Mill Rd , Spartanburg, SC 29301 
(864)587-4000

斯帕坦堡卫理工会学院是唯一一个南卡罗莱纳两年
制的学院、是结合了“私立学校教育”和“真正的
住校体验”双重优点的学校。

这里、你的老师了解你。无论是在校期间或你毕业
离校、他们总是总是希望你能成功。

无论你计划转去哪里，在一个像斯帕坦堡卫理工会
学院一样的小学校开始你的大学教育、学校可以给
你提供你在其它地方无法得到的机会、关注和经
历。

美国独特而有趣的学校
Interesting and Unique Colleges in America

College of St. Elizabeth (圣伊丽莎白学院) 
www.cse.edu
2 Convent Road, Morristown, NJ. 07960 

(973)270-4000

圣伊丽莎白学院是一所旨在培养学生领导才能和知
识的综合性文科学院。是一所教学资源丰富、环境
温馨的女子学院。

为什么要加入女子学院？因为在任何教育中，一个
有利的环境和持续的领导机会是必不可少的。作为
新泽西州唯一的一所女子学院、我们拥有充分挖掘
学生影响世界的潜力、使学生迅速成长的条件。

从女性中来、到女性中去、圣伊丽莎白学院拥有可
以开发学生天赋的教授和职员、同时为学生提供具
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

他们的项目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个人成长为
使命、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声音、发挥全部潜力、
帮助学生过上成功而有意义的生活。

Norwich University (诺维奇大学) 
www.norwich.edu/
158 Harmon Dr., Northfield, VT 05663 
(802)485-2001

建于1819年，诺维奇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私立军
事学院、同时也是官员储备训练公司的诞生地。诺
维奇是一个联合教学的四年制的大学。在这里、学
生可以选择军人或者平民的生活方式。诺维奇同时
提供本科生和硕士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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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Intro America Inc.
网站：www.introamerica.cn    邮箱：contact@introamerica.com  
微信：因卓美    微博：因卓美

可以在 IntroAmerica.cn 
网站上找到的内容

• 各类学院排名

• 如何在美国大学获得成功

• 留学生活轻松搞定， 

  衣食住行样样精通

• 探寻美国美食

• 了解美国节日和风俗

• 美国之行温馨提示

  法律咨询: 进入美国的不同类型签证

  房地产信息: 如何购房以及楼市走向

www.introamerica.cn 全中文 / introamerica.com

因卓美 江苏之星
奖学金选拔活动决赛

美国高校招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