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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关于学校的常见问题 

1. 堪萨斯州立大学在哪里？ 

答：堪萨斯州立大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有两个校区。主校区坐落在堪萨斯州曼哈顿

市，科技与航空学院坐落在曼哈顿市以西 70英里外的萨利纳城。曼哈顿市人口数量为 49000，
有着安全、友善的氛围以及众多公共休闲场所。 

2. 学校所在地的气候如何？ 

答：四季分明的大陆性气候，冬季最低温度 -15°C，夏季最高温度 37°C。 

3. 学校的排名和热门专业有哪些？ 

答：2012 年全美综合排名 140；全美公立大学排名 62。全美学术排名 94 名。1986-2007 年，

美国五大奖学金（罗氏奖学金、马歇尔奖学金、杜鲁门奖学金、歌德华特和尤德尔奖学金）

获奖数量在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2005 年在“最划算的”公立学校中排第五；2004 年，在

《消费者摘要》评出的“最有价值”的公立学校中排名 16；2002 年，被美国新闻周刊与卡

普兰教育机构联手推出的大学指南评为学费支付“最有价值”和“最受欢迎”的选择。 
十大热门专业：经济管理、大众传媒、机械工程、心理学、生物学、基础教育、艺术、土木

工程、电子工程、动物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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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校有哪些社团？ 

答：我们有超过 450 个组织或社团，包括西班牙、美国本土、亚洲、非裔美国人等的文化团

体。 

5. 学校的文体活动怎么样？ 

答：堪萨斯州立有 30 个运动俱乐部。包括篮球、足球、高尔夫、跳伞、帆船、棒球、跆拳

道以及水球等 

6. 入校以后可以做兼职吗？ 

答：学生在入校一年后可以申请校内的兼职职位。2008 年，所有在校学生通过帮助管理学

校一共挣得了 1 千 4 百万美元。 

7. 在校的学生有多少人？有多少国际学生？有多少中国学生？ 

答：在校学 23863 多人,留学生 1800 人,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大约 721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 3%。 

8. 学校有哪些名人？ 

答：堪萨斯州立大学毕业生著名环保主义者艾琳-布劳克维奇 （Erin Brockovich ）的事迹曾

被改编为电影《永不妥协》，片中的艾琳由朱丽娅-罗伯茨扮演。学校还骄傲的拥有世界级的

钢琴家 Mr. Slawomir P. Dobrzanski，曾于 2009 年 1 月在中国举办过音乐会。体育明星有 1956
年第 16 届夏季奥运会 100 米银牌获得者，4×100 米金牌获得者 Thane Baker，1996 年第 26
届夏季运动会三级跳金牌获得者 Kenny Harrison，以及 NBA 全明星 Rolando Blackman 和

Mitch Richmond。 

关于申请的常见问题 

本科生申请 

1. 堪萨斯州立大学本科生的学费是多少？ 

本科 
以 2012 年全年为例，每年略有调整。夏季学期为选修学期。 
          春季+秋季学期 
学费         $1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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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           9,000 
其它           1,000 
总计         $25,473 
学费最终以选课的情况为准；  
食宿以一年期、每周 20 餐计，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 10 餐或 15 餐。 

2. 没有语言成绩是否可以申请？  

答：申请就读本科可以没有语言成绩。堪萨斯州立大学开设英语语言课程（ELP），学生入

学后根据语言测试（EPT）结果确定 ELP 的课程。ELP 课程分为五个级别，通过课程后可

获得相应大学学分。该课程只对本科生开设。EPT 考试与托福考试难度和形式相当。 
语言成绩的要求为： 
托福成绩总分 79 分（对每个分项不再有要求） 
雅思总分 6.5 分（对每个分项不再有要求） 
ACT 语言部分 23（满分 36）分以上 
SAT 语言部分 530（满分 800）分以上 

3. 申请堪萨斯州立大学本科生的录取条件是什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本科 
·中英文高中成绩单（高中在读学生至少提供两年半的成绩） 

成绩要求 GPA  3.0 以上：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室内设计、会计学、管理信息系统 
2.75 以上：包括计算机专业在内的所有工程学院的专业 
2.5 以上：包括商务专业在内的所有专业  

·银行资金证明（25，473 美元，约合人民币 17 万）  
·经济陈述表 
·申请表 
·80 美元申请费（以汇票或网申的方式收取） 
·语言成绩(托福 79/雅思 6.5 分；无语言成绩者可参加英语语言课程，但建筑专业必须有合

格的语言成绩) 
·护照复印件 
·大学在读证明和已修完课程的成绩单。（限大学在读学生） 

4. 银行的资金证明有什么要求？ 

答：在学生申请过程中仍然在有效期内的银行资金证明均有效。此资金证明需中英对照，金

额一项一定用阿拉伯数字表述（或者有能够显示数额的英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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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资料可否邮寄至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代表处？ 

答：本科生的申请资料可以邮寄至中国代表处。 

6. 中国代表处的服务范围？是否收取费用？ 

答：中国代表处所主要为申请本科入学的学生提供包括申请咨询、材料初审、申请资料递送、

学生录取等后续情况跟踪、住宿接机指导服务。所提供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7. 资料送寄到中国代表处与直接寄送到堪萨斯州立大学有什么区别？ 

答：我们可以为您开辟绿色邮寄通道免费邮寄材料，使申请材料快速到达美国堪萨斯州立大

学招生办公室；在邮寄之前我们会帮助您预审申请者的材料，不妥之处会电话通知您及时改

正；并可通过中国代表处网站第一时间查询到录取信息。另外，所有通过中国代表处申请的

学生都可以享受后续的录取、接机等跟踪服务。 

8. 申请就读本科可否进行网申？网申后还要做什么？ 

答：请点击中国代表处网站“本科生申请”板块，查询关于 KSU 本科生网申说明。 

9. 申请就读本科的入学申请费是多少？如何缴纳？ 

答：80 美元申请费（以汇票或网申的方式收取）。如果以汇票的形式交纳，请将汇票与申请

资料一起邮寄至中国代表处。  

10. 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秋季入学 5 月 1 日，春季 10 月 1 日 
注：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室内建筑和产品设计以及人类生态学院的室内设计只有秋季招生，

截止日期是 2 月 1 日 

11. 申请就读本科多长时间能得到是否录取的消息？ 

答：在您的申请材料准备齐全，申请材料到达中国代表处后的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得到答复。 

12. 堪萨斯州立大学是否接受转学生？能够转多少学分？ 

答：我校除建筑类专业以外，其它本科专业可以接受转学生。学生在入校以后，有专门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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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委员会来评估学生所学分的数量。申请转学的申请者除需提交以上申请资料以外，还需提

交大学在读期间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如果学生已经就读国外的大学则需要正在就读的学校将

成绩单直接邮寄至堪萨斯州立大学。 
   转至商科专业的学生，除 AASCB 机构认证的学校外，其它学校商科类的学分无法转到

我校。 

13. 转学生能否转至与现在就读的专业不一样的专业？ 

答：原则上学生可以转至任何专业，但是对所转学分会有影响。 

14. 是否接受HND，A-Level的学生？ 

答：我校接受 HND，A-Level 学生的申请。由学术委员会来评估所转学分的数量。 

15. 是否接受国内留美预科学生？ 

答：我校接受国内留美预科学生的申请。由学术委员会来评估所转学分的数量。 

16. GPA计算方法是什么？ 

答：GPA=所有成绩相加/科目数%X4/100% 
例如：高中三年 55 门总成绩为 4741 
GPA=4741/55%X4/100%=3.448 

 

研究生申请 

1. 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的学费是多少？ 

以 2012 年全年为例，每年略有调整。 
          春季+秋季学期 
学费         $16,832 
食宿          10,990 
其它          1,000 
总计         $28,882 

2. 没有语言成绩是否可以申请？ 

答：研究生申请不接受双录取，必须有合格的语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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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堪萨斯州立大学本科生的录取条件是什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中英文本科学历和成绩单（GPA3.0 以上） 
·语言成绩【托福 79（读、写、听中有两项在 20 分以上）/雅思 6.5（读、写、听中有两项

在 6.5 分以上）；研究生申请必须有合格的语言成绩】 
·GRE1100 以上/商科 GMAT500 以上 
·银行资金证明（28，882 美元） 
·经济陈述表 
·申请表 
·55 美元申请费（商科 60 美元; 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区域和社区设计、环境计划与管理

80 美元） 
·个人陈述 
·推荐信 3 封 
注：根据学科的不同对以上成绩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详情请查询研究生申请专业介绍 

4. 申请资料可否邮寄至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代表处？ 

答：研究生的申请资料可以直接邮寄至中国代表处。 

5. 申请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秋季入学 2 月 1 日，春季 8 月 1 日   

联系电话：(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38 号金码大厦 A916(100083) 
电子邮件：info@kstate.cn

6)10-6261-4268  传真：(86)10-6261-4268 

6. 研究生申请可否申请与本科期间就读的专业不一样的专业？ 

答：原则上研究生可以申请任何的专业，不受本科专业的影响。但是专业性较强的专业，例

如：工程类、动物医学类等等的申请最好有相关背景。 

7. 中国代表处的服务范围？  

答：我们可以进行申请咨询、材料初审、材料寄送、录取跟踪、及录取后的入校前指导等服

务。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8. 有的专业要求特殊的推荐信或个人陈述的表格，到哪里能找到？ 

答：中国代表处网站上关于研究生各专业的介绍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下载的链接地址。 

   网址：http://www.kstate.cn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代表处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USA, China Office 

 

9. 研究生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吗？可以申请到多少？ 

答：我校的大多数专业都会提供一定的助教助学金和助研助学金。金额按照不同的院系也有

所不同，平均大概每个月 1000 美元左右。除了助学金，我校还提供其它种类丰富的奖学金，

您可以查询一下网址：http://www.k-state.edu/grad/gsresources/felschl.htm 。申请助学金与申

请奖学金并不冲突。 

10. 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专业吗? 

答：可以，但是您需要提交两份整套的申请资料，同时提交两次申请费。建议您尽量选择一

个专业进行申请。 
 

11. 申请奖学金会耽误录取吗？ 

答：申请奖学金不会对录取产生影响。在您达到录取标准后，不会因为您申请奖学金而拒录

您。 

12. 如果某一项没有达到录取要求可以被录取吗？ 

答：原则上我们只录取各项要求都达到的学生，如果您有某一项成绩没有达到要求，但其它

几项非常优秀，那么您也可以相关专业研究生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 

关于本科生录取后的常见问题 

1. 请问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代表处可以代办签证吗？ 

答：堪萨斯州立大学中国代表处不能帮助代办签证事宜。我们只可以为不了解签证程序的同

学，提供简单的、基本的指导。 

2. 学校可以安排接机吗？ 

答：报到前三天我们会在堪萨斯州曼哈顿地区机场(MHK)安排校车负责接机。接机服务免费，

但需要预订。每学期接机预定服务开始时，中国代表处官方网站的公告栏中会发布预定通知，

在通知中会说明预定的网址和方法。请各位同学预定结束后，将自己的机票信息（包括出发

到达时间、机场名称和航班号）反馈给中国代表处进行备案。 

联系电话：(86)10-6261-4268  传真：(86)10-6261-4268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38 号金码大厦 A916(100083) 
电子邮件：info@kstate.cn   网址：http://www.kstat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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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堪萨斯州曼哈顿机场，还有哪个机场可以到达学校？ 

答：堪萨斯城机场，该机场位于密苏里州，机场代码：MCI。但是该机场没有校车接机，只

能预订机场大巴前往学校。 

4. 选择什么航线到达堪萨斯州立大学？ 

答：（1）国内没有直接到达堪萨斯州曼哈顿地区机场(MHK)，您可以在达拉斯或芝加哥转机

到达。（2）国内没有直接到达堪萨斯城机场的航线。您可以在芝加哥或达拉斯转机至曼哈顿

机场；或在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或者纽约等城市转机到达堪萨斯城机

场。 

5. 如何预定宿舍？ 

答：学生在入校前要进行宿舍预定。每学期住宿预定服务开始时，中国代表处官方网站的公

告栏中会发布预定通知，在通知中会说明预定的网址和方法。 

6. 学校要求什么形式的体检？ 

答：我校学生不需要在入校前进行体检。无论学生在入校前做过何种体检，入校后都要统一

进行 TB（肺结核）测试。 

7. 如何缴纳学费？ 

答：学费是学生入校以后根据选课的情况而定的。学校支持 Mastercard，不支持 Visa。通常

学生在入校后学校会为每个学生办理一个帐户，可以将学费打入该帐户中。 

8. 如果提前到校怎么办？ 

答：以 2011 年秋季入学为例，学校最早的接待时间为 8 月 10 日。之前到达的学生学校不能

够提供接机服务和住宿的安排，学生只能自行解决。 

9.开放之前学生住在哪里？ 

答：在此宿舍开放之前，学生将住在学校提供的临时宿舍（校园内），每天需收取大约 30
美元的费用。负责接机的班车会将学生直接送至该临时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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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不能按时报到怎么办？ 

答：以 2011 年秋季入学为例，学生的 I-20 上显示学生的最晚的入境时间为 8 月 12 号。不

能在 8 月 12 日到达的同学必须通知中国代表处进行处理，请注意延迟到校的同学一定要有

学校开据的证明信函才可以入境。学校的最晚注册日为 8 月 23 日，但是晚于 8 月 23 日到校

的同学将没有办法参加 EPT 考试，只能先参加英语语言课程的学习。晚于 8 月 27 日到校的

同学将无法注册，只能延期到下一个学期。 

11. 如果想延期至下个学期怎么办？ 

答：申请延期的同学需要在下一个学期的申请受理时间段内，重新提交一张申请表，不需要

提交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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