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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区
在华盛顿大学，我们致力了解每一位学生，帮助他们发挥
才能、动力和精力走向成功，成为改善他们的社区和找到
大问题解决方案的全球公民。我们致力提供一个充满挑
战性、支持性和包容性的环境，消除障碍，确保所有人都
能获得华盛顿大学的完整体验。我们明白，社区的多样性
是建立在大量的信念、经验和目标之上的，这些信念、经
验和目标不仅塑造了学生当前的观点，也形成了我们丰
富的知识环境。 



地点 
•  学校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郊区，

市中心以西 7 英里，距离兰伯特圣
路易斯国际机场约 10 英里

•  森林公园在《今日美国》10 大最佳
读者选择旅游奖评选中名列美国 

“最佳城市公园”榜单第二，它是我
们的前草坪，除了免费的动物园、艺
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外，还提供自行车、划船、高尔夫、网
球和跑道等运动设施

学生
•  有大约 14100 名全日制学生和 

1300 名部分时制学生，其中 7600 
名是本科生

•  学生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所有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关岛、波多黎
各和北马里亚纳群岛

•  约 90% 的学生来自州外，约 65% 
来自 500 英里以外

教职员
• 超过 4,100 位教授 
• 7:1 学生教师比例
• 荣誉：

• 普利兹奖：4
•  美国桂冠诗人: 3
•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63
•  美国国家科学院: 58
• 美国法学会：31
• 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10
•  与华盛顿大学有关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教师和校友）: 25

学术
•  五大本科院系：建筑学院和艺术学

院，均为山姆·福克斯设计与视觉艺
术学院的一部分；艺术与科学学院；
奥林商学院；麦凯维工程学院；以及
跨学科的无界限项目。若要查看完
整的专业和项目列表，请访问 
admissions.wustl.edu/
academics/majors-and-
programs

•  所有本科院系的研究生课程以及法
律、医学（包括职业和物理治疗）、社
会工作和公共卫生课程

•  超过 100 个学位项目和近 2000 门
课程



华盛顿大学
承诺
这个经济援助项目专为居
住在或高中就读于密苏里
州或伊利诺斯州南部特定
县的大一学生而设，为来
自年收入 7.5 万美元或以
下家庭的学生支付本科教
育的全部费用。 



我们 100% 满足所有被录取学
生经证实的需求，并通过通往
成功之门计划满足国内大一申
请人的申请，而无需审查其需
求。这意味着我们基于学生的
能力和成就录取学生。学生支
付学费的能力并非录取过程考
虑的因素。 

经济援助和 
学术奖学金



华盛顿大学致力支持学习成绩优异、前途远大的优秀学生。 
我们通过各个本科院系以及特色学者计划提供的学术奖学
金概述如下。有关该等项目的完整详情，请访问  
admissions.wustl.edu。

奖学金项目



以下奖学金由各个院系提供，无需单独的
申请过程。您只需填写共同申请或联合申
请，我们将根据您所申请院系的适当奖学
金对您的情况进行审议。当您回答我们关
于您的学术兴趣的问题时，请记住，奖学金
委员会在评选获奖者时会考虑这些问题。 

建筑学院 
James W. Fitzgibbon Scholarships 

•  提供最多一个全额学费奖学金和最
多五个 10,000 美元奖学金 

艺术学院
Conway/Proetz Scholarships 

•  提供最多一个全额学费奖学金和最
多五个 10,000 美元奖学金 

艺术与科学学院
Ampersand Scholarships

•  提供最多 16 个可更新的全额学费
奖学金

商学院
卓越学者计划 

•  提供最多一个或以上全额学费奖学
金和最多五个部分学费奖学金

工程学院
Alexander S. Langsdorf Fellowships 

•  提供最多 10 个全额学费奖学金
James M. McKelvey Undergraduate 
Research Awards 

• 提供最多 8 个 5000 美元的研究奖

特色学者计划 
华盛顿大学的特色学者计划由学者计划办
公室 (OSP) 主持，将来自各个院系的成员
聚集在一起，创建一个独特的学术和文化
社区，在这里可以分享、学习、挑战、交友，
并就全球环境下的可能性交换观点和想
法。您可以通过共同申请或联合申请提交
可选的书面补充材料，申请任何或所有这
些项目。学生最多可获得四年的全额学费。 

丹弗斯学者计划 表彰那些热心帮助他人的
学生。我们将嘉奖在服务方面表现出领导
能力和对社区有强烈承诺的学生。丹佛斯
学者亦以他们的学术卓越、个人正直和崇
高理想而闻名。

安妮卡罗德里格兹学者计划
表彰在学术和领导方面有杰出成就以及像
安妮卡·罗德里格斯那样热衷于社区服务的
学生。为了与该项目的传统保持一致，申请
人应该证明他们致力于或有将不同群体聚
集在一起的历史，并庆祝不同民族的文化。

欧文学者计划 
建立在学术卓越、领导能力、社区服务和多
样性四大支柱之上。我们期望角逐这个项
目的所有学者都能体现出这些理念。欧文
学者计划只向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开放。





申请流程介绍

我们的团队可帮助您完成申
请流程!掌握以下要点，即可
开始申请，但如果您有任何问
题，请致电 800.638.0700 或 
314.935.6000。您还可访问我
们的网站 admissions.wustl.
edu。



1. 共同申请或联合申请
华盛顿大学接受共同申请或联合申请，包
括回答“请告诉我们您对华盛顿大学的学
习感兴趣的内容和原因”的 200 字论述。共
同申请可通过网站 commonapp.org 在
线进行， 联合申请可通过网站 
coalitionapp.org 在线进行。 

2.申请费
将收取 75 美元的申请费，该申请费不会退
还，可以在提交申请时使用信用卡支付。  
对于申请助学金的任何学生，该申请费将
自动豁免。

3.考试可选政策 
作为我们始终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承诺的
一部分，所有 2023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在
申请时都可以选择是否提交标准化考试
成绩。  
我们的考试豁免政策意味着什么? 

•  曾参加 SAT 或 ACT 考试的申请
人，如果觉得自己的成绩能够体现
自己的能力，就应该提交这些成绩。 

•  如果申请人没有成绩，参加考试的
机会有限，或者认为自己的成绩不
能准确反映自己的能力，不希望分
享成绩，那么应该选择豁免选项。 

•  所有申请人，无论是否提交标准化
考试成绩，都将获得充分的录取考
虑。

 请注意：对于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际申请
人，我们将继续要求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
明(托福、雅思或多邻国英语测试)。 

4.展现兴趣政策 
华盛顿大学不将表现出的兴趣（如参观校
园、参加活动或与招生工作人员通过电子
邮件交流）作为录取决定的因素。我们鼓励
您利用虚拟和面对面项目了解华盛顿大
学，但如果您无法参加这些活动，也不会对
您产生不利影响。  



5.年中报告
年中报告是我们评估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您的辅导员会在您的第一个三个月
期间或学期结束时，把成绩单和年中报告（
如有）寄给我们。如果您申请的是提前决定
一或二，您必须提交您的第一个评分阶段
的成绩（第一季度、三个月或进度报告），以
完成您的申请。

6.最终报告 
获录取并选择入学的申请人需要让他们的
高中提交正式的最终成绩单和最终报告（
如有）。

7.WashU Pathway
WashU Pathway 是有关您的申请状况的
唯一信息来源，包括任何奖学金申请和支
持材料。您还可以找到一个链接，查看您的
经济援助申请的情况。在提交申请后的几
天内，您将会收到有关通过我们的网站访
问 WashU Pathway 的登录说明: 
admissions.wustl.edu。

8.可选访谈/视频
我们通过招生办公室提供与在校生的虚拟
访谈，或通过校友和家长招生计划 (APAP) 
提供与校友志愿者的虚拟访谈。访谈申请
往往超过可用的访谈时间和访谈人员，但
您无须担心——这不会对您的录取机会产
生负面影响。您也可以通过提交可选的 90 
秒视频分享您的故事。若要了解更多详情，
请访问 admissions.wustl.edu/how-
to-apply/interview/。

9.经济援助
希望获得经济援助的学生必须提交 
FAFSA 和 CSS Profile。有关填写细节及
截止日期，请访问 admissions.wustl.
edu。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MSC 1089-105-05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O 63130-4899

800.638.0700 或 314.935.6000

 WASHUADMISSIONS  WUSTL_Official   @WashUAdmissionsAid

  360.wustl.edu                  WASHUADMISSIONS

华盛顿大学鼓励并充分考虑所有申请入学、经济援助和就业的申请人。在项目和活动的参与资格、待遇或就业方面，大学
不会因种族、肤色、年龄、宗教、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国籍、退伍军人身份、残疾或基因信息而歧视任何人。
有犯罪前科的申请人不会被自动取消入学资格。有关合规问题，请向华盛顿大学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校长询问，地址： 
Box 1184, One Brookings Drive, St. Louis, MO 63130。

提交申请的截止日期：（共同申请或联合申请） 11 月 1 日 1 月 4 日

常规决定第一年申请截止日期 提前决定一

1 月 4 日

提前决定二

提交特色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 1 月 4 日 1 月 4 日1 月 4 日

填写经济援助申请的截止日期： 11 月 15 日 2 月 1 日1 月 12 日

公布录取决定的截止日期： 12 月 16 日 4 月 1 日 2 月 17 日

候选人回复日： 1 月 4 日 5 月 1 日3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