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VERSITY OF WYOMING
懷俄明州立大學



懷俄明州立大學資料
l 位於懷俄明州拉勒米市，人口約32,000人。

l 懷俄明州立大學有12,500學生，來自全美50州以及約90個國家。

l 懷俄明州立大學有七個學院，下轄有200多種科系：
n 農業與自然資源學院
n 藝術與科學學院
n 商學院
n 教育學院
n 工程及應用科學學院
n 健康科學學院
n 法學院

l 懷俄明州立大學也有環境及天然資源學院以及能源資源學院。



懷俄明州立大學資料
l 學校創建於1886年，有133年的傳統歷史。

l 屬於州立大學。

l 師生比1:15，還有275位校內教職員。

l 懷俄明州拉勒米市位於海拔2200公尺的山谷內，風景優美。

l 懷俄明州拉勒米市是個大學城，距離丹佛市約兩小時的車程。

l 鄰近黃石公園，約6小時的車程。

l 七月的均溫約27度、一月的均溫約一度，春夏秋冬四季明顯。

l 大學附近交通系統完整

n 有巴士從學校宿舍到校園，約5分鐘車程。

n 有巴士巡迴校園，站站到各學院。

n 有提供巴士到附近的採購區及商業區。



對國際學生的優勢

1. 學習英文最好的學校 (國際學生只佔5.7%，在校必須學習開口說英文)。

2. 最經濟實惠的學費以及住宿費。

3. 對學生最友善的學習環境（不用擔心孩子結黨、結派）。

4. 以戶外為導向的活動為主（不用擔心孩子變成夜店咖）。

5. 最真實的西部美式生活，學習獨立堅毅的牛仔精神

6. 校園有3400個打工機會。

7. 畢業後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校園設施
l懷俄明州立大學校園有782英畝

l懷俄明州立大學是世界級設施的校園，包括：

n在工程教育及研究大樓內的Drilling and Completions Simulation Lab有世界最好、全新的鑽地模擬器。

n有最先進的石油及油氣研究中心(High Bay Research Facility)

n最美的建築及外觀圖書館(Coe Library)

n The Buchanan Center是多功能的表演中心，包括藝術、電影、舞蹈、音樂等等。

n半英畝大的體育館，於2016年重新啟用，有游泳池、熱Spa、多功能運動中心、舉重訓練、爬岩以及養生館。

n五個校園博物館，有美國古蹟中心、懷俄明州立大學美術館、地理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以及昆蟲博物館。

n Prexy’s Pasture: 在校園中心的大草原，可供學生運動以及印地安學生玩板球。



校園住宿生活設施
l懷俄明州立大學有四間學生宿舍，另外給大學生還有其他不同的選項，像

Honors House(榮譽坊)給表現好的大學生。

l學生宿舍屬於公寓式，有附家具以及不附家具的兩型。

l社區中心在於四間公寓中心，管理人員會為學生及其家庭安排社區活動及聯
誼。(http://www.uwyo.edu/reslife-dining/housing/residence_halls/index.html)

l學生宿舍有免費無線網路、衛星電視以及HBO Go。

l宿舍餐廳(Washakie Dining Center)提供多元的餐點給住宿學生，包括素食。

l拉勒米市(Laramie)也提供許多校園外的住宿機會，而且學校會有提供便利的
交通往返服務。

http://www.uwyo.edu/reslife-dining/housing/residence_halls/index.html


懷俄明州立大學的學生

l 以2018年秋季班為例，學校總共有學生12,450
名，其中大學部9,998名，研究所有2,453名。

l 其中國際學生約707名，佔總學生數的5.7%。

l 國際學生來源不只於中國、印度而已，相當
廣泛。



大學部的申請程序
申請期限:
秋季班 – 6 月1日
春季班 – 11月1日
夏季班 – 4月1日

l 可以在線上申請(UW you.edu/apply) 或是用一般郵
件申請，申請費是美金$40。

l 附上公證過的學校成績單。

l 財力證明

l 護照影印本

l 英文成績證明
n TOEFL: 最低標準要達 71 iBT / 工學院要求 80 iBT。

n IELTS: 最低標準要達 6.0 / 工學院要求 6.5。

n 護理系需要托福成績

n 其他不同科系對托福的要求可以上網看(uwyo.admissions / 
international / English-Alternatives.html)

n 我們也提供英文語文班，詳情請參閱uwyo.edu / elc



大學部的費用以及奬學金

其他學院或科系的奬學金
學生必須先取得入學資格，才能申請這些奬學金。

詳情請參閱uwyo.edu /sfa/scholarship

國際學生洛磯山區奬學金
(適用於2020春季班入學生)
針對第一年或是第一次申請的學生
Cumulative HS 

GPA 每年獎學金
3.0-3.39 US$3,000 
3.4-4.0 US$5,500 
*For Spring 2020 admits

國際學生布朗高登奬學金(適用於
2020秋季班入學生)

針對第一年或是第一次申請的學生
Cumulative HS 

GPA
Annual 

Commitment
3.0-3.39 US$4,000 
3.4-4.0 US$7,000 
*For Fall 2020 admits

懷俄明州立大學轉學
奬學金

GPA Annual Award
3.4-4.0 US$1,000 
Awards up to $1000 in yearly scholarship 
support to first-time transfer students who 
have earned an associates degree and have a 
minimum on a 3.4 transfer GPA

入學費用
大學部一年預估

學雜費 * US$18,871 
住宿、書籍、健康保
險 US$14,221 
總計 US$33,092 

*Additional program fees vary from $3-$25/credit 
hour



研究所的費用及奬學金

學生可以依興趣選擇研究所

l 懷俄明州立大學提供超過100個研究所學位，包括各種主題、
嚴格且高品質的教育，還有深度的研究。每一個研究所有
不同的要求跟申請期限，請參閱下列網站
(uwyo.edu/admissions/graduate。

l 學生跟各系所聯絡上以後，就可以線上申請
(uwyo.edu/apply)。

l 所有國際學生皆必須提供財務英文成績以及財務證明。

l 英文要求最低標準要達 76 iBT 或IELTS 6.5，但是許多系所
會要求高一點的成績。

l 各系所申請截止日也不同，請參閱網站。



研究所的費用及奬助學金

奬學金
研究室所有提供有限的奬學金機會，詳情請跟各系所聯絡。

入學費用
研究所學生每年預估

學雜費 * US$16,129 
住宿、書籍、健康保險

US$14,221 
總計 US$30,350 

助教奬學金
l 許多科系有提供，其職責包括：協助教學、閱讀、實驗、還有其他的教學責任。
l 可以包括全部或部分學費的減免。
l 有志學生可以跟相關科系聯絡，以取得更多資訊。



MBA 入學許可及詳情
申請企管研究所(MBA)入學許可是非常競爭的，每一個申請者會都被由MBA主任為

主席的入學許可委員做個別的評估。這委員會會對申請者有全方位的評估，在看學

業成績、工作經驗、考試成績以及推薦函之前，會先瞭解其申請企管研究所的原因

及動機。

申請程序

1. 完成懷俄明州立大學研究所申請書，並付美金$50申請費。

2. 呈交之前大學的成績單，學校成績單正本必須由之前所念的學校直接送到企
管研究所( Dept. 3275, 1000E. University Ave., Laramie, WY 82071-2000)。

3. 全職研究生必須提供最近五年的GMAT或GRE成績，而且成績必須由官方的
考試中心直接送到MBA辦公室，我們GMAT及GRE代碼是4855。

4. 介紹信至少需要三封。

5. 你的個人履歷表包括工作及教育經驗，直接email到MBA辦公室, 
mba@uwyo.edu

6. TOEFL至少100 iBT或IELTS 7.0

申請期限：

11月30日(提早入學許可)

1月31日

4月30日

5月15日

6月30日(最後截止日)



熱門研究所有不同的學費

MBA學雜費
研究所學生每年預估

學雜費 * US$36,869 

住宿、書籍、健康保險 US$14,221 
總計 US$51,090 

藥學院研究所學雜費
研究所學生每年預估

學雜費 * US$35,935 

住宿、書籍、健康保險 US$14,221 
總計 US$50,126 

法學院研究所學雜費
研究所學生每年預估

學雜費 * US$32,461 

住宿、書籍、健康保險 US$14,221 
總計 US$46,682 



懷俄明州立大學所獲得的奬項
l 懷俄明州立大學在全美大學中「政府撥地面積比」排
名第二；另外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s 2020)
以性價比最高的學校排名第五。

l 本大學也在華爾街日報的公立大學最佳價值(Best 
Value)的排名第27名。

l 本校所在地拉勒米市(Laramie)最近在全美小型大學城
排名第一。

l 懷俄明州立大學工學院是ABET公認的全國頂尖學院。

l 懷俄明州立大學商學院是AACSB公認的全國頂尖學院。

l 線上MBA課程由全美最佳學院報道(Best College 
Review)排名前25名，另外由美國新聞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宣稱是最好的線上MBA課程。

l 法學院的JD program是全美最有價值的法學院前10名。



校園機會
l 懷俄明州立大學最引以為傲的就是能提供大學
部學生研究機會。

l 校內有3400的學生工作機會。

l 每年有三百多間當地知名、全國知名、國際知
名的公司拜訪校園，以招募實習生或正式工作
機會。

l 22個運動球隊，包括羽毛球、板球，在整個區
域相互比賽。

l 超過270個學生社團組織。

l 每年有超過100個有趣又有負有教育意義的戶外
活動。



實習及職場機會

l 在2018年畢業生中，有超過76%找到工
作機會。

l 2018年工學院畢業生中，第一年薪資有
87%起薪年薪超過USD 64,589。

l 校園附近的公司，像UL Industrial, 
Trihydro Corp以及國際組織，像
Halliburton 經常在校園招募畢業生。

l 2019年的學生狀況正在調查中。



我們亞太區的服務團隊是：

朱裕誠處長
E-mail: chester.chu@wyo.gov
Tel: +886-2-27774093
蔡孟軒先生
E-mail: 1686991881@qq.com
Tel: +86-18938883482
Tel: +886-933056985
鄭景隆先生
E-mail: mario.kuojer@gmail.com
Tel: +86-18688422027
Tel: +886-916864766

中文官網https://wyo.asia/index.php/zh/edu/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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