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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校长James 
P. Tressel 的问候

感谢你在准备下一阶段的学术生涯之际，对杨斯敦州立大学有所关注。 我们
邀请你来探索这所优美的校园，了解备受赞誉的项目，遇见才华横溢的教
授、职工和成功校友。

协助你取得成功是我们的首要理念。我们的目标是给你提供课内和课外的学
习机会，这些将助于你获取学位并为获得成功有益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这些机会布满了YSU的每个角落：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一对
一的师生关系，国家级认证的学术项目，丰富的娱乐文化和体育活动，将近
200个学生组织，多种住宿选择，数百个实习项目，团体合作与锻炼领导能力
的机会。再加上我们富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和全州最低的学费，你最终将获得
全美最具价值的教育机会。

赶紧来探索并了解自己如何成为YSU家族的一员吧！我们期待你加入YSU大
家庭。

Go Penguins,

Jim Tressel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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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师比例 14:1 

本科班级规模 
讲座班：26.9 
实验课程：13.6

学生概况
12,471
11,176

• 在籍学生：
• 本科：
• 国际招生名额:  400+

• 91,000名YSU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工
作、学习和生活。

设施

•

•

最先进
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实验室

在大一就能够有机会与所
有优秀敬业的的老师一起
参与创意项目

校园

•
•

• 145 英亩
坐落于市中心

• 俄亥俄州最安全，
风景最优美的城市
校园之一 

• 福布斯顶尖大学（2015）
•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工程

系中排名前25%工程系中排名
前25%， ABET认证

• 本科商科与MBA课程经AACSB
认证

• 俄亥俄州内最负担得起的大学

学术

YSU有六个学院，设置超
过110个本科专业：

• 工商管理
• 教育
• 创意艺术与传媒
• 健康与人类服务
•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
•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研究生学院提供超过54项研究生项
目，一项专家项目，教育学博士学
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和物
理治疗专业学位。YSU还是俄亥俄州
东北部医科大学（NEOMED）的联盟
成员。

[ 杨斯 敦 州 立 大 学 概 况  ]

认证
YSU建校于1908年，位于俄亥俄州杨斯敦市，是一家
公立大学，经由高等教育委员会认证，并且为美国中
北部教育联盟成员。
(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

http://www.ncahigherlearningcommi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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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

该学院的宗旨是通过全面、综合和高质量的方案
传授知识，培养批判性思维，和服务社会。

医疗与公众服务学院

作为我们学院的一名运动科学、PT预科的学生，
我已经收获了很多经验和教育。 

这些内容确保了我的热情和研究能集成在一起——而这点
不仅能确保我能在毕业时为就业做好准备，还能使我应对
未来的方方面面。在教员、顾问和我们的院长的经验丰富
的指导下，我很确信，我已经被证明是合格的医疗与公众
服务学院的学生了。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成才，而不是为
了获取，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找到真正的满
足。”

Gabriella Gessler
2017级，运动科学 /PT预科

在我们学院学习使我的创造力更加突出。创
造力无法通过教授习得，而只能慢慢通过培
养收获。 

如果用创造力浇灌某个想法，这个想法就会慢慢成
长，逐渐丰满。所有机会的基础都在于你如何把握
它，而艺术创作与传媒学院教会了我如何好好利用
每次机会。”

Lincoln Williams
2016级，电信研究

对我而言，最佳体验之一是在YSU时担任
教育学院的教职工。

我们拥有大学里最优秀的教授。他们切实地采取   开放
政策，为你提供必要的工具，令你成为你能力限度内可
以成为的最佳教育者。最重要的是，我的教授会不断地
向我提出挑战，而这使得我能够以更具批判性思维地思
考，更加高效地工作，切实参与工作并感受到对自己成
为教育者和在任何环境中成为领导者的自信心，而我也
为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Ahmed Sutton
2016级， BSE，中等教育——综合语言艺术

该学院主要提供培养教师、辅导员、教育行政人员
和专业人员的专业。

该学院为创意与传媒艺术提供了动
态的学习环境，以加强并拓宽多元
化社会的心智和文化视野。

艺术创作与
传媒学院

[ Y S U 学 术 研 究 领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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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人文社会科学方向的就业机会，还有
许多进入研究生和专业项目的机会。

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院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参与到校园是为自己的将来获得成功最简单
的方式。它使你与许许多多的学生建立联
系，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并有益于发展领
导技能。除了努力学习之外，我坚信我迄今
为止获得的成功归功于努力参与到不同的组
织。”

Hailey A. Sullivan
2017级, 化学工程

WCBA的使命是为本科和MBA学生
为将来富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打造成为商界、政府、
非营利机构和社会的领袖 。

我深爱文科和社会科学学院，因为教授们不但
努力工作 以确保你处于正轨，而且他们对你
的能力表现出信心，并鼓励你尽可能有所成
就。”

Rachel Davis
2017级 , 英语专业

威廉姆森商学院是YSU最好的学院之一。

WCBA充满了了不起的教授、项目和职工，他们给学
生们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和社交机会。 WCBA 不仅仅使我做
好踏入职场的准备，而且帮助我在 WFMJ-TV获得实习机
会。小班化教育和优秀的教授使我在 WCBA 的经历一直都
那么出色。如果使用得当， WCBA的资源可以让学生在其
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

Stefan Della Gatta
2017级, 市场管理

The STEM 学院致力于将卓越的项目传递
到学习社区。学习顶尖技术和进行研
究，学生将他们课业所学转化为真实世
界的项目并提供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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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你的未来 ]

杨斯敦州立大学是最具教育价值的学校之一 

纽约
400 英里

美国主要城市与杨斯敦州立大学之
间的距离

杨斯敦州立大学 

杨斯敦市, 俄亥俄

洛杉矶
2,400 英里

达拉斯
1,200 英里

亚特兰大
740 英里

迈阿密
1,250 英里

芝加哥
400 英里

华盛顿特区
300 英里

学费可能因专业、学院和学习领域而有所差别。学校保留对适
用于学生的特殊服务和课程费用进行评估的权利。在
2017-2018年及以后，学生应该计划每年增加5％到10％的费
用。

1. 包括所有国际研究生的9个学分的费用。如果超过9个学分
小时，费用将会增加。

2. 最受欢迎的房间和用餐计划组合的花费；你的费用将取决
于你选择的计划

3. 国际学生/家庭必须缴纳医疗保险 

入学要求

65 / 6.0 
(分项不低于5.0) 

79 / 6.5

本科

研究生

不需要

待项目而定

2.0

2.7

绩点 托福/雅思     参考和简历 成绩单

必须

本 科

平均学费 1....... $14,600

食宿 2 ....................... $10,220

书本及学习用品........................$1,400

医疗保险 3 ..........................$1,423

一年预计总花费.............$27,623

研 究 生  

平均学费 1...... $13,900

食宿 2 ...................... $10,220

书本及学习用品.......................$1,400

医疗保险3 .........................$1,423

一年预计总花费 ............ $26,923
学费可能因专业、学院和学习领域而有所差别。学校保留对适
用于学生的特殊服务和课程费用进行评估的权利。在
2017-2018年及以后，学生应该计划每年增加5％到10％的费
用。

1. 包括所有国际本科生学费
2. 最受欢迎的房间和用餐计划组合的花费；你的费用将取决

于你选择的计划
3. 国际学生/家庭必须缴纳医疗保险

请牢记：YSU 是全美范围
内最可负担得起的大学之
一。我们的学费将给你自
由和灵活性，不管你是打
算立即开启你的职业生
涯，还是在获得学位后继
续深造。

学 费

便捷的申请程序

• 我们接受原始文件的扫描副本以进行申请材料审查；被录取的学生可
以在抵达时提交所要求的原始资料。

• 无需第三方评估

申请截止日期

更详尽的国际招生要求，请见以下网址：https://www.ysu.edu/ipo

联系方式：国际录取 intadm@y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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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本科 研究生

2018春季 11/1/17 9/15/17

2018秋季 6/1/18 4/15/18

https://cms.ysu.edu/administrative-offices/international-programs-office/future-students
mailto:intadm@ysu.edu


荣誉学院为YSU打造了一个智识卓越的社区。近1,000名荣誉学院学生参与
了各类课程、研究、志愿者服务、领导能力和留学项目。这些经验丰富的
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被挑选出来聚集在一起，并参与挑战非凡的课程和学习
体验，如此就创造出了全面且丰富的大学体验。荣誉学院学生可以另外获
得国家奖学金；能参与著名的研究生课程，并且，当然还能够得到理想的
工作机会！要从荣誉学院毕业则要求成员们能够在毕业时获得认可，以获
得荣誉文凭并且在其YSU成绩单上也有特殊标注。

“加入荣誉学院，我原本的
期望只是能在毕业时获得荣
誉文凭。但我完全被震惊
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为无家可归的人募集资金和建
造房屋，花费数周时间与毕业的校友和教授联
络，花了无数个下午和老师努力开展研究项目
的工作，花费很多个夜晚完善自己的简历，还
与我最好的朋友无数次共同进餐。毕业之际，
我收获的不仅仅是特殊的一纸文凭，更是对未
来精彩生活的永久支持。

Brock DeAngelo
2017级，生物系

详情请见
ysu.edu/honors

orignal

outline punched out

Honors
College

GPA TOEFL/IELTS REFERENCE & RESUME TRANSCRIPTS

[ 奖学金 ]
当你所有的努力有所回报  
我们为满足条件的国际本科新生提供如下奖学
金。符合资格的学生可能同时获得两项奖学金。

大一新生的荣誉学院奖学金

* 2016年3月前考试的合格SAT分（只接受包含关键的阅读和数学分数的分数结果）

•  仅供入学的国际大一新生申请
•  自动分配给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  只需维持最低3.0的GPA就能够持续获取另外三年  

基于GPA的国际本科生奖学金
以4.0分制的GPA为基础

GPA  奖学金数额

奖学金数额 最低资格 可续条件

• 预计在$5,000和
$18,000之间*

• 若是四年间的全程
奖学金，则总数额
在$20,000到
$72,000之间 

• 26门ACT或SAT包括数
学、口语和写作达
1260（1760）)*

• GPA达到3.5

• 每学年24学分

• 最少每学期12学分 

• 总GPA达3.0

orignal

outline punched out

Honors
College

相当于3.0–3.33 $1,000   国际励志奖学金

相当于3.34–3.69 $4,000   国际成就奖

相当于3.7 以上 $7,000   国际学术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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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 http://www.ysu.edu/academics/honors-college/scholarships

http://ysu.edu/honors
http://www.ysu.edu/academics/honors-college/scholarships


YSU ESL
英语 语言培训学院

• 无需托福成绩
• 师生比例低 (平均 10:1)
• 五个等级课程 (基于入学测验成绩): 入门,基础,

中级, 中高级, 高级
• 分为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习
• 课程内容 – 语法, 阅读, 写作, 听力, 口语, 托福

备考
• 老师尽职尽责、经验丰富
• 符合大学学术要求的ESL学生将会被杨斯敦州

立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有条件录取
• 可负担的学费，每学期 $2,700 

条件式录取
杨斯敦州立大学英语语言学院(ESL)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提供非学分制的强化英语语言 
(ESL) 培训项目。课程针对准备就读大学的学
生、永久居民、移民、和特殊团体提供培训。

ESL项目特色

学期 单元 截止日期 课程开始日期 课程结束日期

2018春季
单元 1 11/1/17 1/8/18 3/2/18

单元2 1/12/18 3/12/18 5/4/18

2018夏季 一个单元 3/30/18 5/14/18 7/6/18

2018秋季
单元1 6/1/18 8/22/18 10/12/18

单元 2 8/22/18 10/22/18 12/14/18

ESL 2017–2018 学杂费

ESL 申请截止日期及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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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学杂费 8周 16周 学年 历年 

学费 (全职) $2,700 $5,400 $10,800 $13,500 

医疗保险 $590 $590 $1,423 $1,423 

书本费 (每学期预估费用)
$250 $250 $500 $500 

食宿 $2,550 $5,100 $10,200 $12,750 

总额 $6,090 $11,340 $22,923 $2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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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化夏令营 ]
 不同主题的学术课程

例如:
• 英语语言
• 美国文化
• 3-D打印
•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

 七月的三周项目

 文化之旅:
• 尼亚加拉大瀑布
• 匹兹堡
• 克利夫兰
• 阿米什原著区
• 其它

欲知更多详情，请点击 YSU夏令营页面
https://cms.ysu.edu/administrative-offices/international-programs-office/summer-
america

https://cms.ysu.edu/administrative-offices/international-programs-office/summer-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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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生活 ]
无论是与 YSUScape在城市建筑上绘制壁画，与企鹅制作公司一起计划下一场的演唱会，或者是与学生政府一起为乌干达的清洁饮用水筹集
资金，你会发现自己在大学时沉浸在了一个具有创造性，丰富自主意识和参与度高的学生生活。

学生组织
我们有超过200个大学学生组织。还是没法找到引起你共鸣
的？那么自己建立并领导一个学生组织吧；在这里实现这点
是非常简单的。

学生活动
从每个秋天的迎新周开始，持续到春天时的年末庆典——会有
无数学生活动涌入校园。音乐会，秋收节，返校活动，志愿者
周，联邦狂欢，人类与僵尸…没错，所有这些都会有的。

极客生活
拓宽你的企鹅家族来参与极客生活吧。我们的联谊会和兄弟
会中有一些在大学生活中很活跃的校园领袖，他们会支持
你，挑战你，并成为你生活中的兄弟姐妹。

娱乐中心
安德鲁斯康乐和健康中心的锻炼空间超过3.3万平
方英尺，并且全年免费开放。

• 强度和调节训练区域内有70多件有氧器
材，24件可调重量训练器材，40件板载和无
重量训练器材。

• 篮球和排球场
• 高级绳索课程
• 俄亥俄州最高的攀岩墙之一
• 冥想中心有瑜伽课程，动感单车，尊巴舞等。

校内运动和体育活动

带上朋友们或者独自参与校内运动以便与
其他学生队伍在躲避球，飞盘，Shortfield
足球等项目中对抗，并且最好能让Pelini教
练在游戏日看见你在整年间在19次体育竞
赛中积极为你的朋友们打气。#GoGuins

“YSU的所有学生都轻松地从
高中融入到了大学生活。这
里为你提供了很多融入大学
生活的机会。对我而言，我
参加了ASCE，壁球俱乐部和
Chi Alpha。所有人都让你感
受到热情——就像你已经是
家族中的一员一样。我很高
兴选择YSU作为我的大学。
我已经不能想象如果在其他
地方我的生活会是怎样
的。”

Leah McConnell
2018 级,  
土木工程与数学

#GoGu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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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
放松休息片刻 

在校园内住宿为更好地体验大学生活提供了完美的气氛。如果在校园内
住宿，你就能够完全地沉浸在校园文化中，并且在此过程中能够建立起
持续一生的友谊。你会位于校园的中心，而大学内的所有课堂和活动距
离你的房间都只有短短的路程。

YSU住宿和居住生活办公室会全年为你提供参与活动和有趣事件的机会，
而这会吸引你融入校园生活进行社交，玩乐和学习新的东西。而热忱的
员工也为我们所有的住宿生提供支持和鼓励。

研究表明，住在校园内的学生的GPA更高，并且会更积极地参与活动
中，并且在全国，寄宿学生对他们的大学经历总体上满意度更高。这也
可能是你！

YSU提供五个宿舍区，各自都有具有其特殊氛围和干净、宽敞的房间。另
外在学校和市中心还有五处私人管理的设施，都在距离大学步行距离之
内的地方。

如果你认为以上条件听起来还不错，欢迎访问如下网址了解更多内容：
housing.ysu.edu.

五个宿舍区，近900名学生
居住在舒适、宽敞的房间内

http://housing.y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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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自豪下定决心

 实习协调员会帮助你探索自己的长处，找到最适合你的大学之路和毕业之后
的职业规划。

 利用我们的学术辅导中心可以获得更多协作、数学和交流方面的个性化帮助，
同时在你需要时还能为你提供阅读和学习技巧方面的指导。

 学习顾问服务能够为所有在读学生提供高质量、短期的自信心心理健康咨
询，咨询服务，教育训练和指导服务，以支持所有在读学生的健康和成功。

 由国际研究和项目中心提供的国际同伴指导项目 将YSU国际学生和深谙大学活
所带来的挑战的学生领导相连接起来。目前会为国际学生分配同伴指导并协
助其从社交和学术方面适应美国生活。国际同伴指导项目旨在关注如何了解
新生，了解YSU，适应美国生活和学术环境，人与人打交道和获得快乐和乐
趣。

 iPals 社区 是一个交互式学生群组，专门设计用来将YSU学生聚集在一起——
包括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通过参与激动人心的活动和在YSU校园内外的旅
行来创建一个全球化的学习社区。iPals 致力于促进全球化的友谊能够在简单
且不具威胁性的环境中，在语言和文化交流过程中茁壮成长。 当你计划了机
场接送安排, 你会由一名iPal迎接并且有机会立刻结交新朋友！ 

[ 学生帮扶 ]
在大学的第一年会让你感到惊喜。

而我们会确保你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来到大学就意味着你会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份子。从学生到
教授，在你大一期间甚至在扬斯敦州立大学的整个求学生涯，总会有人在
照看和关心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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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cation Center

YOUNGSTOWNYOUNGSTOWN
Downtown Downtown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Metro
politan Park

白天，在联邦大道的人行道上会
充斥着来自城市中工作的专业人
员和课间出来游玩的YSU学生的声
音。享用各种餐厅和咖啡厅提供
的美食，从Suzie’s Dogs and Drafts
的美味热狗，到O’Donalds的热薯
片，再到Cassese’s MVR的意大利
面和肉丸，应有尽有。

夜晚和周末，YSU学生摇身一变成
为乐队、艺术家和各色人群，为
这座城市带来勃勃生机。在Covelli 
中心-杨斯敦首要的体育娱乐设
施，可以看到当地的乐队或是有
名的艺术家。

需要安静的去处以放松？城市中
心面积达4,400英亩的公园是你的
不二选择。Mill Creek Metro公园是
杨斯敦最爱的珍宝，这里有35英
里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拥有美
丽的湖滨和花园，另外还有一个
36洞冠军高尔夫球场。尽情享受
Mill Creek的美景吧，在其他任何
城市都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在城市里参与这些活动，所需要做的仅仅是从校园出发步行一段距离而已。这是
作为杨斯敦州立大学的一名学生所能够与新朋友分享和独自享受的终极体验了。

为之自豪积极参与

[ 总有崭新的事情等你尝试 ]
杨斯敦州立大学与杨斯敦市中心相连，这意味着在全年期间想要去市中心的餐馆、参加

夜生活、生活娱乐和活动都只需短短的步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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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你去探索。 ]
有些东西待你开拓。有些东西待你征服。

一切尽在杨斯敦州立大学。

Jenna DeLaurentis
2018级
政治 /外交事务

“经过了为期六个月在巴西和意
大利的学习，我不仅获益于语言
能力，而且我会无疑地将全球视
野纳入我的研究，继续在YSU外
交事务领域追求学位。通过YSU
到海外学习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经
历！”

Salim Bux
产品工程师，印第安纳州 Marujun，
LLC 工程硕士， 2013 级

Nami Nagaoka
2019级 
新闻专业

Driven and proud.
“我从英语语言学院开启我的
YSU生涯，现在我是新闻专业的
本科生。YSU有许多来自不同国
家的学生，并且有丰富的课外
活动。非常感谢我经历的所有和
每天学习到的宝贵经验。”

and proud.Ambitiousand pr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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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汽车行业的一个产品经理
和设计主管，我意识到了YSU的
机械工程 课程为我提供了所有需
要的技能，让我在工作上游刃有
余，并且从同事中脱颖而出。 国
际项目办公室组织的各种多元化
的活动帮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
在YSU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开
放。”

Passionate



[ 结束是另一个开端。 ]
在杨斯敦州立大学所得的教育将带你去到任何地方。  

只要问问将近91,000名在世界各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校友们。 今天，迈出你旅程的第
一步。

在2015年，杨斯敦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阿什
利 •  奥尔（Ashley Orr）成为该大学荣获国际知名
罗德斯奖学金的第一人。YSU成为俄亥俄州第四所
公立大学拥有学生荣膺122年历史的罗德斯奖。

我万分感激在YSU的所有经历。我的同学是我遇到
过最聪颖的人。

我的YSU同学和导师一直不断给我鼓舞。对于YSU
荣誉学院的学生的支持是无法想象的; 作为新生的第一
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会议；在第一个学期，我就开
始进行学术研究； 获得了两次具有竞争性的实习机会，甚
至到海外留学。教师们热爱与学生一起合作，并且我的课
程也满足了我对经济和数学的追求。我爱YSU，为可以在毕
业后代表这所伟大的大学和荣誉学院所感到骄傲。我的YSU成功
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但是YSU学生的成功并不是。YSU的学生一切
皆有可能。”

Ashley Orr, ’16 BA 
经济，数学系，罗德斯学者

为何选择YSU?
就业。 

顶尖企业的OPT  
和研究生 H1B 的就业机会。

• AT&T
• Cleveland Cavaliers
• Diebold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 First Energy
• General Electric
• General Motors
• Goodyear
•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 KPMG
• Maytag
• MGM Grand
• NASA
• Proctor & Gamble
• Sherwin-Williams
• Wyndham

为之自豪Penguins



[ 本科专业 ]
会计 (B)
广告与公共关系 (B) 
专职医疗* (B)
解剖与生理学(C) 
人类学 (B)
应用老年学 (C)
艺术教育 (B)
艺术工作室 (B)

数字媒体追踪 (B)
图像 + 互动设计 (B) 
跨领域工作室艺术 (B) 
绘画/版画 (B) 
摄影(B)
3D研究 (B)

艺术专科 (A) 
天文/物理学 (B) 
生物化学 (B)
生物科学 (B)

  物理治疗(B) 
生物医学研究(C) 
商务管理(A,B) 
商业经济学 (B) 
商业技术 (A) 
化学 (B)

 传播研究 (B)
     人际/组织 Track (B) 

  多媒体 (B)
    说服力 (B)
    社交媒体 (B)

比较国际研究 (C) 
计算机信息系统 (A,B) 计算机科学(B)
犯罪学 (A)
犯罪学* (B)
舞蹈管理 (B)
口腔卫生 (B)
营养学

         膳食协调 (B)  
       营养学教学 (B) 
饮食研究 (A)
学前教育
经济学 (B)

经济学本硕连读专业 
   经济学第二选择

教育学

艺术教育 (B)
学前教育 
   干预专家双重执照 (B) 
早期幼儿教育 (B)
健康教育 (B) 
综合语言艺术教育 (B) 
综合数学教育 (B) 
综合科学教育 (B) 
综合社会研究教育 (B)

意大利语教育 (B)
中学教育(B)

语言艺术与数学(B) 
语言艺术与科学 (B)
语言艺术与社会研究 (B) 
数学与科学 (B)
数学与社会研究 (B) 
科学与社会研究 (B)

体育教育 (B) 
西班牙语教育 (B) 
特殊教育 (B

轻度/中度  (B) 
          中度/强化 (B)
紧急医疗服务 (A) 
工程学 

化学工程 (B)
土木工程技术 (A,B)
土木工程 (B)
工程建造项目管理 (C)
电子工程 (B)

生物医学 方向(B) 
计算机/数码 方向 (B) 
电子工程技术 (A,B)     
电力技术 (A)
电厂 (A)

工业与系统工程 (B) 
制造工程(B) 
机械工程 (B)
机械工程技术 (A,B)

英语 (B)
企业资源规划 (C) 
创业 (C) 
环境研究(B) 
运动科学 (B)
  研究生预备 (B) 
家庭与消费者研究 (B) 
金融 (B)

CFP  (B)
金融管理 (B) 
法医学 (B)
人类学 (B) 
生物 (B) 
化学 (B)

法语文学 (C) 
通识研究* (B)
 地理学 (B)

GIS/RS  (B)
地质学 (B)
地理科学与技术 (C) 
老年学 (B)
医疗信息系统 (C)
古迹保护 (C)
历史学 (B)
酒店管理 (A,B) 

人力资源管理(B) 
信息与供应链管理(B)
信息技术 (A,B)

数据库 (B)
电子商务 (B)
多媒体/网络 (B) 
网络 (B) 
安全 (B) 
技术支持 (B)

意大利语 (B)
意大利语 (C)
新闻学 (B)
 广播与数字媒体  (B) 
领导力 (C)
长期护理管理 (B) 
市场管理(B)
 销售与销售管理 (B) 
数学 (B)
 数学本硕连读方向(B) 
医疗辅助技术 (A) 
医疗实验室科学(B) 
医疗实验室技术 (A) 
销售规划: 时尚与室内设计 (B) 
分子生物与生物技术(C) 
博物馆研究 (C)
音乐构成 (B)
音乐教育 (B)

乐器(B)
爵士乐乐器(B) 
键盘 (B) 
声乐(B)

音乐史与文学 (B) 
音乐演奏 (B)

音乐录音 (B)
乐器(B)
爵士 (B)
键盘 (B)
非营利性领导力 (B)
风琴 (B) 
钢琴 (B)
小提琴 (B)

音乐理论学 (B) 
非营利性领导力 (C) 
护理学 (B)
 RN/BSN Completion** (B) 
护理 (C) 
哲学(B)
 辅导心理学预科 (B) 
物理学 (B)
天文/物理(B) 
治安管理基础 (C) 
政治学(B)
 公共管理 (B) 
林业预科 (B) 
法律预科 (B)

医学预科项目
口腔预科 (B) 
医学预科 (B)

验光学预科(B) 
整骨疗法预科 (B) 

药剂学预科(B)  
兽医预科(B)

专业技术写作 (B) 
心理学 (B)

物理疗法 (B)
公共卫生* (B) 

环境健康与安全 ** (B) 

 宗教研究 (B)
 辅导心理学预科 (B)
呼吸系统保健 (B)
 呼吸系统保健 ** (B) 
护士 (L)
社会服务技术 (A)
社会工作 (B)
社会学 (B)
西班牙语 (B)
西班牙语(C) 
电信研究 (B)

媒体艺术 (B) 
体育广播 (B)

戏剧研究 (B)
音乐剧 (B)  
电影/视频 (B) 

未确定专业门类
艺术 (B)
商务 (B)
沟通 (B)
教育 (B)
医疗与公共卫生 (B) 
文学与社会科学 (B) 
音乐(B)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STEM) (B) 
戏剧 (B)

杨斯敦州立大学在其计划或活动中不会根据种族，肤色，国籍，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或表达，残疾，年龄，宗教信仰
或退伍军人地位进行歧视。请访问www.ysu.edu/ada-accessibility 以获取指定处理有关此政策问题的人员的联系信息。 8.17_3_LVG

330·941·2336
www.ysu.edu  •  ipo@ysu.edu

www.ysu.edu/ipo

All information accurate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 老年学
• 历史学
• 跨领域交流 
• 金融经济学 

• 材料科学与工程原理博士
• 教育学博士
• 博士物理治疗学
• 学校心理学教育专家
• 会计硕士
• 体育训练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
• 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
• 医疗与公众服务硕士
• 音乐硕士
• 公众健康硕士
• 呼吸系统护理学硕士
• 社会工作硕士 

研究生项目 

• 美国研究
• 艺术教育
• 经济学
• 英语文学

教育学硕士 • 干预服务

科学硕士 

教育科学硕士

• 生物
• 化学
• 犯罪学

• 环境科学
• 数学

科学工程硕士

• 土木工程
• 化学工程
•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 工业与系统工程
• 机械工程

• 辅导
• 教育管理 

• 特殊教育

美学硕士

文学硕士

还有: 

• 个性化课程项目
•  荣誉学院

注解
(C) 证书 (A) 专科 

(B) 本科 (L) 执照
(*) 提供网上课程  (**) 只有网上课程

提供本科专业、证书和追踪报告

@youngstownstate youngstownstate

创意写作

http://www.ysu.edu
mailto:ipo@ysu.edu 
http://www.ysu.edu/directions-to-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