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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 权威资质，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可正规大学

• 本硕博学位证书国内外认可

• 商学院全球名列前茅， A A C S B， A C B S P两大权威机构认证

• 北大、南开、交大等众高校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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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认证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美国官方认证机构

1

2

3

商学院经权威机构国际精英商学院协
会(AACSB）商业和会计双认证。
（https://www.aacsb.edu/）

美国商学院和项目认证委员会（ACBSP）
认证。AU会计专业是俄亥俄州唯一一
个获得该认证的专业。
（https://www.acbsp.org/）

美国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

权威认证沙尔教育学院全美最大教育学
硕士项目。
（https://www.ncate.org/）

5

4

6

《普林斯顿评论》连续9年蝉联中西部
最好的大学
（https://www.ed.gov/）

美国权威Study.com会计专业俄亥俄州排
名第二.
国际MBA专业2019年全美排名第41
（https://study.com/）

美国权威排名USNEWS，学校历年在全
美4000所大学中排名前200。
2019年USNEWS中西部最佳大学排行榜
第二
（https://www.usnews.com/）



权威认证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美国官方认证机构

7

8

9

全美大学生学术水平测试，名列
TOP15%
（https://www.ashland.edu/）

美国安全权威机构Safewise认证全美最

安全的大学之一
（https://www.safewise.com/）

权威机构Great Value College排名，全美
性价比最高15所大学之一
（https://www.greatvaluecolleges.net/）

11

10

12

美国联邦教育部USDE官方可查证的正
规美国私立大学。
（https://www.ed.gov/）

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土安全局批准的招
收F—1、J—1留学生的大学。

美国专业认证协会认证
（https://www.aspa—usa.org/）



权威认证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中国官方认证机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书面证明【美教证字2001（015）】
AU具有授予本科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资格。

• 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中心【美教留2002（001）号】认证AU具有招
收中国学生资格，且中国教育部认可AU学士学位证书。

• 北京教育厅的批准备案【<2004>51号】
• 中国教育部直属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证明：www.edu.cn
• 中国台湾省教育局认证，【赴美遗珠公费留学】指定大学。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认证。



学校简介

SCHOOL PROFILE

阿什兰大学（Ashland University,简称“AU”

https://www.ashland.edu/）成立于1878年，位于美国俄亥俄州

的一所著名私立综合性大学。阿什兰大学由主校区和若干在俄亥

俄州中部和北部的分校区组成，提供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

类型课程。

学校在中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注册认证，优势专业有：计算

机、会计、金融、工商管理、教育、酒店管理、生物、环境、毒

理、护理及公共卫生等。

USNEWS综合排名中全美近4000所大学中保持在前200名，并且连续九年蝉联

普林斯顿评论“中西部最好大学”称号。2019年USNEWS最佳大学区域排行榜第

二。会计专业于Study.com排名俄亥俄州第二，酒店管理全美排名13，MBA商学

院拥有世界最顶级权威机构AACSB商业与会计双认证。学院教育学硕士为美国最

大的教育学项目。全美性价比最高15所大学之一。美国权威机构Safewise认证，

全美4000所大学排名第30，被誉为美国最安全大学之一。

学校周边自然风景优美，具有美国本土特色。夏季平均气温21℃，冬季平均气温零下3℃，

学校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住宿环境，国际学生可入住校产别墅。学生餐厅连续多年被授予“全美高

校膳食最佳”的称号。

AU与国内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一流高校拥有合作项目，长期进行高质量学术交流，受

到广大教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阿什兰大学采取小班授课，秉持“Accent on the Individual”

的校训及严谨的教学态度，学生拥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因此每年毕业于阿什兰大学的学生受到国

际各大型企业青睐，很多在毕业前就提前被公司录用。



学院校长 COLLEGE PRESIDENT 

【Dr. Carlos Campo】

卡洛斯·坎波博士于2015年6月1日开始担任阿什兰
大学第30任校长，曾就职于摄政大学的他，是杰出的
教育家，拥有丰富的教育及领导经验。坎波博士同时
还是盖茨基金会的教育顾问，并担任西班牙裔教育联
盟主席和拉美裔社区教育问题的国家发言人。

• 获得地方和国家组织颁发的“年度教育工作者”称号。
• 获得汉普顿路城市联盟颁发的2014年MLK“社区领袖奖”。
• 2012年和2013年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最具影响力人物”。
• 2013年2月获得ULHRYP颁发的银星文化多元奖。
• 2011年获得全国拉美裔基督教领袖协会颁发的杰出领袖奖。
• 2010年获得维也纳国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 2000年至2004年被评为“美国教师名人录”。
• 2016年UNLV年度校友。

阿什兰大学自1878年建校至今已走过140个寒暑更替，140年从一颗种子长成了参天大
树。自建校以来，阿什兰大学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这里，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
新。在这里，新兴教育浪潮激荡，百家争鸣。作为美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典范，美国教育学
发展的先驱之一，学校在历史的车轮中砥砺前行，凝练出阿什兰人独有的精神与文化。

阿什兰大学将一直秉持着“Accent on the Individual”的校训，以人为本，因材施
教，注重每个人的发展与教育。在这里，每年都会有数以千计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学
生汇聚一堂。在这里，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都可以得到支持与尊重。在这里，不同的价值
观和思想自由交流和碰撞。

中国如今已然成为屹立于东方之巅的大国，在阿什兰大学，中国的学子们展现出了他
们卓越的学习能力和优秀品质。他们刻苦、睿智、创新，在求学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所向
披靡，这是每一个教育者所希望看到的。我由衷地欢迎中国学生来到阿什兰大学学习交流，
阿什兰的文化底蕴，世界级的教育资源无疑将会帮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成为他们梦想
的助推器！



学校资质 SCHOOL QUALIFICATION

 美国大学USNEWS综合排名前200位，中国教育部认可
 连续9年《普林斯顿评论》排名中西部最好的大学
 2019年USNEWS中西部最佳大学排行榜第二
 商学院经权威机构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商业和会计双认证
 国际MBA专业2019年Study.com全美排名第41
 沙尔教育学院持有美国国家教师教育委员会（NCATE）认证，学院拥有美

国最大的教育学项目
 会计专业在Study.com俄亥俄州排名第二，俄亥俄州唯一一个获得美国商

学院和项目认证委员会（ACBSP）认证的专业
 全美大学生学术水平测试，名列TOP15%
 美国安全权威机构Safewise认证，全美最安全的大学之一
 权威机构Great Value College排名，全美性价比最高15所大学之一



学校资质 SCHOOL QUALIFICATION

合作院校及企业机构

AU合作的部分院校

台湾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国立屏东大学，静宜大学，亚洲大学，国际专业
管理亚太年会，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等

大陆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分校，北京交通
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科技大学中
南分校，中国海洋大学等

韩国 济州观光大学，安东科学大学，大邱保健大学，韩南大学等

日本 目白大学，茨城大学，爱知県立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

法国 布莱兹•帕斯卡大学

巴西 UDESC

A.U合作企业机构

·安德玛 ·迪士尼 ·白宫 ·LV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谷歌 ·派克汉尼汾 ·奥美 ·固特异 ·金士顿 ·联想
·克利夫兰医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斯马克公司 ·沃尔玛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M B A

工商管理硕士

• 项目管理

• 创业学（企业家精神)

• 人力资源管理

• 金融管理

• 全球管理

• 供应链管理

• 会计学

• 管理信息系统

• 体育产业管理

• 医疗管理和领导力管理

• 商业分析

• 金融方向（国际MBA项目）

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本项目除了常规课程外，还提供一年四所全世界范围
内世界500强公司的实践实训活动。实际参与到他们的商业案例分析等活
动中去，让学生对前沿的商业知识及跨国集团的商业运作模式有了更加深
刻和全面的认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MBA直译为工商管理硕士，旨在培养能够
胜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高层管理工作需要的
务实型、复合型和应用型高层次管理人才，兼具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阿什兰大学道奇商业与经济学院
获得了AACSB商业和会计双认证，截止至2019年全
球仅有2%的商学院同时获得了该机构的2项认证。
道奇商业与经济学院特别为短时间内想提升自己的
学生开设了稀缺1年国际MBA项目。这个项目旨在最
短时间内给学生提供优质的MBA课程的同时，培养

课程方向

申请
条件

• GPA：2.5/4.0

（无需GRE或GMAT成绩，无语言可双录）
• 护照扫描件
• 大学中英文成绩单
• 雅思或托福成绩

• 简历
• 在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 银行存款证明

留学
费用

• TOEFL:79或IELTS:6.5

MBA项目 国际MBA项目

申请费：$50
学 费：$12,225/年
食 宿：$  6,000/年
总费用：$18,225/年

申请费：$50
学 费：$29,500
（含国际游学费用）



项目介绍 PROJECT INTRODUCTION

M . E d

教育学硕士

阿什兰大学的教育学院是世界顶尖并由美国

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认证的教育
学院，也是俄亥俄州教育课程设置最全的教育学
院，拥有全美最大的教育学硕士项目。

阿什兰大学德怀特沙尔教育学院提供门类齐
全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其中，TESOL方向逐渐成
为黑马，每年该专业的中国毕业生有一部分留在
美国工作，一部分会回到国内成为起薪几十万，
各大机构争抢的语培老师，就业前景非常良好。

学院针对国际学生开设TESOL和21世纪教学两个方向的课程.

TESOL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缩写，中文译为“对外
英语教学”TESOL作为英语教育的专业方向，
其主题是探讨英语教学方法。TESOL课程内容
已经被国际100多个国家和8000多所学校认可，
并且全世界拥有近百个团体会员和14000多名
专业人士。

申请
条件 • 护照扫描件

• 大学中英文成绩单
• 雅思或托福成绩

• 简历
• 在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 银行存款证明

留学
费用

申请费：$50
学费：$8,085/年
食宿：$6,000/年
总费用：$14,085/年

什么是TESOL？

• GPA：2.25/4.0

（无需GRE或GMAT成绩，无语言可双录）

• TOEFL:79或IELTS:6.5



项目优势 PROJECT ADVANTAGE

国际文凭 全球认可

美国正规私立大学硕士研

究生项目，中国教育部涉

外监管备案注册，学位证

书中国国内外承认认可。

权威认证 学术保障

商学院经世界顶尖商学院

认证机构AACSB认证，学术

水平经得起考验。

教育项目 全美最大

教育学院拥有美国最权威

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

（NCATE）认证，百年悠久

传承，全美最大教育学硕

士项目。

环球经历 高端人脉

特开设一年制国际MBA，

2019年学员将前往2国4所

“世界500强企业”参与讨

论学习。

晋升提职 高人一等

毕业获得学院颁发的正规

硕士学位证书，可供晋升，

提职，移民加分，企业上

市备案等使用。

语言支持 快速毕业

无雅思/托福、语言未达标

的学生，学院设语言强化，

可同时双录取。MBA/M.Ed

最快一年读完，节约时间

成本，比国内快一倍。

顶级师资 方向全面

集聚美国一流教师资源，

所有课程均为名师授课，

MBA商学院下设11个专业

方向，全面学习无死角。

教学严谨 小班授课

所有课程均为小班授课，

保证每个学生学习质量，

因材施教。严谨的教学态

度是学院亘古不变的传统，

也是享誉世界的根本。

高性价比 打破认知

打破传统留学高费用的认

知，学费、食宿最高共¥10

万/年。被誉为美国性价比

最高的大学之一。



学院风采 ACADEMY STYLE



学院风采 ACADEMY STY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