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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州立大学系统，排名和认证 
 
美国明尼苏达州有 7 所公立大学，它们共同组成了明州大学系统 （Minnesota State）。明州大学
系统由同一个校董事会统一管理，如同一所大学的 7 所分校。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系统的规模在全
美名列前茅，学生可以在这个州立大学系统内任意转学。建于 1919 年的伯米吉州立大学是这 7
所分校之一。 伯米吉州立大学是一所以本科教育为主，并拥有 8 个研究生专业的综合性大学。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9 年美国大学排名，伯米吉州立大学在中西部地区所有大学中名
列第 94，在公立大学中排名第 22。伯米吉州立大学已连续 7 年排在前 100 名。 
 
伯米吉州立大学和明州大学系统的大学由中北部高等教育委员会认证  （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 并授权颁发副学士，学士和硕士学位。中北部高等教育委员会是美国 6 大区域认
证机构之一，它管辖中北部地区 19 个州的高等学府。 
 



 
 

二、校园环境与设施 
 
位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伯米吉市是北美最长河流密西西比河的发源地，因此，伯米吉市也被称为
“密西西比第一城”；它距离明州首府圣保罗市( St. Paul) 和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 (Minneapolis) 
大约 4 小时车程。圣保罗市(St. Paul) 和明尼阿波利斯市 (Minneapolis) 两市紧靠，因此简称双城
（Twin Cities）。 
 
伯米吉州立大学就坐落在伯米吉湖畔（Lake Bemidji）；伯米吉湖占地面积 89 英亩（大约 540 市
亩），周边有 240 多英亩的森林；林木茂密，郁郁葱葱；周围环境优美、宁静、安全，是专心学
习的理想之地。 
 
校园内有 20多座教学楼、7座学生宿舍楼（包括套房和公寓）和其它建筑设施。校内所有建筑物
（学生宿舍、教室、行政、后勤、图书馆、食堂、活动中心、体育馆、书店等等）都有温暖的地
下通道连接; 所有建筑都有充足的暖气，所以，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不必在露天行走，很多
学生身着短衣短裤， 感觉温暖如春。 
 

  
 
 



三、专业与课程 
 
全校开设 80 多个本科专业和 8 个研究生专业；学生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类别有：科学、技术、
设计、商务、管理、教育和护理等。 
 
特殊的地理与生态环境给这所学校提供了户外实验室和自然大课堂，也造就了该校特有的一些专
业，比如： 淡水生物学、印第安文化研究、野生动物学、野外管理与户外运动规划等。 
 
共有 8 个研究生专业，现在适合国际学生申请的专业有：环境科学硕士、英语/文学硕士、数学
硕士、中小学数学教育硕士，生物学学硕士。 
 
伯米吉州立大学的技术与艺术设计系和当地的制造业合作，发展工匠精神。其开设的会展设计专
业，工业模具，产品开发等专业闻名全美，尤其是会展设计,伯米吉州立大学是全国会展设计唯
一的本科专业。考注册会计师（CPA）的财会专业毕业生，通过率高于全州。 
 
学校为本科低年级学生开设的荣誉课程项目，可替代低年级的部分通识教育课程，但学术难度很
高，所以攻读这些高难度课程的学生可以享受校内专用宿舍的特殊待遇。 
 
 

  
 
 
四、学生与师资 
 
伯米吉州立大学在校本科生约 5,100 名，研究生 300 多名；65% 的本科班级学生人数不超过 20
人；全校实行小班制教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 19: 1。学校的许多教师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院
校，并全部取得所教专业的最高学位。 
 
教师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医学、儿童发育、文学创作、网上学习、计算机辅助交流、中东地区
的商务环境、互联网商务应用、家庭暴力与性侵犯者治疗、妇女与刑法、妇女就业、明尼苏达州
环境与经济问题、印第安文化等。 



 
 
五、体育运动及设施 
 
学校体育运动中心和校内其它场所有各种体育设施，包括：6 个室内篮球场、4 个室内网球场、
室内排球、垒球、2 个沙滩排球场、6 道 200 米长室内田径场、6 泳道游泳池、最新式的攀岩墙和
翻修一新的橄榄球场。 
 
伯米吉湖边的户外运动中心闻名全美，备有独木舟、帆板、舢板、山地自行车、滑雪板以及各种
野营设备，学生可以优惠租用。中心还举办各种有关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学生当中最普及的体育项目是：男子和女子冰上曲棍球、篮球、高尔夫、足球、男子网球、男子
排球、男子越野赛和女子垒球。校男子冰球队曾 13 次取得全美大学生赛冠军；有的学生曾被
《美国田径》杂志评选为年度田径运动员，并有一大批学生获得大学生最高体育荣誉奖。更有小
冰球队成员代表国家队出战 2018 年的冬运会。全校有近百个学生俱乐部，可以满足学生们音乐、
舞蹈、戏剧和烹饪等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 
 

  
 



六、州内学费及其它费用 
 
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来自美国其它州的学生和国际留学生的学费标准比本州学生高两至三倍；
而在伯米吉州立大学，外州学生和国际学生都按照本州学生的标准交纳学费， 因此，该校国际
学生学费在全美最实惠。例如，一般各州立大学的国际学生学费每年都在 1.5 万至 3.5 万美元，
而该校一学年学费仅 9 千余美元 （一学期 4 千多），为全美公立大学最优惠的学费。 
     
2019-2020 学年，伯米吉州立大学的实际学费/杂费为 9,064 美元, 校内食宿费 8,652 美元。美国中
部各州的生活费用远低于东西海岸，明州是典型的中西部州，而伯米吉市作为一座适于居住的中
小型城市，生活费用更加低廉。一名大学生的生活费用，包括食宿及零用钱等，不到东西海岸的
一半。伯米吉州立大学留学的各项费用，包括学费/杂费，医疗保险费和食宿费等，一年仅约
21,733 美元（2019-20 年 I-20 表上的总额）。 
 

   
 
七、入学英语标准 
 
伯米吉州立大学本科入学英语要求：  雅思 5.5 分，或托福 61 分；其他考核标准见：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 
 
研究生入学： 雅思 6.5 分，或托福 80 分，部分专业不要求 GRE 或 GMAT。环境科学硕士和生物
学硕士入学需要 GRE-General Test scores。 
 
申请英语语言中心，本科和研究生入学的基本材料如下： 
 

1.   申请费 20 美元    2.  申请表（网上直接填表或填纸质申请表） 
3. 成绩单 （要中英文的）   4.  推荐信（只是研究生申请需要） 
5. 英语语言成绩（托福，雅思或其它）和 GRE 
6. 入学短文 （本科 300-500 字； 研究生以各专业/系的要求为准） 
7. 经济担保或存款证明    
8. 护照复印件 
9. 国际学生申请同意书（International Student Agreement Form） 

 
 
具体申请细节， 如：成绩 GPA 要求，奖学金,  I-20 表，学号，签证，申请校内住房等等， 
请访问国际学生申请网站：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


 
 
八． 语言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er-ELC） 
 
如果学生的英语成绩没有达到入学要求，请不用担心，英语语言中心为学生在伯米吉大学进一步
学习做好充分准备。英语语言中心坐落在我们美丽的湖畔校园内，提供全日制课程, 并签发 I-20
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参加一个或者两个学期的课程。英语语言中心采取课程集中授课，
一对一地辅导，并且参加有趣的文化活动。英语语言中心对于还未达到伯米吉大学英语入学要求，
或者只是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学生是个很好的选择。 
 
伯米吉英语语言中心通过各种活动，为学生提供体验语言，文化和美国人的机会： 
• 在明尼苏达州美丽的北部森林体验并享受划船，登山，和其他户外运动。 
• 参加各种运动赛事，为学校的运动队加油；与语言搭档交谈； 
• 在明尼阿波利斯，法戈或德卢斯等城市度过周末； 
 
 

      
 
 
 



九．报到和开学指导 
 

 
 
伯米吉市（BJI）有自己的机场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MSP）空中连接、每天有两个
航班，空中距离不到一小时；夏天旅游旺季时有三个航班。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
（Minneapolis-St. Paul International Airport 机场代码 MSP）是该州乃至整个上中西部最大、最繁
忙的机场，也是达美航空的主要枢纽之一, 它与国内不少城市有直航。 
 
春季和秋季学期开学前大概一周是国际新生开学指导周。开学指导会涉及很多主题，如注册，办
学生证，付学费，使用学校邮件，登录自己的学校账号，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身份的保持，
购物等等。具体的开学指导时间和活动会提前通知学生也会发布在学校网站上。 
 
新生到校，学校的国际学生处提供免费到伯米吉机场的接机服务。除了飞机，两市之间还有巴士
线路。在开学指导期间学校会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十． 北极星访问者学院 NorthStar Visiting Scholars Academy 
  
北极星访问者学院是伯米吉州立大学专门为老师、学者、大学生使者设立的访问交流学术学院。
访问学者项目一般为一学期或一学年。学院为访学老师提供专业对口的导师，辅助访问学者在校
开展学习和研究。学院负责人专门为访问学者安排了研修课程，通过每周的嘉宾讲座，校外实践，
出访参观，郊游等各种活动让访问学者了解中美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异、美国及本地区的文化、历
史、社会和环境。访问学者可以旁听伯米吉州立大学的大部分课程，和学生老师开展交流。学校
所有的资源和设施都对访问学者开放。学者们可以参与学校所有的校内活动，以及专为访问学者
安排的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社会服务机构，州政府，密西西比河源头等。伯
米吉州立大学给本学院录取的老师和学者签发 J-1 签证所需要的 DS-2019 表。 
 

   
 
Summer/Winter Language and Cultural Immersion Camp 北极星访问者学院还包括为大学生使者设
立的短期语言文化浸没式体验营。为期两到三周的体验营让学生浸没在伯米吉大学的学习和校园
生活里。学生通过英语语言课程的学习和参与在校生带领的校外实践活动来增进英语沟通和理解
能力，加深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中西部文化的理解。在伯米吉大学的任何两天都是不一样，校
内外活动丰富多彩，其中包括参观艺术博物馆，探索历史名迹，参与文化盛典，户外远足，水上
运动和冰雪运动、游览密西西比河源头 Itasca 公园、逛 MOA 美国最大购物中心、观看舞剧表演、
参观圣保罗大教堂和 Split Rock 灯塔、坐游船在苏比尔湖看日落等。傍晚，我们还为同学们准备
了很多和伯米吉州大学师生互动的社交活动，例如：篝火野餐、户外烧烤、草地游戏、攀岩、瑜

伽、露天音乐会、告别宴等很多令人难忘的经历。学生们无论是在绿树如荫的夏季还是银装素裹
的冬季，都能因伯米吉大学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大自然和人文明州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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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需要学校的其它信息或入学申请的细节，请访问学校网站 
https://www.bemidjistate.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或直接联系 (中/英文均可) 
 
Patrick Liu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cruiting & International Program Center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Bemidji, Minnesota 56601 
Phone: (218) 755-4017 Fax: (218) 755-2074 
Email: Patrick.liu@bemidjistate.edu 
 

 
欢迎您来 BSU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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