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学校之一 

罗格斯大学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简称 RU)，是一所位于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也是其最大高等学府。最早于 1766 年(乾隆三十

一年)成立，前身为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第八个高

等教育机构，也是美国独立革命前九所私立殖民地学院之一。2015《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全球最好综合大学排名第 55 名。 

2014 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第 52 名。总部在沙特阿拉伯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心

(CWUR)2014 全球最好大学排名第 33 名。 

2015 年 11 月 2 日，奥巴马参观罗格斯大学，并发表演说。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 

外文名称: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简称:罗格斯大学，RU 

校训:Sol iustitiae et occidentem illustra 

创办时间:1766 年 11 月 10 日 

类别:公立研究型大学                     学校类型:综合 

现任校长:Robert L. Barchi               所属地区:美国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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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院系:文理学院、环境生命科学学院、药学院、商学院、工程学院等共 29

所 

罗格斯大学，全称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是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最大高等学府。罗格斯大学的

主要校园位于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和皮斯卡特维(Piscataway)，另

有两个分校在纽瓦克(Newark)和肯顿(Camden)。 

罗格斯大学于 1766 年成立时，为纪念当时英王 King George 三世的妻子，称

为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为美国最早成立的第八个高等教育机构，同

期九所大学为:哈佛大学，威廉玛丽学院，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格斯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 

罗格斯大学曾经一度被广泛认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姊妹学校，因为罗格斯大学

本名为皇后学院而哥伦比亚大学本名为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而当初两

校创校时就是为了表现此种姊妹学校之关系而命名的。直到后来哥伦比亚大学

成为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罗格斯大学成为著名的美国公立大学后，二

者之间之此种关系渐渐地疏远。 

新泽西州州议会分别于 1945年和 1956年通过法案将罗格斯大学指定为州立大

学。1946 年罗格斯大学将纽瓦克大学并入，成为纽瓦克校区。1950 年罗格斯

大学将南泽西学院并入，成为肯顿校区。 

罗格斯大学新布朗维克主校区(Rutgers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是一所世

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其在数学、统计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情报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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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人文科学领域拥有一批世界著名的学者与研究员，因而具有雄厚的研究

实力。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2010 世界一流大学学术排名，罗格斯大学

新布朗维克校区被列入世界第 54 名。罗格斯大学新布朗维克分校校风良好且

设备优良。 

2013 年 7 月 1 日，罗格斯大学新布朗维克校区与 UMDNJ(the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of New Jersey) 的绝大部分合并，据政府部门估计

此次合并将使罗格斯大学的研究排名跻身全美 TOP10. 

建立时间 176 校园建筑 6 年 11 月 10 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

皮斯卡特维，纽华克以及肯顿。学校里的学生数量有 38,576 名本科生， 12,904

名研究生，教师数量教职员 2,552 人 ，校园面积超大。罗格斯大学的主要校

园位于新布朗斯维克和皮斯卡特维，另有两个分校在纽瓦克和肯顿。罗格斯大

学由 29 个大学学院构成，其中 16 个学院并另提供大学以上之研究所或专业学

位。罗格斯大学提供超过 100 个学士学位、100 个硕士学位以及 80 个博士或专

业学位。罗格斯大学是新泽西州在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y)唯一一所公立大学。另外一所加入该组织的本州大学是普林斯顿

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该协会的其他会员都来自于北美以研究为主导

的著名大学。 

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是一所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公立大学。其中新

布朗斯维克分校(又译作新伯朗士威分校)以科学研究见长，拥有数量众多的世

界一流学者在此任教，是美国科研实力最强的大学之一，现有 49 位美国科学

与艺术学院(AAAS)院士、18 位美国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在此任教，并有 5 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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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及教授曾获得诺贝尔奖，四位教授获得过普利策奖，一位教授曾获得过被称

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一位教授获得过权威数学奖沃尔夫奖，罗格

斯大学校景一位教授获得权威数学奖阿贝尔奖。 

罗格斯大学拥有 200 多所研究中心及机构，国际知名的如卫克曼微生物研究协

会(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 分子和行为神经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lecular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儿童及儿童时期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Childhood Studies);量子材料理论计算中心

(Center For Materials Theory);高能粒子理论研究中心(New High Energy 

Theory Center)等。 

罗格斯大学也以培养政治家、企业家和商人著称，建校 300 年间培养了大量政

治、企业精英和富豪。其校友中既有州长、副总统、国会议员这样的政治精英，

也有接近 100 名毕业生在如福特(Ford Motors)、摩托罗拉(Motorola)、美国

银行(Bank of America)等若干世界著名公司和银行、传媒机构出任总裁和副

总裁。更有一些娱乐和体育明星，艺术家，哲学家毕业于该校，使罗格斯大学

同时拥有浓厚的艺术和人文氛围。 

罗格斯大学是新泽西州最大的大学，校园面积极大，共分为三个校区，主要分

布于三个城镇，分别位于新泽西州北、中、西部三个区域: 

罗格斯大学-新布朗斯维克分校(Rutgers University，New Brunswick Campus)

是罗格斯大 Old Queens College 学的主要分校，也是罗格斯大学三个分校中

面积最大，排名最高的校园，位于新布朗斯维克和皮斯卡特维，新泽西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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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斯维克/皮斯卡特维校区(New Brunswick/Piscataway Campus)(NB 主校区)

面积十分庞大，位于新泽西州中部，距纽约曼哈顿仅 45 分钟车程，是罗格斯

大学最大也是最主要的校区。校区环绕着 New Brunswick 市，并跨河延申至

Piscataway 市，计算机、统计等重要院系均设置在此校区;NB 主校区又细分为

四个校区:Busch、Livingston、College Avenue、Cook/Douglass。由于 NB 主

校区庞大而分散，因选课而异上课时可能需在四个校区间来往，NB 主校区拥有

东部地区最为庞大的校车系统，校车线路有几十条之多车次间隔平均 5-10 分

钟，往来交通十分方便。 

纽瓦克校区(Newark Campus)，位于 Newark 市中心，占地约三到四个街区，以

商学、医学院系为主，MBA总部即位于此校区;Newark为新泽西州第一大城市，

亦是主要国际机场 Newark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所在地，与纽约市约半

小时车程。 

肯顿校区(Camden Campus)，位于新泽西州中西部，与美国独立发源地费城仅

以一河之隔。在此有法学、商学、以及艺术学院。新泽西州立水族馆亦设于此。 

新泽西州 New Jersey 东临大西洋，北接纽约州，西南与宾州接壤，总面积为

20295 平方公里，人口为 800 万。新泽西州有 21 个县，主要城市有纽瓦克、泽

西市、毛里斯镇、卡姆登、帕特森等，其中最大的城市为纽瓦克市。该州首府

为特兰顿市(Trenton)。 新泽西州处在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美国"东北走廊"

的中心地带。东北走廊系指连接缅因州、波士顿、康州、纽约市、新泽西州、

宾州、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市以及弗吉尼亚南部地区的一大片区域。2003 年

新泽西州州国民生产总值为 3974 亿美元，在全美各州名列第八。2004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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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杂志(Fortune)评选的全美最大的 500 家大公司在新泽西州有 23 家，

罗格斯大学在全美各州中列第 7 位。 新泽西州各类企业 20 余万家，就业人数

达 364 万人。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大学或大学以上的学历。全州共有 14 余

万科技人才，州内共有 55 所大专院校。 

院系设置 

新布朗斯维克 / 皮斯卡特维校区 

• Cook College，库克学院。课程侧重于生命科学，农学及海洋科学。 

• Douglass College，道格拉斯学院。只收女性学生。 

• Livingston College，李文斯顿学院。其学院主旨为增进多样性，课程

侧重于社会科学。 

• Rutgers College，罗格斯学院。这是罗格斯大学最初的学院，课程侧重

于经济和语言学科。 

• College of Nursing，护理学院。 

• Ernest Mario School of Pharmacy，药学院。 

• Graduate School of Applied and Professional Psychology，心理学

院。 

•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育学院。 

• Mason Gross School of the Arts，梅森格罗斯艺术学院。 

• Rutgers Business School-New Brunswick and Newark，罗格斯大学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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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tudies，通讯，

信息暨图书馆学院。 

• School of Engineering，工程学院。 

•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管理暨劳工关系学院。 

• School of Social Work，社会工作学院。 

纽瓦克校区 

• Newark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纽瓦克文理学院 

• University College-Newark，纽瓦克成人高校 

• College of Nursing，护理学院 

• Graduate School-Newark，纽瓦克研究生院 

• Rutgers Business School-New Brunswick and Newark，罗格斯大学商

学院 

•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刑事司法学院 

• School of Law-Newark，纽瓦克法学院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公共事务与管理学院 

肯顿校区 

• Camde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肯顿文理学院 

• University College-Camden，肯顿成人高校 

• Graduate School-Camden，肯顿研究生院 

• School of Business-Camden，肯顿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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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Law-Camden，肯顿法学院 

• School of Nursing-Camden，肯顿护理学院 

学术声誉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排名 

2015 年： 

工程学 计算机工程 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化学工程 

53
[3]
   31 42 47 39 39 

生物医学工程 工业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商学院 

49 23 34 50
[4]
   35 18 

物理 凝聚物理 数学 离散数学 统计学 化学 

29 15 8 8 9 60 

地球科学 生物学 计算机科学 教育学 公共事务与管理   

49 68 34 39
[5]
   11

[5]
     

2014 年： 

综合 工程学 
计算机工

程 
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69
[6-7]

   51 31 44 45 44 

化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

程 
工业工程 

航空航天工

程 

环境科学与工

程 

材料科学与工

程 

43 42 21 30 42 39 

物流管理 物理 凝聚物理 数学 代数 离散数学 

20 26 19 20 12 4 



逻辑学 统计学 化学 地球科学 经济学 社会学 

9 37 60 39 48
[6]
   28 

文化社会学 社会工作 公共事物 生物学 药学 计算机科学 

6 26 46 71 26 28 

理论计算机科

学 
心理学 绘画艺术 版画艺术 美术 英语 

21
[8]
   60 13 9 27 17 

政治 教育学 历史 
非裔美国人

史 
美国现代史 妇女史 

45 47 20 8 14 1 

国际影响 

2014 年，国际教育者协会宣布，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年度参

议院保罗西蒙国际化奖，该奖项颁发给在校园国际化方面有突出和创新性贡献

的学校，并且在综合国际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大学。 

罗格斯大学获得该项殊荣因其将国际化教育的理念渗透到大学教育和生活的

各个方面。“综合国际化”是有计划、有战略的将国际化的、跨文化的、全球

的思想与高等教育的精神和成果融合到一起。 

近年来，罗格斯大学招收众多国际学生，在全球范围开展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国

际服务学习项目，与国外很多知名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为师生拓展了

全球项目。该校也是美国的少数几所拥有国际化研究、国际化教育和国际化服

务的大学之一，他们认识到教师在国际化事务中的重要价值。 

另外，罗格斯大学是同联合国公共信息部门建立正式关系的 27 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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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作关系使得罗格斯大学的师生有机会参加联合国会议、实习和重要国际事

务的交流。罗格斯大学还发起了联合国校友互助群和联合国学生俱乐部以便将

罗格斯与联合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校园生活 

在罗格斯大学的校园中，学生能有数不清的方法来保持活力，从排球比赛或瑜

伽课到攀岩、滑雪旅行。学校健身房提供各种塑身、运动课程，还有多种健身

器材，使学生放松身心、保持体形。 学校有很多自己的学生组织，分为文化、

艺术、媒体、学术、社会政治等方面。学生可以在其中交到新朋友、锻炼领导

能力、挑战极限、冒险等等，获得快乐丰富的课余生活。 罗格斯大学的 

Zimmerli 博物馆中有超过 60,000件作品，是全美最好的大学艺术博物馆之一。 

学校优势 

1.罗格斯大学在 US News 公布的公立大学排名上排第 25 名，该校的工程学专

业排名前 50，本科商学专业毕业生的企业雇主青睐度排名全美第 3。 

2.罗格斯大学 2017USNEWS 美国综合性大学排名第 70，比在 2016 版排名中上升

了两位。
[28-29]

   

3.每年有 4,450 个实习机会向罗格斯大学学生开放，例如普华永道、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花旗集团这样的公司，每年都会参加学校举办的多达 12 次的职业

介绍会，这些实习工作帮助学生获得有价值的工作经验和行业相关的一手市场

资料。 

4.学校为学生提供合作教育经历，这个项目能够让学生得到学分和工资并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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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外获得实践经验。 

5.罗格斯大学提供多于 100 种的专业，这为中国学生定制学习计划提供了很大

的灵活性。因此，学校拥有数一数二的中国校友网络。 

6.罗格斯大学在地理位置上位于纽约和费城中间，学生们可以很方便地访问这

两个美国最著名的城市。 

7.罗格斯大学的新伯朗士威校区和纽华克校区为学生提供华尔街直通导师项

目，该项目帮助学生了解华尔街及金融服务行业并获得就业机会。 

社会名流 

加勒特·A·霍巴特，美国前副总统 

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美国前国务卿 

大卫·斯特恩，美国国家篮球协会 NBA 总裁 

路易斯·弗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 

许添财，台南市第 14-15 任市长 

许绍洋，美籍华人男歌手、演员 

程美玮，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格雷格·布朗，摩托罗拉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汀·戴维斯，美剧《欲望都市》女主角 

塞巴斯蒂安·斯坦，电影《美国队长 2:冬日之战》冬兵扮演者 

联合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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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华南理工大学-罗格斯大学中美创新学院揭牌仪式在华南理工大学城

校区举行，标志着罗格斯大学在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也同

时标志着罗格斯大学与其在中国的兄弟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展开全面的合作关

系。 

截止 2014 年 6 月，罗格斯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开展的联合培养项目(简称 2+2 

项目)如下: 

理工科类: 

轻工与食品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生物科学

与工程学院 

文科类: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国际班)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国际

班) 

经济与贸易学院 (旅游管理国际班)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传媒国

际班) 

参加项目的学生前两年学习生活(大一，大二)将在华南理工大学相应学院完成，

在华南理工大学学习与生活期间只需缴纳正常学宿费，达到绩点与托福语言成

绩要求便可参加选拔，选拔成功后正式参加 罗格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本科

学士学位国际联合培养项目。正常完成四年本科学习后便可获得罗格斯大学学

http://baike.so.com/doc/2983276-3146624.html


士学位和华南理工大学学士学位的双学位，获得的双学位便是双方任意一方的

正常四年学生获得的学位。 

由于罗格斯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双方签订协议，互认学分以及有详细的培养计

划，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可以以最少的学费和时间获得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著

名大学的学士学位，同时具有独特的双文化学习背景，适应当今全球化的竞争

要求。因此，自从罗格斯大学开展国际联合培养项目以来，参加此项目的竞争

也日益剧烈，而华南理工大学双学士学位国际班项目高考分数线也日益提高。

高考发挥失常同时又想获得美国和中国大学生活文化背景的考生可考虑选择

走国际联合培养的"曲线救国"道路。 

 

申请条件 

本科申请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申请截至日:每年 4 月 15 日 

留学费用:22796.0 美元 

TOEFL 分数要求:79(医药学院 89，护理学院 100)       IELTS:6.5 

SAT 分数范围:阅读 530-630，数学 560-680，写作 540-640 

ACT 分数范围:24-29     SAT&ACT (with writing) 分数其实没有 minium 

高中 GPA:3.5/4.0 



SAT 递交截止日期:12 月 1 日         助学金申请截止日期:3 月 15 日 

研究生申请 

开学时间:每年 9 月                  申请截至日:每年 11 月 1 日 

留学费用:25592.0 美元   

TOEFL(IBT)分数要求: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