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ovides 
a distinctive voice in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at once rigorously intellectual, 
unapologetically moral in orientation, 
and firmly embracing of a service ethos. 
Founded in 1842, Notre Dame is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Catholic 
research university located adjacent 
to the city of South Bend, Indiana, 
and approximately 90 miles east of 
Chicago.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is highly 
competitive, with more than five 
applicants for each freshman class 
position. Seventy percent of incom-
ing freshmen were in the top five 

percent of their high school graduat-
ing classes. 

The University’s minority student 
population has tripled in the past 20 
years to some 22 percent, and women, 
first admitted to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Notre Dame in 1972, now 
account for 48 percent of undergradu-
ate and overall enrollment.

The University is organized into four 
undergraduate colleges—Arts and 
Letters,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he Mendoza College of Business—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he Law 
School, the Graduate School, 14 
major research institutes, two dozen 
centers and special program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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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Enroll-
ment for the 2009-10 academic year 
was 11,817 students overall and 8,372 
undergraduates.

One indicator of the quality of Notre 
Dame’s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s 
the success of its students in postbac-
calaureate studies. The medical school 
acceptance rate of the University’s 
preprofessional studies graduates is 
80 percent, almost twice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Notre Dame ranks first 
among Catholic universities in the 
number of doctorates earned by its 
undergraduate alumni—a record 
compiled over some 80 years.

The Graduate School, established in 
1918, encompasses 32 master’s and 
23 doctoral degree programs in and 
among 25 University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es. 

The source of the University’s aca-
demic strength is its faculty, which 
since 1988 has seen the addition 
of some 500 new memb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than 200 
endowed professorships. Notre Dame 
faculty members have won 42 fel-
lowships from the National Endow-
ment for the Humanities in the past 
11 years, more than for any other 
university in the nation. 
 

At Notre Dame, education always has 
been linked to values, among them  
living in community and volunteering 
in community service. Residence hall 
life, shared by four of five under-
graduates, is both the hallmark of 
the Notre Dame experience and the 
wellspring of the University’s rich 
tradition. A younger tradition, the 
University’s Center for Social Con-
cerns, serves as a catalyst for student 
voluntarism. About 80 percent of 
Notre Dame students engage in some 
form of voluntary service-learning 
during their years at the University, 
and at least 10 percent devote a year 
or more after graduation to serving 
the less fortun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orld.

With 1,250 acres containing two lakes 
and 139 buildings with a total property 
replacement value of $3.1 billion, Notre 
Dame is well known for the quality 
of its physical plant and the beauty of 
its campus. The Basilica of the Sacred 
Heart, the 14-story Hesburgh Library 
with its 132-feet-high mural depicting 
Christ the Teacher, and the University’s 
historic Main Building with its famed 
Golden Dome are among the most 
widely known university landmark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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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大学简介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成立于1842
年，是一所全美排名前20名的私立
大学。多年来以其卓越鲜明的特
色，屹立于美国高等教育之林。其
教育方针集高水平的学识素养，高
尚的道德取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于一体。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座落于印第
安纳州，毗邻以风景优美而闻名的
密歇根湖，距全美第三大城市芝加
哥约为一个小时的车程。申请我校
的竞争非常激烈，每年只有约20%
的申请者能被录取，且超过69%的
大一新生是原高中全年级前5%的优
秀毕业生。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有四个本科
学院：人文学院、理学院、工程学
院和商学院，其中商学院在2010年
《商业周刊》的全美高校本科商学
院排名中名列全美第一。大学还设
有建筑学院、法学院、研究生院以
及庞大的图书馆系统。2009-2010
学年，全校共有11817名注册学
生，其中8372名为本科生。

卓越的师资是我校教学和科研的质
量保证。在过去十一年，我校教职
员中有42人次获得国家人文基金会
的研究奖金，高于任何其他美国
大学。



学生们在本科毕业后的学业成就是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本科教育
质量的佐证。我校申请其他大学医
学院研究生的本科毕业生，最终有
80%被成功录取，这几乎是全美平
均录取率的两倍。我校申请其它大
学法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有90%被
成功录取。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十分重视
培养学生的国际化素质，在二十多
个国家为学生设有四十多个项目，
本校三年级的学生可选择去海外进
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语言学习、交
流研究或工作实习等。将近65%的
我校学生都曾受到学校资助并在海
外项目学习，这个比例在所有美国
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是最高的，
这也使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
毕业生以其丰富的全球化的教育经
历及工作能力而受到诸多国际化大
公司的青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
100强的总裁CEO中，本科毕业于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人数占最
多，雄踞全美各大学榜首。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另一个著
名的特色是拥有全美极其强大且联
系极其紧密的校友网络。大学设
有专门机构，帮助历届毕业生建
立起联系。目前有279个校友联络
会，19万名校友，遍布全球。校友
会在世界范围内都相当活跃，历
届毕业生们在生活和事业上相互支

持，他们都把自己看做是大学的永
久“家庭”成员。目前，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捐赠基金资产总额
约为420亿人民币，位列全美大学
第13名。大学每年约有70亿人民币
财政预算，为全校师生提供各种
资助。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十分注重
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其方式之一
就是鼓励学生关心社会和服务社
会。80%的学生在校期间都曾参与
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活动, 10%的
毕业生会自愿到美国或全世界较为
贫瘠的地方无偿工作一年甚至多
年, 这使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的学生获得美国各界的认可并享有
盛誉。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有高达80%
的本科生在校内住宿，使学生更好
地融入到大学集体中，既保证了教
学质量，更成为我校各种优良传统
的源泉。校园景色优美宁静，花草
繁茂，享誉全美。校内有两个美丽
的湖，湖中天鹅结伴。校园内海斯
伯格图书馆、圣心大教堂和已有
129年历史的金色圆顶主楼是世界
驰名的建筑。

更多申请信息，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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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re dame annually ranks in  
the top 20 of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national  
universities rankings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一
年一度的全美高校排名中，我校稳
居全国大学前20名

1. unparalleled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优质的本科教育

•	The Mendoza College of Busin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s 
ranked as having the #1 undergrad-
uate business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Business Week/Bloomberg. 

美国《商业周刊》对全美顶尖商
学院本科商业项目的排名中，我
校商学院名列第一。

•	Of universities ranked in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top 20, 
Notre Dame has the second highest 
percentage of undergraduates who 
study abroad (58%).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全
美高校排名中的前二十位中，我
校在出国留学学生人数百分比上
位居第二。

•	Notre Dame ranks 3rd for its  
graduation rate (95%).

 
我校本科生毕业率高达95%，在全
美各高校中位居第三。

•	 In a recent survey of parents con-
ducted by the Princeton Review, 
Notre Dame ranked seventh in a list 
of “dream schools.” 

 在最近《普林斯顿评论》所做的 
 对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中，我校 
 名列“梦想中的学校”第七名。

2. investment in your  
    future-joining the notre dame  
    alumni family and network

成为我校毕业生大家庭和社会网络
的一员，投资于未来职业生涯。

•	 In 2008, the Princeton Review 
ranked Notre Dame’s Career Center 
as the second b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8年度的《普林斯顿评论》杂
志将我校学生就业中心评选为全
美各高校中第二位。 
 

Rankings       大学排名一览



•	According to payscale.com, Notre 
Dame graduates without advanced 
degrees have a mid-career median 
salary of $121,000, which ranks as 
the eighth highest of American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根据payscale.com 网站的资料，
我校本科毕业生事业生涯中期的
中等年薪为十二万一千美元左
右，在全美各高校中位居第八。

•	 In alumni satisfaction surveys, 
Notre Dame ranks among the top 
three nationally, a testament to the 
strong education received at the 
University.

在校友满意度调查中，我校位居
全美各高校前三名，足以作为广
大校友在我校受到的优质教育的
佐证。

3. pre-eminent and  
    cutting edge research 
卓越且处于前沿的学术研究

•	Notre Dame is the leader in a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con-
sortium of five universities (also 
including Purdu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
sity of Michigan) to develop the 

next nanoscale logic device, which 
will be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 of 
future computers.

我校是纳米技术研究的五校联盟
（除我校外还包括普渡大学，伊
利诺大学，滨州州立大学和密西
根大学）中的领军学校，该联盟
进行的是对毫微规模逻辑装置的
研究，而毫微规模逻辑装置将成
为构造未来电脑的基础材料。

•	Notre Dame faculty in the Col-
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earned 
eight fellowships from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in 
2008, bringing the total to 37 in the 
past ten years, more than any other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校文学院 2008年度从国家人文
基金会获取八项研究资金，过去
十年中共计从国家人文基金会获
取37 项研究资金，在全美所有大
学中高居榜首。

•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otre Dame is one of 
the top three U.S. universities in 
low-energy nuclear physics research.

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情报，我
校在低能量核物理研究上位居全
美各高校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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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honorary degree recipients

荣誉学位获得者 (部分)

Kofi Annan (科菲•安南): 联合国
第七任秘书长

Franklin D. Roosevelt (富兰克林•罗
斯福): 美国第32届总统

Dwight D. Eisenhower (艾森豪威尔
将军): 美国第34届总统

John F. Kennedy (约翰•肯尼迪): 美
国第35届总统

Gerald Ford (杰拉尔德•福特): 美
国第38届总统

Honorees        榜上有名

Jimmy Carter (杰米•卡特): 美国第
39届总统

Ronald Reagan (罗纳德•里根): 美
国第40届总统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乔治•
布什) : 美国第41届总统

George W. Bush (乔治•W•布什): 美
国第43届总统

Barack Obama (贝拉克•奥巴马): 
美国第44届总统



担任美国《财富》五百强公司总裁

的毕业生 (部分)

Keith Sean Sherin (1981): 通用电气
公司(#4)副总裁、首席财务总监

Brian T. Moynihan (1984): 美国银行
(#5)首席执行总裁

Anthony F. Earley Jr. (1971, 1979, 
1979): DTE Energy Co (#285) 董事
会主席、首席执行总裁

Daniel Hesse (1975): Sprint Nextel 
(#67)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

Stephen Odland (1980):欧迪办公 
(#192)董事长、首席执行总裁

Christopher John Policinski (1980): 
Land O’Lakes, Inc. (#226)董事长、
首席执行总裁

James Rohr (1970): PNC金融集团 
(#278)首席执行总裁

William Shaw (1967): 万豪(Marriott)
国际酒店集团 (#213)副董事长

Paul Charron (1964): Campbell’s Soup 
Co. (#299)在职非执行主席

在政府担任重要职位的毕业生 
(部分)

Condoleezza Rice (1975): 美国前国
务卿赖斯女士

Ernesto Perez Balladares (1967, 1969): 
巴拿马前总统

Bruce Babbit (1960): 美国前内务部
部长，亚利桑那州前州长

Richard Allen (1957, 1958): 美国前总
统里根国土安全顾问

Robert McDonnell (1976): 美国弗吉
尼亚州州长

Tim Roemer (1981, 1985): 美国驻印
度大使

Kathleen Blatz (1976): 前美国明尼苏
达州最高法院院长

Joe Donnelly (1977, 1981): 美国国会
众议员，印第安纳州代表

Peter King (1968): 美国国会众议
员，纽约代表

Daniel Lungren (1968): 美国国会众
议员，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前加利
福尼亚州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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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ND (Notre Dame) 的一点
就是ND这个大集体给予我的家的
感觉。

对ND感到向往源于她美丽静谧的校
园，杰出的学术成就；而把ND当做
了异国他乡的家却是源于ND浓浓的
人情味。

从宿舍楼同龄人的热情，到学校教
授老师亲切的关怀，再到学校各部
门职工无微不至的守护与帮忙，让
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很好的适应了
并且融入了新环境。课上课后引人
入胜的学术探讨，以及课余闲暇多
姿多彩的校园活动则帮助我更好的
进行自我修养，让我成长。

ND就如家一般，是可以安心栖息的
港湾，也是可以振翅翱翔的空港。

—深圳外国语学校毕业生郑逸同

我觉得ND就像一个大家庭，老师们
很愿意帮助你，并不像别的公立

学校学生人
山人海的，
得不到帮
助。ND让我
感觉到他们
很重视我，
我得到了很
多机会，也
交到了很多
朋友。

—台北美国学校毕业生邱禾

每当我站在
湖边小路
上，注视悠
游的天鹅搅
碎金色的穹
顶和圣母像
映在湖水中
的倒影，我
会默默祈
愿，这样的
宁静可以笼
罩更大范围的世界。这就是ND的
爱，从眼睛可以看到的一切开始，
到我们一堂所学，为了挽留住在钢
铁丛林中渐行渐远的传统，为了磨
洗出在摩登社会里蒙尘的爱与责
任。激烈的竞争和挑灯苦学之后，
我更多想起的，是夹着书本走在林
荫小道上与迎面而来不相识的同学
相视而笑，是照片里搂着一群乌干
达孩子笑得眼睛清亮的同窗好友，
是对快餐时代的步调一遍遍质疑的
声音。授业治学的精华，实不必我
用寥寥数语评说，但是这个学校给
我以自信的平等的真诚，和催我自
省的对社会不同侧面的陈实，我
感激。

—北京四中毕业生吴越

 
 
 
 
 

Testimonials       学生寄语



和其它那些被归类为“研究性大
学”的精英院校相比，我们大学更
像是一所能够协助每位学生实现个
人成功的学府（无论是职业成就还
是兴趣爱好 )。作为一所美国顶级
大学，Notre Dame以其本科生的职
业成就著称。我们拥有一个强大
的，遍及世界各地的校友会，它
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
会。Mendoza商学院之所以能够当
仁不让地被评为全美第一商学院，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为其本科生
提供了光明就业前景。其它部门，
例如政治学，医学预科及工程学也
都享有许多就业机会。
对于志在施展自己才华、培养自己
兴趣爱好的学生，Notre Dame简直
是一个机会的沃土。大学拥有很多
研究协会，旨在通过各式各样的项
目使得学生们能够最大程度上在所
感兴趣的领域中发挥学术专长。同
时，学生自发组织的五花八门的俱
乐部活动也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
活。总之，只要是有抱负，有思想
的年轻人都能在大学生活中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能，无论是学术上，体
育上，还是艺术上。

此外，Notre Dame还有一个特点令
我格外自豪，那就是她对公益事业
的巨大贡献。促进当地社区的繁荣
就是我们大学的社会责任。通过许
许多多与Notre Dame合作和Notre 
Dame赞助的志愿者项目，数以千
计的学生得以在South Bend从事社

区服务。
我参加过
一个当地
少管所的
志愿教师
项目，很
高兴能够
帮助那里
的人们渡
过难关。
除了对当
地社区的贡献，Notre Dame 还拥有
丰富的国际公益事业资源，其福祉
遍及拉美、中亚和非洲。

所以，我希望广大高中学生申请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并真诚
地祝愿大家能够成为Notre Dame 
Family的一员。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毕业生王海骁

父亲：“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是
一个自由的大家庭，儿子在这里如
鱼得水。”

妈妈：“我为儿子在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学习感到放心，感到自
豪。儿子在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的成长令我们喜出望外。”

 —北京王海骁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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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国际学生入学申请信息：

申请我校本科的国际学生可在 www.commonapp.org 或者我校网站  
admissions.nd.edu 填写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

填写网上申请前请准备好下列信息：	

填好的1. Common Application和我校的补充申请材料

国际学生财产证明（中英文）2. 
正式的中学成绩单（中英文）3. 
官方的SAT I 成绩单4. 
官方的TOEFL成绩单（如果你的母语不是英文） 5. 
学校校长或老师的推荐信（英文）6. 
申请费：65美金，不可退还。7. 

Applying to Notre Dame       Notre Dame 入学申请   



我校的申请时间有两个选择：	
早期申请：申请截止日为11月1日，圣诞节前通知录取结果。1. 
常规申请：申请截止日为12月31日，四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将通知录2. 
取结果。

 请注意：参加早期申请并不意味着有更大的录取概率，我校也并不 
 禁止学生被录取后再尝试申请其他大学。

 由于学校国际奖学金委员会在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才开会，凡是选 
 择早期申请的国际学生，如同时标明需要资金资助，其申请将被自 
 动转入常规申请。

申请学生签证及经济资助申请	

 被录取的国际学生将得到学校寄来的I-20表，学生凭此文件前往当 
 地美国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F-1)。

 在寄出I-20表以前，学生必须提供资金证明，以证明自己能支付在 
 我校学习四年的费用。因此，学生申请时必须递交资金证明以及申 
 请经济资助（如果你需要资助）的文件。

 如需更多关于入学考试的信息，请登陆

admissions.nd.edu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just fill out this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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