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美最佳文理学院 *

全美最具创新力文理学院 #16*

全美最佳本科教育 #46*

100% 国际交流项目 #5*

教育的终身投资回报率排名全美前 20%** 

20 个 NCAA 三级联赛队伍

80% 以上学生拥有校园自豪感 ***

*《2022 U.S.News》 ** 乔治敦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          *** 校园自豪感指数



地处气候宜人的海湾港口城市，在繁华之都

安静地栖息 ; 周边美国文化资源丰富深厚，

从古彻校园，到巴尔的摩市区，再到著名的

华盛顿特区，不过一小时车程。

出行便利
巴尔的摩国际机场  30 分钟 

罗纳德 - 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 57 分钟

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 1 小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3 分钟

巴尔的摩市中心 18 分钟

穿梭巴士 2 分钟

地理人文
白宫           60 分钟

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16 分钟

国家水族馆  18 分钟

史密斯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55 分钟

国家建筑博物馆  57 分钟

巴尔的摩 纽约 华盛顿特区



在古彻，成为拥有全球视角的未来人才

古彻学院高度融合了文理学院对学生核心素质、思想、能力的培养及综
合性大学职业化教育的优势。

1:10 的教授小班课程
发现学习激情，赋予自我提升的终身学习技能

4 年专业导师规划职业生涯
通过专业体验、指导和丰富的 500 强企业实习机会，
为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100% 国际交流项目
探索英国议会实习、多语种体验项目、南非城市化、
种族和身份研究等更多机会

97% 奖学金机会
国际生会基于成绩获得奖学金机会，在完成国际生
财政援助申请（ISFAA）并获得审批后即可获得奖
学金资格



学生

来自

国家

本科生 研究生

师生比

耶鲁大学博士（2000 年 )
耶 鲁 大 学 理 学 硕 士、 哲 学 硕 士 (1994 年 ) 
里德学院文学学士（1992 年）

致力于促进实践性学习，尤其是开发创新和效
果卓著的学生实验室。 他的研究重点是创建、
控制和使用带电粒子束的实验方法，特别是粒
子加速的新方法。

Rodney Yoder

物理学副教授

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 (1994 年 ) 
俄亥俄州立大学硕士 (1992 年 ) 
俄亥俄州立大学理学士 (1987 年 )

在古彻从事教育工作逾 25 年，并在 2019 年
获得“古彻卓越教学奖”。 用一位学生的话说：
“她知识渊博、充满热情，而且全身心地帮助
我们发现自己和他人身上的特质。”

Janine Bowen

企业管理教授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博士 (2009 年）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硕士 (2006 年）
古彻学院学士 (2003 年）

参与了由数据驱动的各类社区互动，包括获取
健康服务、公平住房和获取食物等。 他尽可能
将这些经验以故事和日常课程的方式带入课堂，
向学生讲解，数据可以如何提升社区能力。

Phone Le

数学副教授

罗得岛大学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博士 (2009 年）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硕士 (2001 年）
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学士 (2001 年）

Gina 是一位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学家，专攻渔业和
水产养殖经济学。 她尽可能将研究成果带入课堂，
以激励在实际场景下运用和展示经济学概念。

Gina Shamshak

经济、环境学教授



专业数量

针对 STEM 专业国际学生，Goucher 额外提供申请 STEM 

OPT 工作许可的专业指导和培训， 

以帮助他们获得比其他专业时长多一倍的 3 年期的美国工作

许可。

 美国研究
* 人类学
*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 生物科学
 企业管理
* 化学
* 传播及传媒研究
* 计算机科学
 舞蹈
* 经济学
 教育研究
* 工程科学
* 环境研究：环境与社会
* 环境研究：环境科学
法语跨国研究

主修专业  历史
 个性化跨学科主修专业
 综合艺术研究
* 综合数据分析
 国际关系
 英美文学研究
 和平研究
 哲学
 政治科学
 专业与创意写作 
* 心理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视觉和物质文化
 妇女、性别和性学研究

非洲研究
阿拉伯研究
艺术史
艺术（工作室）
艺术管理
创意写作
马术
文物保护
国际商务
拉丁美洲研究
法律研究
音乐
医学预科 / 健康预科重点学习
专业写作
公共卫生
宗教与司法
中学教育
戏剧

辅修专业

* 为 STEM 专业



在毕业后一年内就业 
或继续深造

（* 从最近的调查结果中收集的数据）

波士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
哈佛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纽约大学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南卫理公会大学
石溪大学

毕业生研究生走向（部分）

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
都柏林三一学院
塔夫茨大学医学院
芝加哥大学
爱荷华大学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
密歇根大学
范德堡大学
耶鲁大学



实习（部分）

职业规划，从学生进入古彻起，就被嵌入到学
生的课程中。学生将有机会通过带薪实习机会
在感兴趣的领域获得更多经验。

卡耐基科学研究所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哥伦比亚新闻广播公司

康泰纳仕

惠普公司 HP

财富杂志

HBO 纪录片频道

美林证券

摩根士丹利美邦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宇航局 Goddard 太空飞行中心

纽约时报杂志

时代杂志

美国农业部

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美国参议院

美国周刊 US Weekly

西非艾滋病基金会

就业（部分）

最近的 Goucher 毕业生受雇于科学、艺术、医学、媒体和出版、技术、教育、法律
和政府领域的头部机构及世界 500 强企业，以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机构。

政府、公共设施与国际组织
美国经济分析局

国际救援委员会

维和部队

美国众议院

美国海军

世界银行

美国国防部

国家水族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互联网公司
谷歌

微软

金融及证券公司
美国银行

贝莱德金融

美林证券

传媒公司
卡茨传媒集团

纽约时报

NBC 环球媒体有限责任公司

实业 & 房地产公司
杜邦集团

波特兰通用电气

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

大波士顿房地产委员会

研究中心
卡内基·梅隆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学院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悉尼金梅

尔癌症中心

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



4+1 直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项目
仅开放给古彻文理学院学生 *

古彻文理学院本科学生大一大二 GPA 达到 3.25，大三无需 GMAT/GRE 考试 
即可内部申请保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硕士项目。
*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国际生常规申请录取成绩参考：GPA 3.5+，TOEFL105+，GMAT 710+（必须提交），GRE325

商业分析和风险管理硕士
M.S. in Business Analytics & 
Risk Management

华盛顿校区，STEM

金融硕士 
M.S. in Finance With 
Concentration in Financial 
Econometrics

华盛顿或巴尔的摩校区，STEM

共有 5 个专业可选择，其中 4 个为 STEM 专业

市场分析硕士
M.S. in Marketing 
With Concentration in 
Marketing Analytics

巴尔的摩校区，STEM

信息系统硕士
M.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华盛顿校区，STEM

健康管理硕士
M.S. in Health Care 
Management

巴尔的摩校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创立于 1876 年，是私立综合研

究型大学，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

会 (AAU) 的 14 所创始校之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 33 年将该校列为全美科研经费开支

最高的大学，学校的教员与职工共有 3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

世界大学排名第 9 位
《2022 U.S.News》

凯瑞商学院位居全美第 5 位 
Eduniversal 商学院棕榈联盟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
顶级商学院之一



学生参与大学校际运动比赛学生社团 / 俱乐部

拥有最先进的网球训练中心，连续 11 年获得
地区马术冠军。

男子高尔夫和网球为优势运动赛事项目。

新生中心、优质住宿与丰富的跨文化饮食。

学校地处宁静祥和的市郊，校门配备值班警
卫，校园安全团队进行7*24 小时不间断服务。



古彻学院规模不大，因此学生可与
教学人员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同时
学院还与诸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等其他学校共同设立了优秀课程。

Eunoh Lee
2022 届来自韩国首尔计算机工程和 

哲学专业

我之所以报考这里，是因为我喜
欢在古彻学院读大四时，可以修
读研究生级别的课程，而且我也
能在一年内获得硕士学位。 这是
一个我不愿错过的好机会。 我期
待着与巴尔的摩地区的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师生建立人脉关系。

Taryn Phillips
2021 届来自新泽西州罗塞尔帕克 

商科专业

古彻把他人需求放在第一位， 
他们问你怎么样，是因为真诚
关心你。古彻帮我成长了很多。

Surbhi
2019 届来自印度新德里计算机科学
和英语双专业 Invisible Al Inc.  

技术写作人员

我可能无法将课堂上所教的 
内容完全记住，但我学会了如何
解决问题，并对复杂问题进行 

非常深入的思考。

Tony To
2018 届来自香港，经济学专业 2020 
年乔治敦大学经济学硕士世界银行顾问

古彻让我学会了通过不同视角了
解工作的全貌。

Kyoko Kinoshita
2020 届来自日本东京企业管理专业

Hoshino 度假村会员服务

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与我希望的
完全一致。 我的课程就是我的激

情，我喜欢我们的教授，因此每一
天都想为之奋斗。 现在希腊是我

度假的地方，而古彻成了我的家。

Danae Tsimpikaki
2022 届来自希腊塞萨洛尼基心理学和 

综合艺术专业

60 多个国家 + 45 个地区 / 州

多元文化正在古彻生根发芽

触手可及的科研机会  

与杰出的教授一起，开展暑期科研项目

社区实践中学习 

不同于传统社会实践，参与全面、有广度的和符合社会体系的社区活动



申请要求：

1.  通过 "Common Application " 系统在线申请

2.  提交以下补充材料

(1)  申请文书

(2)  高中成绩单，转学生需提供大学成绩单（需认证）

(3)  班主任或升学老师推荐信

(4)  学术老师 / 教授推荐信（英语、数学、科学、外语或社会研究）

(5)  资金证明

(6)  国际生需提交语言能力证明，托福（80 分 +）或雅思（6.5 分 +）或
多邻国（105 分 +）

(7)  SAT/ACT 成绩（选择性提交：如果参与考试并进行提交，有助于获
得奖学金）

(8) 学校参考校友招生官面试评估结果



中国区校友招生官
海德教育创始人

The Learning Center 创始人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业界指导

三十年海外升学及跨文化教育经验

走访百余顶尖院校，为数千学子制定全面教育方案

Jennifer Hyde Sachs

扫码获取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