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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組成
 在校生人數： 1073 （ 56%女， 44%男）
 囊括了美國 43 個州和 31 個不同國家
學術情況
 40 個主修專業
 19 個副修專業
 100 位教職員
 30% 教職員來自多元文化背景
 100% 教職員擁有領域內最高學位（terminal
degree）
 師生比例 11:1（高師生比）
 平均班级人數 16 人 （小班教學）
 Pitzer 是美國大學中獲得富布賴特獎學金
（Fulbright Fellowships）人數最多的學校
富布賴特獎學金是美國政府設置的教育資助
金，獎學金競爭激烈，每年平均發放率為





23%
Pitzer, Scripps 和 CMC 合作出資的科學部門
Keck Science Department 提供學生參與各類研
究的機會
Pitzer 學生可以選擇在克萊蒙特五校聯盟內的
其他學院上課，如 Pomona, Scripps,
Claremont McKenna 和 Harvey Mudd。

海外交換項目
 53% Pitzer 學生參與了海外交換項目
 Pitzer 交換項目: 巴西, 哥斯達黎加, 非洲南部,
厄瓜多爾共和國, 意大利, 尼泊爾，越南
 49 個與海外大學合作的交換項目
生活
 克萊蒙特五校聯盟 (The Claremont Colleges ) 擁
有超過 250 個社團
 Pitzer-Pomona 擁有 21 個體育隊（ 10 個男子隊 ,
11 個女子隊）
 每年有 2 場音樂節(Rockability 音樂節與
Kohoutek 音樂節)
 學生會 （學校的每個委員會都有至少一名學生成
員，以保證學生可以參與委員會的每個決策 ）

大一生申請







錄取率 13.7% (2023 屆)
本校使用Common Application 申請系統
ED 截止日期 – 11 月 15 日
EDII 截止日期 – 1 月 1 日
RD 截止日期 – 1 月 1 日

國際學者項目 – 托福分數（70-99），雅思分數 5.06.5）的優秀國際生在被錄取後，需要參與國際學者項
目，即語言課程（International Scholars
Program，ISP）. 語言課程與其它課程同時進行（非預
科），有利於幫助國際生適應高強度的大學課程。

大一國際生申請材料







Common Application 申請
申請費 ($70)
Pitzer College 補充文書
高中學校報告(升學指導推薦信可選擇性遞交)
2 封學術推薦信 (來自人文學科，社會學科，
數學或自然科學的老師）
 若英語並非申請者母語，需要提供托福或雅思分数
選擇豁免提交標化成績 – 如若學生認為標化成績能代表
個人學術水平，學生可以選擇性提交SAT或ACT成績。學
校既不強制要求學生一定要提交標準化考試分數，也不
會對未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學生區別對待，所有提交
的申請材料正常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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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大 · 中國 · 哥斯達黎加 ·香港 · 印度· 印尼 · 日本 ·肯尼亞
巴基斯坦 · 韓國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英國 · 美國

主修專業(Majors)
非洲研究學
美國研究學
藝術
亞裔美國人研究學
生物化學*
生物*
化學*
拉丁美洲學
古典學
舞蹈(Pomona,Scripps)
經濟
英語文學與世界文學
環境分析學
性別 & 女權主義研究學
歷史
人類生物學*
跨文化研究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
語言學

數學工程學*
數學經濟學
數學
媒體學
分子生物學*
音樂(Pomona,Scripps)
神經科學*
有機生物學*
組織管理研究學
哲學
物理*
政治學
心理學
宗教研究
科學 & 管理學*
科學，科技 & 社會
社會學
西班牙語: 現代語言,文學與文化
戲劇(Pomona)





*Keck Science Department

2023 屆學生組成








277
大一新生
39.4% 加州本地學生
60.6% 外州學生
7.2% 國際生
39.4% 非白種人
16.2% 第一代大學生
平 均 GPA 分數 3.89

戴維斯世界聯合學院獎學金項目成員學校
（Davis UWC College Scholar Member
School）
戴維斯UWC世界聯合學院獎學金項目是
全球最大的私募國際留學生獎學金項目，
現在正為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學生提供獎
學金，以支持他們在美國成員大學中入讀
Pitzer 在 2013 年成為UWC 獎學金項目成
員學校，並頻繁地在UWC 的各國分校進行
調研與會談

國際預科證書課程（IB）學分轉換政策

至多 4 門 IB 學分可以轉換為 Pitzer College
學分。拿到IB 證書的學生可以轉換 4
個學分。如果學生未取得證書文憑，學
分轉換會基於學生的IB 課程和IB 考試
的完成情況。另外，輔助考試在本校不
能換取學分。同時，IB 學分可用於代
替本科畢業所需部分課程(32 cours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但是不能滿
足教學目標課程的要求(Educational
Objectives requir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