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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项目介绍 感染性疾病与免疫学 Program Summary 

Master’s Program in Infectious Disease and Immunology 

项目优势 

 这个项目最大的优势是培养学生做应用研究的能

力。应用研究是一种科研的类别，旨在不仅仅要

学习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将所学习到内容，所

研究出的结果，应用到实践中去，对实际的操作

产生影响和提升。 

 另一大优势是每一名学生都会有两个导师，一名

是基础科学硕士生导师（Basic Scientist），另一

名是临床医生导师（Clinician Scientist)。这个师

资是在全美研究生项目里独一无二的设置。 

 在该项目里的研究生学生会有很多与博士生，医

学院学生的交叉课程，因而学习到更多相关领域

知识和经验。  

 在生物医学，感染性疾病与免疫学方向，学生会

接受更多专业培训的机会， 

 较博士项目（五至七年）的时间短，仅两年全日

制学习便可具备基础技能，投入就业。 

A cervical cancer cell stained for 
tubulin (red) , acetylated tubulin 
(green) and DNA (blue)  from Dr. 

Edward Campbell research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Stritch医学院(Stritch School of Medcine)下属的感染性疾

病与免疫研究院 (Infectious Disease & Immu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 InDIRI)提供两年全日制，科研为主，独

一无二的感染性疾病与免疫学的研究生项目。从2010年开始，这个项目就吸引了众多对感染性疾病与免疫学

的学生前来就读。该项目的师资队伍是来自不同系的导师和教授，包括微生物和免疫系，分子药理学和实验

治疗系，临床传染学系，血液/肿瘤学系等。我们致力于提升学生应用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的能力，

并将基础科学学习与临床学习相结合，提供给学生更广的生物和医学领域涵盖，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重心。 

课程一览 

以下是部分课程的名称： 

 BMSC 410 Molecular Biochemistry  

 BMSC 412 Cell Biology  

 IDIM 400 Infections and Immunology  

 IDIM 401 Infectious Diseases 

 BMSC 402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CRME 420 Biostatistics 

 IDIM 403 Parasitology and Virology 

 

除了课堂的传统学习任务，学生们还会经历一至

三轮为期六周的实验室轮换学习，并且有两名导

师同时辅导。 

A wrinkled colony formed by Vibrio 
fischeri from Dr. Karen Visick’s research  

A human T cell (left cell) recognizing 
antigens on target cells (righ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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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适合学习以下专业的同学们 
微生物学，传染性疾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细胞生物，生物化学，医药学，人体生

物学，临床免疫学，遗传流行病学，免疫组织化学，病毒学等 
Fast  

Facts 

申请开始季节 项目长度 共计学分 
预计招收 

新生数 

研究院 

教职工数 

研究生项目 

起始于 

学费 

（每学分） 

秋季 两年 24 10 45 2010 $1003 

就业前景 Career 

从该项目毕业的学生，就业前景有很多的选择。一些学生选择了继续进修微生物博士，免疫学博士等基础

科学博士；也有将这个项目作为跳板，积累更多的经验，最终成功申请医学博士；更有一些毕业生直接选

择就业，免疫学就业的方向很广，另外这个项目还包括感染性疾病，微生物学一类方向，是众多科研机构

和商业研发所需要的对口专业。就业方向包括： 

 Medicine 
 Nursing 
 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 
 Biotechnology 
 Translational Research 

 Forensic Medicine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Product Development 
 Science Writing 
 Health Care Policy 

就业的领域可以包括美国Public Health相关机构，政府研发部门，制药产业，试剂生产和质量检验，市场开

发，教育等。该项目研究生只需两年时间学习，则具备了基本的科研能力与素质，更好地灵活应对市场需求。 

 

 

上图左为Dr. Katherine Knight与学生谈论展示成果 

上图中为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中学习讨论 

上图右为学生在实验室中 

左图为崭新的应用医学研究大楼，将于2016年开始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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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和校友 Our Students and Alumni 

从2010年至今，该研究生项目一共有15名校友顺利毕业，目前在读学生有7人。 

“Being part of a welcoming Loyola community with 
superior peers and mentors who are committed to your 
success as a scientist and a person. I like that the PI I 
work with makes time to work with me one on one to help 
me develop superior skills that will be imperative to my 
success in the future. The classes offered are unique and 
provide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interested in 
moving their career toward medicine, basic science, or 
business with strong science applications. I’m glad I 
made the decision to come here.” 

—— Alex, 2nd year student 

“I really like th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spect 
that InDIRI has to offer. It helps give students 
perspective of the types of research that is of 
interest these days. The program offered th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as well as taking medical 
school classes. I thought it'd be the perfect 
program to help me figure out that I wanted to 
do. Now I’m a PhD student in Microbiology & 
Immunology at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 Evann, 2014 grad 

“I didn't have any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this 
program allowed me to gain that experience. I 
liked taking classes with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faculty is very approachable.” 

—— Cecilia, 2014 grad 



 

Page 5 

InDIRI Annual Retreat  

研究学院学术年会 
每年二月，为时一整天的研究学院学术年会在校外会议厅

举行。学生们和教授都会积极参与，轮番上台，发表自己

最新的研究成果。学生们可以在正式场合提高他们的展示

能力，也可以从教授们的发言中受到启发。同时，年会中

还会提到目前在传染性疾病和免疫领域的问题。如2015年

的学术年会，身为学院Co-Director的 Dr. James Cook，围

绕Infection在临床上的实例和应用，提出了四个问题，激

发了教授们和学生们有意义的讨论。 

学院活动 InDIRI Events 

每年，感染性疾病与免疫研究院(InDIRI)会举办多样化的学院活动，旨在促进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学术交流，提

高学院内部的凝聚力。 

Quarterly Clinical Luncheon  

季度临床午餐讨论会 
从2014年起，受到学术年会的启发，研究院组织基

础科学教员和临床科学的教员，与学生一起，每个

季度开展一次临床午餐讨论会。比起学术年会，讨

论会为时一个小时，两到三名教员或学生发表他们

的学术成果，并与此展开讨论。研究院定期的相聚

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午餐讨论会

越来越受到学生和教员的喜爱。 

Monthly Seminar Series   

月研讨会 
InDIRI开始每月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会邀请一位

Guest Speaker为学生和教授们演讲和展示他的研究

方向和成果。这些客座教授都是来自国内外知名大

学，在微生物、感染性疾病、免疫学、病毒学等等

领域有建树的学者。学生们有机会与来自各个大学

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讨论，加强自身的知识体系。 

Research Night Poster Session 

研究成果海报展示 
学生有很多机会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海报。每年的十

月底，Graduate School统一会举办一个名为St. Albert’s 

Day Celebration，学习生物医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会将

自己研究的课题做成展板，在活动中展出。另外，

InDIRI还和学校其他研究院合作，不定期举行海报展

示，促进两个学院间的互相了解和学术交流。 



 

申请信息 

我们从十一月中旬开始接受申请，十二月中旬Admissions Committee开始筛选申请人，通过者将会进行一次

Skype面试，进而最终决定是否被录取。申请截止到四月十五号，但根据每年的申请情况会延长申请期。从

2015年这个项目第一次招收国际学生，我们鼓励学生尽早完成网上填写的申请表，再将申请材料寄给我们。 

更多的申请信息请点击 http://ssom.luc.edu/indiri/graduate-program/how-to-apply/ 

申请材料要求 

 网上申请表 Complete application online, with no application fee 

 个人陈述 A statement of purpose 

 三封推荐信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GRE 分数 (code 1412) 

 官方成绩单，需要ECE验证 (https://www.ece.org/)  

 TOEFL 分数 (code 1412) 

 

 

学校概况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成立于1870年，地理位置在芝加哥市伊利诺伊州（IL），是一所四年制私立天主教大

学，也是美国28所基督教大学中最大的学校之一。在校注册学生人数大概为16000。学校有六个校区，主要集

中在芝加哥及周边。我们的研究生项目将在Health Science校区，毗邻Loyola Medical Center医疗中心，Stritch

医学院和Marcella Niehoff护理学院，致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良好环境与学习机会。 

2010年被U.S. News 评为美国最有价值的大学 

2014年被Washington Monthly's评为美国综合大学第59位 

2014年被U.S. News评为美国综合大学本科排名第106位 

2014 Loyola Medical Center被U.S.News评为伊利诺伊州第三位 

2014年被U.S. News评为美国医学院研究生排名第71位 

2014 年被HappySchools评为美国大学微生物专业第5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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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itch.luc.edu/depts/indii/graduate-program/how-to-apply/


 

洛约拉与芝加哥 

芝加哥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属于伊利诺伊州，东临密歇根湖，全美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中心地

带，作为铁路、航空重要枢纽；同时也是美国金融、文化、制造业、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这座城市逐渐

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之一，也被评为美国发展最均衡的经济体。此外，芝加哥市区新增的企业数一直位

居美国第一位。 
 

这所蓬勃的城市所带给洛约拉大学的同学们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和政治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其文化的体

验，包括很多著名的建筑、剧院、音乐、体育、教育、博物馆、电影、文化中心等等方面。目前洛约拉大学拥

有80多个本科的专业，140多个研究生和博士的专业。在芝加哥这座资源丰富的城市中，洛约拉大学的同学们在

这里学习与成长，从中汲取着独一无二的体验。 

Welcome to Loyola! Welcome to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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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与免疫学研究生项目  

Master’s of Science (MS) in  

Infectious Disease and Immunology 

The following message contains some ve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Please read it before you use this brochure. This brochure was last updated in July 2015. It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the Master’s program that th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Immu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tends to run for students who are planning to join in the 2016-17 
academic year. The institute has made every effort to en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both helpful and accurate, and that it is kept as up-to-date as possible – 
however, this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 For this reason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at you should check the website for updates (LUC.edu/indii) or contact the 
institute using the contact details provided within this publication.  

联系我们 

Infectious Disease & Immu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tritch School of Medicine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2160 S. First Avenue 

Maywood, IL 60153 

 

Email: InDIRI@luc.edu 

Phone: (+1) 708.216.4505 

Fax: (+1) 708.216.9574 

Website: http://ssom.luc.edu/indiri/ 

Application Mailing Address 

Graduate Enrollment Management 

820 N. Michigan Avenue 

Lewis Towers, Suite 800 

Chicago, Illinois 60611 

USA 

Like Us o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oyolaInDIRI  

Follow Us on Twitter (@LoyolaInDIRI): https://twitter.com/LoyolaInDIRI   

https://www.facebook.com/LoyolaInDIRI
https://twitter.com/LoyolaInDI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