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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9 年招生简章 

一、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简介 
YES（Youth Exchange Students）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简称：YES

项目）是我中心在 2009 年研发并成功运行 7 年的中美交流生项目，2012
年纳入到《中美人才培养计划》中，作为 121 双学位项目的补充项目，

旨在为各中方大学的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赴美交流学习机会，增强中美大

学院校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开展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合作模式。 
YES 项目是非学位（non-degree）交流生项目（即在美方大学不拿

学位），学生持 J-1 签证进入合作的美方大学学习，学制为一学年或一

学期。如果学生达到美方大学的英语水平要求，可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

如学生达不到英语水平要求，学生将先在美方大学的语言中心进行英语

强化课程学习，为期半年，期间视语言水平可修部分专业基础课。交流

学习后，学生回到原中方学校，按照中方学校学籍管理的相关规定进入

相应年级继续完成中方学校的课程。中方院校将根据美方学校提供的成

绩单，把项目学生在美国修的专业课程和英语语言课程的学分转回到中

方大学。 
二、YES 项目主办、成员单位 

主办单位 
中方：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简称CCIEE，网址：www.cciee.com.cn） 
美方：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简称AASCU，网址：www.aascu.org） 
成员单位 
中方：《中美人才培养计划》中方 122 所项目院校 
美方：《中美人才培养计划》美方 38 所项目院校 

三、YES 项目的特点及优势 
1. 录取和签证率高：与《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学生

一样，YES 项目申请学生不要求出示托福成绩即可获得美方大学录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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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和申请美国签证，2017 年赴美 YES 项目学生全部获得美国签证； 
2. 两种体验和经历，易于深造：YES 项目学生利用一年或一学期的

时间，学习英语语言，感受不同的美国教育模式和国际环境，拥有美国

大学一学年或一学期的 GPA 成绩、美国大学丰富的志愿者社区服务活动

以及良好的赴美出入境记录。此经历可以为学生大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

继续深造时提供帮助，易于申请到理想的研究生院和获得奖学金； 
3. 就业前景广阔：学生在中美两国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对中美两国

的社会、文化、科技有全面地了解和比较，成为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又具

有专业知识的国际化人才，可以直接进入国际企业工作； 
4. 管理完善：与《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一样，YES

项目由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主办和全程监

管，同时所有美方大学均配备专职老师对 YES 项目学生进行全程管理； 
5. 费用节省：由于 YES 项目学生在美国大学只学习一年或一学期

时间，家庭承担的费用相对较低，最低仅需要 5 万人民币，是对子女进

行教育投资取得高回报率的较好选择。 
四、YES 项目学生申请条件 

1. 招生对象：《中美人才培养计划》中方大学本科大一或大二在读

学生生、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大学本科大三在读学生、研究生二年

级在读学生原则上也可以申请 YES 项目，但需要提前与相关院系就毕业

论文设计与答辩等问题达成书面共识后，方可申请，书面文件与申请材

料一并提交； 
2. 成绩要求：多数美方大学要求申请学生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详细要求见本书第 7 页）； 
3. 身体健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及适应能力，无不良嗜好； 
4. 有良好的经济能力，愿意遵守项目的相关规定。 
备注：欲了解各美方大学的详细情况，请登陆“中教国际”网站：

www.cciee121.com 查看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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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9 年费用 

第

一

阶

段 

项   目 费用（人民币） 备  注 

报名费 300 元 
报名时由中方大学收取，

不退还。 

申请费和中方留学

服务及手续费 

23,000 元（一学年申请学

生） 
15,000 元（一学期申请学

生） 

报名时向“中教国际”交

纳 

美国非移民签证 
申请费 

1,120 元 

报名时向“中教国际”交

纳，（此费用根据使馆执行

新收费标准可能会有所调

整），由“中教国际”代学

生在网上缴纳。 

SEVIS 费 
220 美元（此费用可能因政

策调整而变化，缴纳后不

能退费）。 

被美国院校录取后，需按

中教国际提供的指导文

件，签证前在美国国土安

全 部 网 站 缴 纳 SEVIS 
I-901 费，缴费金额以

SEVIS 系统为准。目前收

费标准为美元（大写）贰

佰贰拾美元。 

第

二

阶

段 

回国保证金 50,000 元 

获得美国签证后向“中教

国际”指定账号按照中国

银行汇率交纳。学生回国

后由“中教国际”退还。 

第

三

阶

段 

美方

大学

预交

费用 

本科生和研

究生预收一

年或一学期

学费、生活

费；一学期

英语学习费

（如需要） 

详见各校收费明细 
获得美国签证后由学生或

家长直接汇到美方大学。 
 

其 机票款 学生赴美前在北京集中培训时交给航空公司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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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学生在美留学期间 
中方大学费用 

按各中方大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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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9 年报名程序 

第一阶段：报名和准备申请材料 
时间：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 
一、学生向所在大学报名，交纳报名费 300 元。同时领取“YES 国际青

年交流生项目招生简章（2019）”。 
二、填写和提交相关表格 

1. 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9 年申请表； 
2. 美方大学申请表（如申请两所美方大学，则需要填写两份申请

表）； 
三、准备相关材料（复印件皆为 A4 纸标准）： 
1、本科生 

1. 本科阶段所有已修课程成绩单（教务处版中英文原件各三份，

分三个学校的信封密封，每个信封中装中英文成绩单各一份，

封口处须加盖教务处章或成绩专用章。成绩单上须包含：大学

名称、学生姓名，出生日期，就读时间，评分标准，开具成绩

单日期等，中、英文成绩单上课程数量和分数等要一致。）； 
2. 高中三年成绩单（中英文原件两份，须用高中公文纸并加盖原

学校公章；成绩单上须包含：高中名称、学生姓名、出生日期、

就读时间、三年完整成绩、评分标准及开具日期） 
3. 高中毕业证复印件； 
4. 申请学生出国一年期间，在原国内大学开设课程的课程表（中

英文各三份，用于在美国院校选择专业课程时的重要参考） 
5. 中方大学在读证明（中英文原件两份，中英文打印在一张纸上）； 
6. 申请美方大学自述信（英文原件二份，须本人签字和注明日期）； 
7. 本人护照第一页（复印件三份）； 
8.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三份，正反面需要复印在一张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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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人一寸白底彩色照片 2 张； 
10. 其他材料（如有）TOEFL/IELTS 成绩、艺术作品等。 

2、研究生 
1. 研究生阶段所有已修课程成绩单（教务处版或研究生院中英文原件

各三份，分三个学校的信封密封，每个信封中装中英文成绩单各一

份，封口处须加盖研究生院成绩专用章。成绩单要求标准与参照以

上本科生要求。）； 
2. 申请学生出国期间，在原国内大学开设课程的课程表（中英文各三

份，用于在美国院校选择专业课程时的重要参考） 
3. 本科四年成绩单（中英文各三份，原大学开具） 
4. 本科毕业证复印件及翻译件（各两份） 
5. 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翻译件（各两份） 
6. 三封教授推荐信（要求英文，每封两份） 
7. 英文个人简历三份 
8. 小短文（Essay, 500 字左右，与个人专业相关，自命题，英文原件

两份，须本人签字并注明日期） 
9. 申请美方大学个人自述信（英文原件二份，须本人签字和注明日期） 
10. 中方大学在读证明（中英文原件两份，中英文打印在一张纸上）； 
11. 本人护照第一页（复印件三份）； 
12.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三份，正反面需要复印在一张纸上）； 
13. 本人一寸白底彩色照片 2 张； 
14. GRE 或 GMAT 成绩（部分专业录取时需要，部分专业要求开始学

习专业课之前须有此成绩）。 
15. 其他材料（如有）：托福/雅思成绩，艺术作品等。 
四、学生或家长与“中教国际”签订“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出国留

学委托合同”（一式两份）； 
五、学生向“中教国际”交纳人民币 24,120 元（一学期项目申请学生交

纳 16,120 元）。 
六、银行开具的人民币 10-20 万元存款证明，该证明由学生本人保管，

2019 年 6 月签证面谈时由学生带入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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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于签证，建议银行存款为定期存款，且存期至少为 6 个月。

建议存款从 2019 年 1 月初开始存入，半年定期存到 7 月初。学生 2019
年 6 月签证时，“银行存款证明”须在有效期之内。） 
第二阶段：录取和签证前辅导 
时间： 2019 年 4 至 5 月 
1. 美方大学审核后，进行录取工作，发“录取通知书”； 
2. 学生被正式录取后按照中教国际提供的指导文件，自行缴纳 SEVIS 

I-901 费。目前收费标准为美元（大写）贰佰贰拾美元（此费用可能

因政策调整而变化，缴纳后不能退费）。 
3. 学生准备签证相关材料； 
4. 由“中教国际”派员到部分中方大学进行第一次签证前辅导； 
5. 由“中教国际”统一预约赴美国驻华使领馆签证时间； 
第三阶段：办理签证 
时间： 2019 年 6 月 
1. 美方大学派员来中国进行第二次签证前辅导； 
2. 由“中教国际”统一安排学生前往美国驻华使领馆办理签证。 
3. 获得美国签证学生在6月30号之前须向“中教国际”交纳“回国保

证金”人民币 5 万元。 
4. 获得美国签证学生按照美方大学收费标准向美方大学预交纳一年学

费、生活费和一学期英语补习费，具体收费标准详见各校收费明细。  
5. 学生获得签证后，向航空公司代理机构交纳机票费用预订国际机票，

准备赴美行李。 
第四阶段：出国前准备及集体赴美留学 
时间：2019 年 7-8 月 
1. 未获得美国签证的学生，“中教国际”扣除手续费、签证申请费费

用 3120 元，退还学生余款； 
2. 出发前 2-3 日在北京集中参加出国前培训，集体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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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美方大学 2019 年招生人数及申请要求 

一、本科生 

美方大学 
招生 

人数 

上专业课英语

要求 
对申请学生成绩要求 

特洛伊大学 2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及以上 

鲍尔州立大学 10 79/6.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北亚利桑那大学 30 70/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66 分以上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

学（卡尼尔） 
3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东华盛顿大学 30 71/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

纳迪诺 
2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4 分以

上，高中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威斯康星大学欧克

莱尔分校 
30 75/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宾夕法尼亚曼斯菲

尔德大学 
20 65/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

上，高中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塞勒姆州立大学 10 
61/5.5（接受

CET 成绩）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

斯诺分校 
5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夏威夷希罗州立大 5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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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招生 

人数 

上专业课英语

要求 
对申请学生成绩要求 

学 上,高中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卡罗来纳海岸大学 30 

71/6.0 

雅思单科不低

于 5 分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北德克萨斯大学 20 79/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

上, 高中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20 72/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

上,高中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南卡罗来纳上州大

学 
1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西伊利诺伊大学 20 73/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米勒斯维尔大学 30 70/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校 
5 64/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

上, 高中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北阿拉巴马大学 2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

上,高中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西卡罗来纳大学 10 68/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纽约州立大学波茨

坦分校 
20 

79/6.0(Duolingo 

47)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60 分以

上, 高中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明尼苏达大学德卢

斯分校 
50 80/6.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费耶特维尔大学 1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亨德森州立大学 50 61/5.5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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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 

美方大学 
招生 

人数 

上专业课英语

要求 
对申请学生成绩要求 

特洛伊大学 20 70/6.0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

上 

东华盛顿大学 10 92/7.0 本科所有课程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

纳迪诺 
20 80/6.0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塞勒姆州立大学 10 

79/6.0* 
*TESOL 6.5 
*English 6.5 
*MBA 7.0 

本科所有课程平均成绩70分以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上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

斯诺分校 
5 80/6.5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北德克萨斯州立大

学 
20 79/6.0 本科所有课程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10 79/6.5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西伊利诺伊大学 20 73/6.0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校 
3 80/6.5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北阿拉巴马大学 10 79/6.0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西卡罗来纳大学 30 68/6.0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纽约州立大学波茨

坦分校 
20 

79/60(Duolingo
47)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费耶特维尔大学 10 61/5.5 本科所有课程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亨德森州立大学 10 80/6.0 
本科所有课程及研究生第一学期

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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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以上所列的专业课英语要求为：IBT 托福/雅思成绩； 

2、 学生在申请美方大学时不需要提供托福成绩（如能提供托福成绩，

会有利于美方大学录取），但学生到达美方大学以后上专业课有英语

要求，没有达到英语要求的学生需参加美方大学的英语补习课程; 

3、 研究生到达美方大学上专业课，除应达到英语要求外，还需要根据

不同专业达到 GRE 或 GMAT 要求；具体要求请查看美方大学官方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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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美方大学 2019 年学年/学期项目主要费用及预交款情况 

一、本科生一学年项目                                                                   单位：美元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

险/学年 
预交款 

特洛伊 

大学 

15600 (至少 24

学分,650 美元/

学分) 

50%学费减

免，GPA 须

达到 2.0 

7800 8400-10050 3750 1596 1740 17500 

鲍尔州立大学 

24462 

（24-36 学分，

每学期至少 12

学分） 

10000 

学语言期间

不提供 

22462 10284 8220 4999 1400 39150 

北亚利那大学 
24000（12-19 学

分） 
4800 19200 9600 6000 1000 1900 5000 

内布拉斯加州立 17151（30 学分） 3904 12930 10140 3500 1623 2598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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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

险/学年 
预交款 

大学（卡尼尔） 

东华盛顿大学 
23502(20-36 学

分，784/学分) 
13292 10210 12058 3800 1692 2264 30200 

加州州立大学 

圣贝纳迪诺 
16387（36 学分） / 16387 13221 3150(学季制) 1452 1204 32300 

威斯康星大学 

欧克莱尔分校 

18500 

(最高 18 学分) 
3000 15500 8000 6500 / 1600 26000 

宾夕法尼亚曼斯

菲尔德大学 

11921 (12-18 学

分) 
5500 6421 12120 学费已含 3300 500 21500 

加州州立大学弗

雷斯诺分校 

16089 

(24 学分，396/学

分) 

/ 16089 10000 4950 2000 1595 32200 

夏威夷希罗州立

大学 

20304 

（12 学分） 
/ 20304 8250-11406 

学费 

已含 
650 价格不等 / 

卡罗来纳海岸大 26650（18 学分） 6660 19990 9530 6540 940 540 3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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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

险/学年 
预交款 

学 

恩波利亚州立大

学 

20680（18 学分

时） 
11340 9340 8435 4825 1080 1420 20500 

南卡罗来纳上州

大学 
22710 (30 学分) / 22710 7678 学费已含 700 1800 32900 

西伊利诺伊大学 10250（24 学分） 1000 9250 9630 4500 2562 1684 30000 

米勒斯维尔大学 
22196 

(30-36 学分) 
/ 22196 12148 

(Pre-Orientation 

ESL Program) 

1425 

英语补习 5,213/

学期 

1000 500 36000 

加州州立大学萨

克拉门托分校 

19190 (30 学

分) 
/ 19190 13582 5000 2000 1350 31000 

北阿拉巴马大学 19280(24-36 学 3000 16280 4300 (此项 6200 2100 1488 2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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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

险/学年 
预交款 

分， 554/学分) （GPA2.0） 仅为食物

费用，北阿

为学生免

去价值

4280/年的

住宿费用) 

西卡罗来纳大学 
10808 (每学期

需 12 学分时) 
/ 10808 9050 

6052（春季/秋

季） 

3835（夏季） 

4048 1350 27300 

纽约州立大学波

茨坦分校 

17483（至少 
12 学分） 

/ 17483 14060 4000 1750 1525 38850 

明尼苏达大学德

卢斯分校 

17134（至少 13

学分，659/学分） 
/ 17134 7760 5764 2154 2232 29300 

费耶特维尔大学 
14590（至少 24

学分 
/ 14590 7470 3650 2712 2588 27400 

亨德森州立大学 9962（24 学分） 州外学费减 8310 7370 4020 30 936 1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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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

险/学年 
预交款 

免 1652 

 
二、本科生一学期项目                                                                   单位：美元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特洛伊大学 7800 3900 3900 3402-4227 3750 798 870 17500 

鲍尔州立大学 12231 1000 11231 5142 8220 2500 700 19600 

北亚利那大学 12000 2400 9600 5350 6000 500 950 5000 

东华盛顿大学 7834 4431 3404 4019 3800 614 566 12450 

加州州立大学 

圣贝纳迪诺分校 
5462 / 5462 4407 / 484 401 10754 

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

尔分校 
9250 1500 7750 4000 学费已含 / 800 13000 

宾夕法尼亚曼斯菲尔德

大学 

5961 

(12-18 学

分) 

2500 3461 5700 学费已含 1650 25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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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塞勒姆州立大学 

8820

（12-21 学

分/学期） 

/ 8820 6361 3450 / 1500 

16700 （专业课） 

11350（一学期

ESL，一学期专业

课）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

分校 

8044(12 学

分，396/学

分) 

/ 8044 5000 4950 1000 
春季 925 

秋季 670 

春季 19920 

秋季 19700 

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 10152 / 10152 
4125- 

5703 

学费 

已含 
425 价格不等 / 

北德克萨斯大学 
10439（12

学分时） 
/ 10439 6256 3500 

1448 

含保险费 

学杂费 

已含 
/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10340 5670 4670 4217 4825 540 710 10250 

南卡罗来纳上州大学 11355 / 11355 3839 学费已含 350 900 16500 

西伊利诺伊大学 5125 500 4625 4815 4500 1281 842 
12100（不含奖学

金及 ESL 费） 

米勒斯维尔大学 11098 / 11098 6074 (Pre-Orientation 500 250 1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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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15-18 学

分) 

ESL Program) 

1425 

英语补习 5,213/

学期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

托分校 
9959 / 9959 6830 5000 1000 675 16900 

北阿拉巴马大学 9640 3000 6640 

2150 (此项

仅为食物

费用，北阿

为学生免

去价值

4280/年的

住宿费用) 

6200 1050 744 12650 

西卡罗来纳大学 5404 / 5404 4525 

6052（春季/秋

季） 

3835（夏季） 

2024 675 1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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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

校 

8742（至

少 12 学

分， 720/ 

学分时） 

/ 8742 7030 4000 875 650 21300 

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

校 
8567 / 8567 3880 2882 1077 1116 14650 

费耶特维尔大学 

7295（至

少 12 学

分） 

/ 7295 3735 3650 1356 1294 13700 

亨德森州立大学 4981 826 4155 3685 4020 / 456 8300 

备注： 

1、 以上（本科生部分）及以下（研究生部分）所列的是美方大学 1 学年/1 学期项目的主要费用（不包括暑期学费），学杂费包括

书本费、试（实）验费和其他杂费； 

2、 以上所列的是美方大学的各项主要费用均是 2019－2020 年度收费标准，2020－2021 年度的收费标准可能会有小幅度调整； 

3、 最后一栏预交款只是一个固定数目的预付金，并非是指中方学生到美方大学一学年的全部费用，最后以实际花费多退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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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一学年项目                                                                  单位：美元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年 
预交款 

特洛伊 

大学 

15300 

（至少 18 学分） 

50%学费减

免，GPA 须

达到 3.0 

7650 7860-9458 3750 1056 1740 17500 

东华盛顿大学 26568 8266 18302 12058 3800 1692 2264 38200 

加州州立大学圣

贝纳迪诺分校 

14656 

(36 学分) 
/ 14656 13221 3150(学季制) 1452 1204 30550 

加州州立大学弗

雷斯诺分校 

15147 

(18 学分) 
/ 15147 10000 4950 2000 1595 28750 

恩波利亚州立大

学 

16160  

(18 学分， 887/学

分时) 

7540 8620 8000 5120 1080 1420 19200 

西伊利诺伊大学 
8739 

(18 学分) 
1000 7739 9630 4500 2016 1684 30000 

加州州立大学萨

克拉门托分校 

15872 

(18 学分) 
/ 15872 13582 5000 2000 1350 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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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年 
预交款 

北阿拉巴马大学 
11736 

(9 学分) 

3000

（GPA2.5） 
8736 

4300 (此项

仅为食物费

用，北阿为

学生免去价

值 4280/年

的住宿费

用) 

6200 1844 1488 22600 

西卡罗来纳大学 
20356（每学期至

少 9 学分） 

可能会有助

教奖学金 
20356 9050 

6052（春季/秋

季） 

4024（夏季） 

4048 1350 36850 

纽约州立大学波

茨坦分校 

23783（至少 9 学

分） 
/ 23783 14060 4000 1750 1525 45150 

费耶特维尔大学 

（至少 24 学分）

15982 

(MBA) 

14504 (其他) 

MBA学生可

适用助教奖

学金 

15982 

(MBA) 

14504 (其

他) 

7470 3650 2712 2588 

28800  

(MBA) 

2730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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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一学期项目                                                                   单位：美元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

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 

/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特洛伊大学 7650 3825 3825 3402-4227 3750 528 870 17500 

东华盛顿大学 8856 2755 6101 4019 3800 614 566 15100 

加州州立大学 

圣贝纳迪诺 
4885 / 4885 4407 

3150 

(学季制) 
484 401 10200 

塞勒姆州立大学 

4924 

12-21 学分/

学期 

/ 4924 6361 1725  1500 

12800（专业

课）9600

（ESL）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

斯诺分校 
7573 / 7573 5000 4950 1000 

春季 925 

秋季 670 

春季 19450 

秋季 19200 

北德克萨斯大学 
7435 

（9 学分时） 
/ 7435 6256 3500 2896 学杂费已含 /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8080  

(9 学分时， 

887/学分时) 

3770 4310 4000 5120 540 710 9600 

西伊利诺伊大学 4370 500 3870 4815 4500 1008 842 

11100（不含奖

学金及 ESL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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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

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 

/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校 
7936 / 7936 6830 5000 1000 675 14300 

北阿拉巴马大学 5868 3000 2868 

2150((此项仅

为食物费用，北

阿为学生免去

价值 4280/年的

住宿费用) 

6200 922 744 11300 

西卡罗来纳大学 10178 

MBA 学

生可适

用助教

奖学金 

10178 4525 

6052 

（春季/秋季） 

4024（夏季） 

2024 675 15650 

纽约州立大学波茨

坦分校 

11892 

（至少 9 学

分） 

/ 11892 7030 4000 875 650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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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

学费 
食宿费 

英语补习 

/学期 
学杂费 

医疗保险/

学期 
预交款 

费耶特维尔大学 

（至少 12 学

分） 

7991 (MBA) 

7252（其他） 

MBA 学

生可适

用助教

奖学金 

7991 

(MBA) 

7252 

（其他） 

3735 3650 1356 1294 
14400(MBA) 

13650 

亨德森州立大学 3129 

州外学

费减免

536 

2593 3685 4020 30 468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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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CCIEE)简介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简称“中教国际”（Chi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CCIEE），是由教育部所属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以从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主业的独立法人机构，

是首批获得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资格认定，可开展跨省市自

费出国留学服务业务的全国性机构之一。 
业务范围 
中教国际通过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全国网络以及二十多年来积

累的国际教育交流经验、关系和渠道为依托，广泛开展长短期学生交流

项目、来华留学、师资培训、自费出国等业务的机构，经过多年的不断

发展，中教国际已在中国国际教育交流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宗旨和目标 
中教国际的宗旨是以促进中国教育与世界各国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为

己任，坚持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和支持与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相结

合，运用多样化的市场手段，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服务于中国教育，努力

为新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中教国际的目标是紧随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步伐，借助自身

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优势，通过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和提高管理

水平，努力为全国大专院校、广大学生和企事业单位及一切关注、投身

于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化服务。同时，中教国际

将始终如一地精心营造积极向上、追求创新的内部工作环境，热切地希

望有志于为促进中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服务的英才，与我们共同努力

将中教国际打造成品牌一流、服务专业化和多元化，在行业内起主导作

用的、国际化的教育服务与管理综合集团。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 6 层 609 室（邮

编：100022） 
电话：010-58782999  传真：010-58782800 
网站：www.cciee.cn   邮箱：cciee@ccie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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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简介 

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一个

美国全国性、非政府性质的高等教育协会。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有

会员院校 430 所，其会员学校公立大学和学院遍及全美。 
协会的四重目标： 
1. 促进了解和支持高等教育以及有特殊贡献的成员大学和学院； 
2. 分析公共政策，支持所服务的成员院校和学生； 
3. 提供政策指导和项目支持，以加强教学质量，促进教育改革。 
4. 为机构领导特别是校长们提供和创造专业发展的机会。 
AASCU 的学校招收的学生超过 300 多万名，其中 56%的学生在四

年制的大学注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成立于 1961 年，积极响应美

国政府关于：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性协会代表国家的高校学生的利

益政策。AASCU 的前身是成立于 1951 年的美国教师教育协会，当时该

协会的主要成员是高等师范院校。 
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自成立以来，致力于支持并促进成员大学

和学院之间的沟通及资源共享，与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国际性的教育组

织进行合作，促进成员院校发展国际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与中国

的合作，30 年来，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与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CEAIE）共同协作，为中美高校建立持续稳定的展业合作

关系创造了机会。 
为了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中教国

际教育交流中心（CCIEE）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共同

主办了《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简称 1+2+1 计划）。这

个富有创新性的项目于 2001 年初开始启动。“1+2+1 计划”是 AASCU
和 CCIEE 帮助成员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理解方面

成功合作的典范。 
主  席：米尔德里德·加西亚博士  Dr. Mildred Garcia 
副主席：乔治·麦哈菲博士 Dr. George L. Mehaffy 
全球事务协理副主席：艾琳·杰克逊 Arlene Jackson 
办公地址：1307 New York Avenue, NW Fif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05-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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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洛伊大学(TROY) 

及所在城市简介 

奖学金：学校为 121 项目学生专门设立史无前例的大幅奖学金。只

要学生保证 GPA 不低于 2.0，均可获得 50%的学费减免。在特洛伊大学

并非昂贵的学费基础上，每个学生最低都有 6000 美元左右奖学金，选课

多的每年达到 12000 美元。（本奖学金只适用于本科课程的学习，不适于

ESL 语言课程的学习，因为 ESL 学习学费本身就比较低）。 
一、学校简介 
美国特洛伊大学（Troy University，简称 TROY）位于美国阿拉巴马

州特洛伊市，成立于 1887 年，前身是一所师范学校，后建设成一所优秀

的公立大学。TROY 连续七年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东南部最有价

值和最安全的大学”，还以低廉的学费和出色的学生成就（包括研究生

研究成果）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 2010 年阿拉巴马州最好的公立大

学，排名第十六位。另外，其他很多出版刊物，如《卡普兰 / 新闻周刊》

大学目录排名、《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和《财富》杂志的大学指南栏目

都认为 TROY 的高等教育非常突出。 
 特洛伊市位于美国东南部，是安全度非常高的城市，为学生提供了

一个舒适、清新、安心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该城市的空气质量和水质的

纯净度也非常高，温和的气候让学生们全年都有机会进行户外活动。 
二、专业 
美国特洛伊大学和 121 项目本身都得到了美国南部大学与学院联盟

（SACS）的认可。有 37 个本科专业（方向）和 17 个研究生专业可供

121 项目的学生选择。很多专业项目获得了美国认证机构的认可，如所

有的商学专业就被美国商学院协会（ACBSP）所认可。TROY 还提供英

语第二语言学习(ESL)来帮助国际学生克服语言障碍。 
美国特洛伊大学拥有来自美国不同的州和 80 个不同国家的在校学

生近 10000 人。特洛伊大学系统给其在全球的教育系统设置了统一标准，

从而为其在阿拉巴马洲和全球范围内接近 30,000 名在校学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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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园生活 
特洛伊大学鼓励并要求学生参与校园和社区的活动，从更多视角来

了解美国生活，从而完善自己。学生也会有很多机会来培养和发展领导

能力，以及获得在相关学习领域的工作经验。 
为帮助学生调节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很多组织会安排相关的活动，

如开车，美国法律，社会安全，银行，健康，烹饪，压力调节和时间管

理。121 的学生也会和美国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不仅仅是帮助他

们调节同时也是帮助他们提高英语的听说能力。写作中心可帮助学生提

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和为国际学生提供交谈的机会。旅行活动，如去迪士

尼乐园，纽约市, 亚特兰大，海边。学校每年定期举行体育活动和娱乐

活动。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很多免费服务, 比如很多部门都有给学生免费

使用的计算机房，为学生提供休闲娱乐设施，包括两个游泳池、一个体

育馆、一个健身房、一个高尔夫球训练场以及网球场、运动场和游戏室。

每周都会放映电影，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和体育活动。 
美国特洛伊大学是 2001 年参加 121 项目的第 1 所美方大学，其办学

模式日后也被其他美国大学借鉴。从 2001 年起共有 500 多名 121 项目的

学生赴美国特洛伊大学学习，目前已有 380 多名学生获得学士（硕士）

学位，其余正在学习当中。很多毕业的 121 项目学生已经申请到美国的

其他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特洛伊市位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东南部，人口大约有 20,000 人。

从特洛伊市去周边的大城市很方便：距州府蒙哥马利市 72 公里，不到一

小时的车程；距伯明翰市 206 公里，大概两小时的车程；距亚特兰大市

322 公里，三小时的车程。 
美国特洛伊大学国际学生主要购物地点是 24 小时开放的沃尔玛超

市，也可以去很多商店和小型购物中心。大学公共汽车每周带学生去沃

尔玛 3 次，也会安排去蒙哥马利和亚特兰大购物。 
特洛伊市的气候特点是夏天较热、冬天温和，年均降雨量为53.83毫

米。全年降雨分布均匀，三月是一年中降雨量最大的月份，平均降雨是

6.56毫米；几乎终年不降雪。平均气温：一月份15ºC；四月份25ºC；七

月份33ºC；十月份21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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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鲍尔州立大学位于印第安纳州中西部核心区的曼西市，离印第

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只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学校始建于 1918
年，是一所国家公立型大学。学校每年约有 21,000 位来自全美以及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学生在众多的专业领域学习，包含本科、研究生

以及博士生等学位项目。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曾获得以下荣誉： 
• 学校连续 13 年被“普林斯顿回顾“评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 被 2017 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高等教育权威排行榜评为最佳公立

大学第 93 位； 

• 米勒商学院获得 AACSB 权威认证； 

• 被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认定为社区互动大学，该项嘉奖致力于社区服

务，civic involvement,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的高等学府； 

• 被“卡内基基金会教学促进委员会”誉为高质量研究型大学。同时获得

这一荣誉的还有波士顿大学、克莱姆森大学，以及威廉玛丽学院等名牌大学； 

• 在 2011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有前途和最具创新性大学”的评比

中排名第 8 位。鲍尔州立大学近期成为最可信赖且具有革新成就的学府，在

学术、师资力量、在校学生生活质量、校园环境，以及硬件设施设备等项目

上得到极大认可； 

• 为全美第一个获得“高质学术支持”证书（Quality Matters’ Learner 

Support Program Certification）的高校； 

• 2014 年学校线上及远程教育部门获得由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协会颁发

的网络教育战略创新奖。 

• 被布法罗商务报评为 2017 美国最佳公立大学之一； 

• 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最有学术价值的 150 所大学之一； 

• 我校被 “普林斯顿评论指南”精选为绿色校园五十强，并与美国其他

21 所学校同时入选 Green Honor Roll； 
一、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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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州立大学被“卡内基基金会教学促进委员会”誉为高质量研究

型大学，并得到美国北中部高等教育联盟认可。与此同时，学校的一些

独立学科教育也等到了美国国内以至国际教育组织的认可和赞誉。 
作为一所综合型大学，鲍尔州立大学以从根本上改变提升学生，研

究人员和对外合作伙伴为使命，为在校生提供全面的学术学习机会。学

校设有 180 多个本科专业和预科课程，以及 100 多个硕士及博士专业。

建筑，电信，园林规划，建筑设计，教育以及创业学（经 AACSB 权威

认证）持续多年在全美专业领域口碑卓越，在全美的同专业排名中名列

前茅。商业、音乐艺术、信息传媒、工商管理、会计、营销、计算机、

新闻以及护理学等专业也是学校的优势专业。当然，这些成就还得益于

学校教师们的高素质教学水平。鲍尔州立大学有超过 90%的课程由教授

级别的教师亲自授课。这几乎在同规格大学中是前所未闻的。 
 全美商学院本科项目前 26 名之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自 1999 年起，创业学专业名列全美前 10（“企业家”杂志/“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道”） 
 金融学教学质量全美名列前茅（“金融教育前沿”杂志） 
 全美最佳营销专业 26 所大学之一（“美国大学行销教育基金会”） 
 通讯信息科学专业排名前列（“国际电讯教育科研协会”） 
 电子通讯专业毕业生自 2000 年以来已经获得 21 个“艾美奖”和 70

个“艾美奖”提名，并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与视觉效果奖”

等国际奖项。 
 新闻学专业名列全美前 45 名（“编辑出版杂志”2007） 
 新兴多媒体专业是唯一一个获得 2008 年多项校园科技创新竞争奖

的专业。虚拟世界，数字多媒体等专业也名列前茅。 
 公共会计报告将学校本科会计专业评为全美第七名，研究生会计专

业评为全美第 15 名。 
 自 2013 年起，销售教育基金会将米勒商学院的销售专业列入“顶

尖的专业销售教育”名单。 
 学校被国际保险学会指定为世界范围内仅有 20 所的全球保险中心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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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学校四年级课程建筑工作室被评为全国可持续设计课程第

七名。 
***本科学生不经过语言培训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网

考成绩 79 分，或者雅思 6.5 分（阅读、听力、口语以及综合部分都

要达到 6.5 分）。 
国际水准的精品学院 
1）米勒商学院 
 为全球 5%的获得“AACSB” （全球最负盛名的评估组织－“国际

商学院促进协会”）认证的权威机构。 
 米勒商学院目前向 121/YES 项目开放包含本科“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涵盖金融、会计、经济学、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等，跨系选课）, “市场营销” （Marketing ），“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以及“计

算机信息系统”(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等精品专业。 
 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为全美最好的本科教育项目之一。 
2）计算机科学 
 着重于对学生在计算机原理、计算机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计算机

系统和用户界面的设计等方面的知识进行全方面的专业教学。就业

前景广阔，起薪高，未来职业升值机会多。 
 作为最早加入中美合作教学项目的专业之一，至今已经培养了大量

优秀的中美科技人才。众多毕业生进入美国前 30 名的大学攻读硕士

或博士专业，或在世界 500 强公司就职。 
 配置先进的机房、科技教学设备，以及最新的软件等，方便学生学

习和研究。 
3）通讯与传播学院 

 全美最大的本科通信学院之一。 
 其中本科“电信学”（Telecommunication）旗下的“新闻专业”，

“电影电视制作”，以及“产品销售与推广”专业，和“新闻

学”(Journalism) 向 121/YES 项目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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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全美首屈一指的教学和制作设施，本科生可以和采编播设备以

及先进的摄影棚和机房全接触。 
 在校学生作品多次获得美国顶尖专业奖项，“奥斯卡奖”(Academy 

Awards)，以及“艾美奖”(Emmy Awards)等殊荣。 
二、 校园生活 

每年，鲍尔州立大学都吸引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 多

名留学生前来学习。且这一数字逐年上升。我校的“里克国际中心”为

留学生提供持续性的各种周到的服务，帮助国际学生顺利融入美国及鲍

尔州立大学的校园生活。特设的中国项目负责人为中国留学生提供贴心

细致的辅导和服务。“友好家庭”计划帮助留学生与当地家庭配对，使

留学生感到家庭的温暖，在了解美国文化的同时获得归属感。“文化交

流”活动是一项每周一次的午间文化和传统的分享项目，旨在加深美国

当地学生、教授与留学生间的相互了解。“里克国际中心”同时还举办

年度全校性的国际文化节以及文化野餐等等。每年，鲍尔州立大学都会

举办一场大型“年度国际晚宴”。我校校长亲自接见与会的国际学生。

我校留学生拥有大量近距离接触美国文化的机会。无论是到现场观看印

第安那“步行者队”的专业篮球赛，还是前往本州首府的印第安那波利

斯动物园度过愉快一天，我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留学生们能够更快更

轻松地适应当地的人文地理。美国鲍尔州立大学为国际学生设立了专门

的宿舍区，这里向在假期（包括暑假）不能回家的学生全年开放。每个

宿舍大厅都连接有因特网和校园网设备。整个校园正在实现无限网络式

的沟通。当然，留学生以及美国各地学生选择鲍尔州立大学的首要原因

莫过于从我校独具特色的教育方针中终身受益。 
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是 2004 年参与 1+2+1 项目的第 2 所美方大学，

2005-2018 年期间共有约 537 名 1+2+1 项目学生赴美国鲍尔州立大学学

习，已经有近 286 名项目参与者获得中美双学士学位。从 2008 年起的毕

业生中已经有百余学生被美国排名前 50 的名牌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和博

士学位。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曼西市位于美国印地安那州府印地安那波里斯市东北 9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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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 70,000 人口。自 1827 年建市以来，已变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曼西市是一个适宜人们生活居住的城市，这里你可以更好地感受美

国的特色。从 1929 年到 1977 年间所做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曼西市是一

个典型的美国城市。这个友好的小城交通也非常方便，驱车很快就可到

达著名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芝加哥两座城市。曼西市的气候变化较大，

四季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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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NA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北亚利桑那大学（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简称NAU）是一所建

立于 1899年的百年公立大学，位于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

（Flagstaff）。该市被享誉全球的著名杂志《国家地理探险》与《国家地

理旅行者》评为世界最佳旅游城市和最宜居住城市之一。弗拉格斯塔夫

市位于美国西南部，紧邻闻名世界的大峡谷、拉斯维加斯。 
美丽的自然景观，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使北亚利桑那大学脱颖而

出，成为许多国际学生求学和学者研究的选择。大学设有150多个本科专

业、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共有注册学生近三万人。其中国际学生有1200
多人，来自全世界70多个国家。 

北亚利桑那大学最大的教学特色之一就是小班教学，平均每班学生

不超过30人。师生比例为1:27，学生与教授之间交流更直接、更紧密。

除上课外，学生有许多机会参加学生社团与俱乐部组织的丰富活动。美

国《企业家》杂志将其列为全美毕业生满意度最高的15所大学之一，与

之同列的还有哈佛大学以及杜克大学等。 
北亚利桑那大学是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位授予单位，其教授本科

课程的学院主要有：工程、森林与自然科学学院、弗兰克商学院、艺术

与文学学院、教育学院、人类科学与健康学院、社会行为学学院。 
北亚利桑那大学被《华尔街日报》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评为

顶级院校。 
工程学院被《美国世界新闻报道》排名为全美第42名，为工科最高

等级ABET认证学院。 
弗兰克商学院为AACSB认证学院，名列全球13000多所商学院前

5％。 
弗兰克商学院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全

美最优秀的商学硕士项目之一。 
酒店管理学院全美排名第7，全世界排名第14位。林学院师资学术贡

献排名全美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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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拥有百年历史，为NCACS/NCATE/NASP/CACREP四项认

证学院。 
弗拉格斯塔夫市被评为全美第8大学城，名列全美空气清新城市排名

第1。 
二、专业 

1. 弗兰克商学院（The W.A. Franke College of Business） 
弗兰克商学院是一所通过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SCB）认证的学

院，设有优秀软硬件设施。《美国普林斯顿评论》杂志将弗兰克商学院的

MBA项目评为全美最优秀的项目之一。最新建成的耗资2,500万美金的商

学院教学楼更一步促进了课程教学、师生交流以及团队工作的开展。自

2006年起，北亚弗兰克商学院每年都会收到“股神”巴菲特的邀请，派

出由优秀学生组成的访问团前往奥马哈参加巴菲特问答会并与其共进午

餐，121项目学生张若楠曾代表参加此行。弗兰克商学院是全美唯一连续

七年收到巴菲特先生邀请的商学院。 
2.工程、森林与自然科学学院（College of Engineering, Forestry 

&Natural Sciences）为ABET认证学院，全美排名第42。《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将其评为工科类最优秀学院之一。学院为物理、生命科学、林

业学、数学和工程学的学生提供现代化教学硬件设施，包括崭新的工程

学院教学楼和化学生物实验室，从而保证学生通过自己动手研究来学习

并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多名121项目学生在工程学院毕业后考入斯坦福大

学、康奈尔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3. 酒店管理学院（School of Hotel and Restaurant Management） 
北亚利桑那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多年来一直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享

有盛名。学院目前全美排名第7，全世界排名第14位，并在2009年被《酒

店管理专业研究期刊》(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评为

“世界上最好的本科专业之一”。 
4．英语强化训练项目（Program in Intensive English）北亚利桑那

大学英语系的应用语言学排名北美地区第15，并为国际学生主办英语强

化训练项目。英语强化项目的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在世界各地，包括

非洲、亚洲、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地有授课经验的优秀语言学

者。学者们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国际化教学工作经验使他们更加理



 37 

解国际学生的需求以及在外语学习上面的困难，从而因材施教，帮助学

生在上专业课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是2004年参加121项目的第4所美方大学，

2005-2016年共有413名121项目的学生赴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学习。已有

227名学生毕业，获得学士学位。 
三、校园生活 

“以学生为本”是北亚利桑那大学的宗旨和使命。除了日常教学之

外，北亚校园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以及课外活动资源。学生社团有

300多个，定期组织活动； 
克莱恩图书馆藏书120万册，管理175个学术资源数据库，为美国公

立高校资源共享网络成员图书馆； 
使用面积为两万五千平方米健康与学习中心融合了健康、娱乐与学

习三大功能，内设健身中心、校医院、公共课教室、心理诊所、自习室、

咖啡厅等。该中心于2011年投入使用，投资共计一亿八千万美金； 
1973年修建的北亚天幕体育馆为全美最大的木质室内橄榄球中心，

同时承担着毕业典礼场地的功能； 
校内21座风格各不相同的学生宿舍/公寓，为学生提供了安全、舒适

的住宿环境。其中“国际宿舍”将国际学生与美国本土学生一对一配为

室友，真正实现校园国际文化的融合； 
校内设有30多个餐饮场所，食材源于亚利桑那州本地天然农场，并

配有专业营养师设计食谱，保证学生校内就餐饮食的健康与多样； 
国际教育中心服务人员达50多人，其中中国事务部设有专门老师及

辅导员为中国学生服务。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是美国西南地区著名的美丽城市，

被评为全美第8大学城，名列全美空气清新城市排名第1。1930年，冥王

星首次在弗拉格斯塔夫市被观测到；电影“阿甘正传”曾在此取景拍摄。

北亚利桑那大学校园距弗拉格斯塔夫机场仅有10公里。这里气候夏季怡

人，温度在7℃-29℃之间。冬季温度约在-9℃-10℃之间。该市距离亚利

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车程2小时，距离世界著名自然景观“大峡谷”车程

1小时，距离拉斯维加斯市车程3.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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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UNK) 

及所在城市简介 

UNK的优势： 
优越的地理位置：卡尼尔市位于纽约州和加州的中点位置，附近几

个机场均可以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生活质量和安全性俱佳：卡尼尔市是

一个十分清洁和安全的城市； 
学习英语的最佳选择：当地人讲的是全美最标准的英语，没有口音，

是在美国电台和电视台中听到的标准英语； 
学生在校园内有工作、实习机会，许多毕业生在毕业前就已经得到

工作的机会； 
低廉的学费：因为有政府的资助，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四个校区中，

UNK学费是最低的，在全国所有大学中UNK也是学费最低的大学之一。 
给本科生提供参与教授的国家科研项目机会和科研经费； 
奖学金：121和Yes 项目的学生入学直接得到3904美元的奖学金，入

校后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继续申请更多奖学金； 
UNK的商业与技术学院享有AACSB认证资格。 

一、学校简介 
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十佳公立大学的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

（卡尼尔）（University of Nebraska Kearney，简称UNK），拥有很高的学

术声誉，坐落在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卡尼尔市。卡尼尔市有30,000
多人口，城市环境非常安静，社会犯罪率几乎为零，这是一个无需担心

安全问题而可以安心学习的好地方。内布拉斯加大学是美国著名大学之

一，拥有超过29,000名在校学生，四个校区分别位于林肯、奥马哈和卡

尼市。卡尼尔校区有7100名学生。学校提供170个本科专业和25个预科专

业，学校在本科学术研究方面是全美的模范。师生比例为1:17，也就是

说，每位学生都能受到教授的关注，学校百分之九十九的本科生课程都

是由专职教授讲授。学校和教授非常重视学生的学习需要，他们知道每

一个学生的名字。学校的教育学院有着百年的历史，你可以在学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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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二、专业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设置31个系，170多个专业项目。

学生可以选择商务、科技学、教育学、艺术、人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专业的学习，也可以选修具有挑战性的荣誉项目，以便为相应的领

域奠定成功的基础。学校设置了学生所需要的专业项目，配置有艺术展

示系统和电子信息系统的计算机实验室和教室全天为学生开放。实习医

师、临床医学、实习科目以及其他在职学习科目的设置可以使学生获得

宝贵的实践经验。UNK商学院有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供应链专业等。 
三、校园生活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的优良教育环境是由师生友好

的关系所建立。每年都有400-500多名国际学生来读书，他们来自50多个

国家。这里的社会环境十分安全, 每天24小时都有警察巡逻的车辆。学

校当然也有多种学生组织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国学生有专门的华

裔博士关怀学生的校园学习和生活。学校提供先进的计算机教室与最新

型演示系统：State–of the- art Presentation Systems，设有电子服务图书馆。

校园随处可上网，所有的教室所有教室对学生每天开放。内部拉斯加大

学具有一个出色的国际教育中心，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待学生非常友

好，他们可以帮助你解决入校和生活方面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特别要告

诉你的是，UNK语言学校的英语教师们对待学生在学习上十分严格同时

又非常爱护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国际部有讲普通话的华裔博士专门给

学生做顾问并辅导学生。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卡尼尔市是美国中西部地区最具活力的小城市之一，市内各种

设施齐备，毫不逊色于大城市。卡尼尔市的多元化经济在不断地增长，

是“Main Street America”适宜居住的典范，安全且具有活力。卡尼尔市

大约拥有3万人口，并且以年均1.2-1.5% 的速度递增，在半径97公里的

范围内有约218,000个潜在的就业和消费群体，临近80号州际公路。 
商家因卡尼尔的劳动力资源和齐备的服务设施而热衷于这里，住家

则因其适宜居住性而眷恋这里。从曲棍球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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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的各种活动，或其他的户外活动等可供你选择的文化，教育和娱

乐等项目来充实你的生活。 
卡尼尔市的公立和私立教育系统的教育质量很高。这里的学生在州

内或全美范围内都表现不俗。卡尼尔市有14个公园，占地约为2167亩。

公园内有游泳池，操场，棒球、手球、网球、篮球场及多功能用场地。

岩石、花园及休息之处散见于各个公园。此外你还可以租到独木舟、帆

船或带桨小船泛舟于Cottonmill湖上。 
卡尼尔市有机场，Trolleys 公司。当地的公共汽车叫作R.Y.D.E，如

果你要去其它城市远行，你还可以乘坐Eppley 快车。 
卡尼尔市四季分明，气温变化较大，春秋两季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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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华盛顿大学 (EW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简称 EWU）位

于美国华盛顿州切尼市， 建于 1882 年，切尼校区占地 300 英 亩，环境

安全而优美，距离美国华 盛顿州主要城市斯波坎市只有 20 分 钟的车

程，同时学校在斯波坎市城 区拥有三所专业性研究机构。学校 的核心

价值是追求高质量的理念， 特点是严格和富有挑战的学术经 验。质量

即是 EWU 的标志，在学 生的学习与成功之中，在学术课程 的卓越表

现之中，以及优秀的教职 员工与不分远近的伙伴联系合作之 中。东华

盛顿大学的战略规划为提高全球性的参与，落实国际 多元化，和提供学

生作为高质量全球公民的体验。促进跨文化 的交流，和透过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教职员、合作伙伴之间 彼此相互认识了解亦是 EWU 全球学

习策略的关键项目。  
二、专业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有约 12,000 位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 美国西北

内陆地区的教育服务、生活和文化领航者已有 130 年 以上的历史。东华

盛顿大学的生源遍及美国 50 个州和世界上 37 个以上的国家。学校设置

4 个学院，提供近 100 个不同领域的学 习专业，包括商务、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教育学、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

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 毕业即申研或就业成功率达 95%以上。 
三、校园生活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们最大的教学优势是可以与学生 分享他

们的教育理念和经验，指导学生选修高级课程，帮助学 生规划职业生涯。

学校的学生教育中心很关注学生的学习。学 生们可以通过亲身实践、教

室和实验室中的研究性实验以及与 教员的配合工作来学习和掌握理论

思维。学生可以在计算机实 验室、多媒体教室和免费提供网络服务的校

园咖啡厅中接触到 很多的高科技资源。 东华盛顿大学是提供住宿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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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数以千计的学生在 校园内居住。学校的 7 幢住宿大楼为学生提

供了满足各种需要 的居住环境。宿舍配置了电话服务、高速的网络功能

和有线电 视。在校住宿将带给学生独特的生活体验，这就是单纯上课学 
习与切身融入学校活动与氛围的不同之处。自 2013 年起，所有 EWU 的

国际学生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在全球生活与学 习社群共同生

活与学习。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是2005年参与1+2+1项目的第七所美 方大学，

2006-2017年共有147名1+2+1项目的学生赴美国东 华盛顿大学学习。至

今已有121位毕业生顺利毕业录取多国顶 尖研究生，或在不同领域中工

作。本科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成绩525分（笔 试），195
（CBT）,71(iBT)，或雅思6.0。1+2+1项目学生中方第一年成绩平均77分
以上; 申请工程专业必需通过一年级高 数与大学物理。会计与工程专业

学生无托福者将需要两年以上时间完成项目。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华盛顿州切尼市，约有1万人，坐落在美国西北部地区，海拔

609.6米，全年174天天气晴朗，空气的平均相对湿度约为65%。本地区

四季分明，从未发生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地震和洪水也鲜有发生。 
在切尼市周边有数处可以采购的场所，如Auntie’s Bookstore, 

Bruttle’s Candy , Mountain Gear, Banana Republic, Macy’s, Bath & Body 
Shop 和一些服装专卖店等都是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有免费的巴士接

送学生前往这些场所，或去观看电影、参观艺术展览和参加其它活动。 
邻近的斯波坎市建于1872年，是美国华盛顿州的第二大城市，有20

万人，是位于西雅图市和明尼阿波利斯两市间的最大城市。切尼市距斯

波坎国际机场约26公里，驱车只需15分钟。从斯波坎到西雅图市约451
公里，驱车需约5个小时左右。从切尼到斯波坎市市区仅32公里，驱车需

用25分钟。 
斯波坎市是一座充满运动活力的城市，可在风景如画的高尔夫球场

地打高尔夫，沿着河岸骑单车，在附近的坡地滑雪等；也可以到Minnehaha 
Park攀岩或泛舟于水上，足球、棒球、曲棍球、篮球、橄榄球、马球等

其它的运动项目在此地也随处可见。此外，本地的水上运动也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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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 (CSUSB)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加州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1857 年建校，至今已有

近 150 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公立大学体系之一，共有 23 所校区，

在校生 47 万 4 千人，教职工 4 万 9 千人。学校直属加州政府管理，有严

格的规章制度。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简称 CSUSB）是一所年轻并有活力的大学，创立于 1965 年，

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23 所大学之一。CSUSB 位于美国发展最快的南加

州内陆帝国地区，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大学、以及政府机关都聚集在此。

圣贝纳迪诺市距离洛杉矶 70 公里，前往洛杉矶、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

都非常方便，距离迪斯尼、好莱坞、环球影城、棕榈泉、海滩、沙漠、

雪山,均为一小时车程。南加州气候干燥，四季阳光明媚，冬季气温宜人，

是美国华人首选的居住地。学校附近有两个大型工厂直销购物中心

OUTLET，大型华人超市，中餐馆以及各国美食餐厅，生活非常便利。

这里交通发达，离洛杉矶国际机场仅一小时多车程，可直飞北京，上海，

成都。距离 Ontario 机场仅 20 分钟车程，可直飞美国各大城市。 
二、 校园生活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文化多样。学校非常重视国际交流项目，

每年大约有 1000 多名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学校治学严谨，学

术水平高，拥有一大批在各领域学术造诣高深的教授，多年来为美国加

州政界、商界等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校园内设施完备，为国际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及生活条件。校内

拥有教学中心、语言实验室、医疗与健康中心，学生宿舍、学生活动中

心、计算机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健身房、运动场、游泳池、餐厅

等。学校为外国学生提供免费学习帮助和生活服务，如英语辅导，写作

中心帮助学生修改作文，提高英文写作；语言中心通过一对一英语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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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国际学生提高口语水平。学校的全职终身教授占 900 多名教师的一

半。教授带领大约 18,000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展研究活动，给学生提供

了学习和研究结合的环境。自 2007 年起，CSUSB 领导对 121 项目格外

重视，成立了专门的教师团队为 121 同学服务， 包括选课，转学分，照

顾生活等等。 
三、专业 

学校有五所学院和 70 多个专业供学生多种选择。各专业经由美国西

部学校与大学协会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认
证。许多专业还获得了特殊的国际和国家级别的认证,包括商学、计算机

科学、艺术、社会工作、护士、营养、公共行政管理、环境健康科学、

音乐和戏剧艺术。大多数外国学生就读的商业和公共管理学院取得了两

个特殊认证：全球最权威的商学院认证机构 AACSB International--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的认证（全世界 1.3
万多个商学院只有不到 5％的商学院取得该机构的认证）和 NASPAA -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Public Affairs & Administration 的认

证（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商学院能取得此认证。美国普林斯顿评论杂志

Princeton Review 称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校区为“Best in the 
West“西部最好的大学”。欧洲的 CEO 杂志连续四年（2013-2016 年）

对全美大学的 MBA 项目进行排名，CSUSB 的 MBA 项目位居前 20，并

于 2016 年授予新的一级奖。并把 CSUSB 商学院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

20 所商学院之一，全美国只有四所大学得到此认可。此外，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连续三年（2014-2016 年）将 CSUSB 提名为“最好的研究

生院，商科”；《普林斯顿评论》连续三年（2013-2015 年）将 CSUSB
列为“最好的 295 所商科学校”之一。美国《军事时报》将学校的 MBA
评为退伍军人最卓越的选择， GI Jobs 也将 CSUSB 评为“军事友好院

校”。这些评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优质教育在全美都

是名列前茅的。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是经过中国教育部认证的大学。 
学校校园的安全在33所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中排名第二, 全加

州所有大学中安全排名第五。根据“大学学习评估调查”（该调查基于

对全美上千所大学的入学新生跟踪调查到其大三时的学习情况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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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结果显示，加州圣贝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学习能力从新生逐步

提高，从而攻读更高学历的人数比例，高于 96%的美国其他大学。 
商业和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的工商管理本科专业下设很多不同的主修

方向供学生选择。121 项目学生中多数人选择这个专业，其中很多人已

经获得了工商管理专业的学士学位。虽然该校的商科专业的排名在全美

名列前茅，但是学生的花费却是最低的，因为加州经济相当于全世界第

9 个最强的经济体，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大。这样对国际学生而言，加

州圣贝是高质量，低学费，教育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选择。 
本科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 61 分（网考）、雅思 5.5

分，或者通过学校的英语培训 (ELP) 5 级的测试。研究生参加专业课学

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 80 分（网考）、雅思 6.0-6.5 分，或者通过学校 ELP
的 6 级英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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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WEC)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简称 UWEC）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市，被誉为美国威

斯康星州最美丽的校园。学校的优点是小班教学、由教授负责评估教学

和奖学金、各种尖端项目和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 
2018年 1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被美国《普林斯顿评论》

评为 2018 年美国前 100 所最有价值院校。这次评出的院校包括 50 所公

立和 50 所私立高等院校，《普林斯顿评论》公布了公立和私立的前十名

院校排名，其他 80 所院校则是按照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威斯康星大学

欧克莱尔分校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唯一获此殊荣的院校。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最近几年都被收录在《普林斯顿评

论》中，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 8 月被评为“2018 年最佳中西部院校”。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是12个州152所院校获此殊荣的高等院

校之一。 
该校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的美国最佳大学报告中被排在

中西部地区公立大学第五位。 
该校被《基普林格个人经济》在比较教育质量和学费的评估中排在

最有价值的全美公立高等教育学校第 65 位。 
该校是拥有获得富布来特基金的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的部分杰出校友： 
 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总领事高来恩先生（Brian Goldbeck）； 
 美国格来美音乐奖得主（2012年度第56届）贾斯汀.费农先生

(Justin Vernon) 
 美国明尼苏达州第45届副州长（1999-2003年）梅·申克(Mae 

Schunk)； 
 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原美国国会议员马克·格林 (Mark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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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美国新闻-世界报道》之“美国最好的大学指南”中，被评为

2018中西部区域学校第三十七名，中西部区域公立学校第五名。 
 普林斯顿评测体系将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誉为2018美国

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在2009-2018年，克普林格杂志根据教学质量，花费和奖/助学

金体系的综合评测中列为其一百所最具价值的美国公立大学之

一。 
 2018年，全美前五十名最佳中小型大学城评选中，获得第八名

的荣誉。 
 每年学校都为美国知名“富尔布莱特法案基金”输送大量的研

究学者。 
二、专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拥有在校学生 10,500 名，设有 90
多个本科生专业和 14 个硕士专业。学校的优势领域有商学院、化学、生

物工程、心理学、艺术与计算机科学。 
其中各类课程享有全美和国际机构权威认证： 
• 商学院享有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 AACSB 认证资格 
• 通信新闻学课程享有 ACEJMC 认证资格 
• 化学课程享有 ACS 认证资格 
• 环境公共卫生学课程享有 NEHA 认证资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本科生的科学

研究。教授通常会和学生一起进行各种研究，使得本科学生可以得到只

有在较大的学校中研究生才能得到的宝贵经验。经常有学生在地区性和

全国性的会议上发表他们的研究，很多学生在还是本科生的时候就发表

了他们的作品，有些还是发表在比较著名的杂志上。 
由于在教学方面享有盛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吸引了

大量的美国中西部的高质量学生，是美国少数拥有取得“罗兹奖学金”

学生的地方大学。该校学生也多次获得“富布来特奖学金”和其他著名

奖学金和荣誉。 



 48 

三、校园生活 
学校占地 2021 亩，拥有众多教学设施：现代化的图书馆、室内和室

外体育设施、高科技设备。校内的 11 座宿舍楼可供 3,900 人居住，宿舍

采用了既有益学习又尽可能舒适的设计。学校有来自 45 个国家的 300
名国际学生。 

本科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要求是托福 75 分或雅思 6.0。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欧克莱尔市拥有约68,000人口，在全美最安全的城市当中排名第七，

2018 年该市被《普罗米斯协会》杂志提名为全美最适合年青人生活的 100
个社区之一。从 1980 年至今，该市在威斯康星的森林城市评比中，始终

名列首位。该市距离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市区（美国最大的购物节所

在地）只有 145 公里，学生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该地区丰富的文化、

购物和娱乐资源。在 2018 年全美前五十中小型最佳大学城评选中，欧克

莱尔市排名第八。 
欧克莱尔市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约为 800 毫米，1 月份平

均最高温度为-4℃，平均最低温为-15℃；4 月平均最高温度为 13℃，平

均最低温为 1℃；7 月份平均最高温度为 28℃，平均最低温为 16℃；10
月平均最高温度为 15℃，平均最低温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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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MUP） 

及所在城市介绍 

一、学校简介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 (Mansfield University) 是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之一，创建于 1857 年。2013 年，被选为美国前

四大顶级最安全校园。2014 年，曼斯菲尔德大学被 COPLAC 选为第 29
个文科院校成员。2015-2016 , 2016-2017, 2017-2018 年由 Colleges of 
Distinction 公认为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2015 年也被评为最佳值，负担

得起小型大学。 
曼斯菲尔德大学座落在美国宾州中北部的曼斯菲尔德市，邻近州立

公园和“黑暗天空”森林公园，周边有纽约、费城、华盛顿等大都市,
还有“拇指湖”、“尼加拉瓜瀑布”、“康宁玻璃博物馆”等著名旅游

胜地,紧邻全球 500 强的康宁公司,距离“常青藤”康奈尔大学也仅 1.5 小

时车程。学校有专门校车接送学生到周边大都市、尼加拉瓜瀑布等著名

风景名胜,以及周边一些大型购物中心。 
曼斯菲尔德市社会环境友善、和谐、安定，自然环境优美。优良的

师资提供学生个性化的教育，以准备高生产力的职业，校园内绿地成茵、

安逸恬静，是理想的读书、研究、做学问的好地方。 
二、校园生活 

五星级新宿舍提供套房式生活、 地热采暖和空调系统、 高效照明，

窗外景色相当优美。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参加超过 120 个学生组织和俱乐

部,其中包括中国学生社团。学生还可以参与电视、电台、校园报纸的编

导、编辑和制作。校园内有超过 200 场音乐演出和众多体育比赛。学校

提供丰富的图书馆资源,高科技教学设备,免费的无线网络连接，价廉物

美、花样繁多的饮食,以及室内体育馆、游泳池。 
三、高质量的学术课程 

曼斯菲尔德大学保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拥有 22 个本科专业和 52
个方向可供学生选择。热门院所包括商业、计算机信息科学、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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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生物学、平面设计、化学、健康科学、及音乐。 
曼斯菲尔德大学坚持“小班教学”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

法，同时为国际学生精心挑选美国学生作为室友，使国际学生尽快结识

新朋友、适应新环境，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英语水平；也为每名学生安排

一名教授作为辅导员，使国际学生遇到问题能随时得到解疑释惑，提供

针对性强、个性鲜明的学习辅导和课程安排。 
美国曼斯菲尔德大学接受中方大学和学院的学分转换，并且我们以

快捷和友好的方式完成这一过程。大部分的中国学生在两年时间内都完

成在我校的全部学业要求。121 项目毕业生或继续深造或找到了很好的

工作，他们工作和学习的单位有：上海麦当劳集团（翻译职务），南通地

产，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营养学硕士）美国密

苏里大学（MSA 硕士项目），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美国东北大学（硕士

计算机专业）上海飞利浦（采购项目专员），上海帕特农咨询集团（专员），

旧金山 Radford（精算分析师）。 
曼斯菲尔德大学建议学生托福成绩网考 65 分，或者雅思成绩在 5.5

以上，高考英文成绩也列为参考。曼斯菲尔德大学提供 ESL "bridge 
program" : 学生边上 ESL 课程，同时也修专业课程。 

曼斯菲尔德大学为 1+2+1（YES一学年）项目学生每人每年提供 5500
美元奖学金（实际交纳学费为 6421 美元，12-18 学分）。英语作为第二

语言(ESL)课程不另外收费。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曼斯菲尔德市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中北部，坐落在景色优

美的山区，曼斯菲尔德大学周围交通极为便利。到达纽约市、费城、华

盛顿特区分别只需约 4 个小时的车程。除此之外，从校园到达两个地区

性的机场也只需一个小时的时间。Elmira/Corning 地区机场(ELM)位于

纽约的 Elmira，距曼斯菲尔德大学 45 公里；Williamsport 地区机场 (IPT)
位于宾夕法尼亚的 Williamsport，距曼斯菲尔德大学 66 公里。 

曼斯菲尔德市社区规模相对较小，周围环境友好、安全，校园内的

安保人员、完善的预警设施、全天候的疏散交通工具等，这一切使校园

环境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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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的高质量生活和众多的室外休闲活动非常著名。室外活动包

括：徒步旅行、骑车郊游和越野滑雪。 
因为曼斯菲尔德市所处地区备受旅游者青睐，所以零售业是这里主

要产业。同时，新近兴起的信息技术也逐渐成为这里的主要产业之一，

Intelligent Direct 公司便是其中为人所熟悉的一家。 
本地区四季分明。1 月平均最高温为 0℃，平均最低温为-11℃；4

月份平均最高温为 14℃，平均最低温为 0℃；7 月份平均最高温为 27℃，

平均最低温为 20℃；10 月份平均最高温为 16℃，平均最低温为 2℃。夏

季、冬季空气均比较潮湿。月平均降水量在 4cm(1 月)至 7cm(7 月)之间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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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S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John D. Keenan 校长谨代表塞勒姆州立大学欢迎您考察并加入我们

这所优秀的学校。塞勒姆州立大学前身为塞勒姆师范学校，始建于 1854
年；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公立大学。塞勒姆州立大学

的文理学院、Bertolon 商学院、  Maguire-Meservey 公众事业学院、教

育学院、研究生院拥有 50 余个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我们诚挚邀请您考虑

加入 2019 年度的 1+2+1 项目，相信您会体验到塞勒姆州立大学的独特

优势。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的教授在学术研究和创造性教学方面都是很有

成就的，所有教授都拥有专业领域的博士学位。小班教学加强了教授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整个学校的课程设计着眼于学生学习,充实自我,并且为

学生将来工作做好准备。 
塞勒姆州立大学的各个专业共拥有 7000 名本科生、1600 名研究生。

除了来自美国 30 多个州的学生，我们还有来自 58 个国家的 265 名国际

学生。塞勒姆州立大学是第 13 个加入中国国际交流中心（CCIEE）和美

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项目的学校；自 2008 年以来，共有

223 名中国学生进入了我们的 1+2+1 项目。在这里，学生们会深刻感受

到我们尽职尽责的教授和员工们的帮助、勤奋上进的同学们的陪伴、以

及众多成功校友们的激励---在塞勒姆州立大学的经历不仅让他们在自己

的职业中成功，更让他们成为服务公众、改变社会的人才。 
二、校园生活 

学生们眼中塞勒姆州立大学的优势 
• 整所大学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社区 
• 15：1 的学生／教授比例 
• 每个课堂平均只有 21 名学生 
• 距离波士顿这所美国中心城市仅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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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位于一个临海、安全的社区 
• 学费合理,  符合条件的 1+2+1 学生可获得 3000 美元奖学

金 
• 提供英语强化培训 
• 众多的学生社团和俱乐部 
• 一流的宿舍和体育场馆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每周都有许多课外活动。艺术中心主办多种音

乐和艺术表演，学校内有各种体育赛事。教授们直接参与、支持各种学

生组织和俱乐部的活动，并为学生提供与外界接触的各种机会。 
国际学生联合会是校园最活跃的学生组织之一。国际学生会经常协

同国际教育中心举办各种活动,比如迎新会、国际学生节、国际食品展和

国际文化之夜。我们还专门针对外国学生设置了许多项目以帮助他们融

入，比如每周一次的咖啡聚会、老生与新生结对帮扶项目等等。 
Berry 图书管和学习中心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所需要的丰富资料；我们

的写作中心可提供写作辅导；学业指导中心为你的学习提供各方面的支

持。 
本科生参加全时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 500 分(笔试),61(机

考); 或者雅思 5.5 分。 
研究生参加全时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  550 分 (笔

试),79/80(机考)。或者雅思 6.0 分（TESOL 或英语研究生专业要求雅思

6.5 分， MBA 要求雅思 7.0 分）。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托福成绩,
尽早适应专业课程学习,塞勒姆州立大学还为外国学生设置了专门的英

语课程。我们的英语教员都经验丰富，全部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对于 YES
项目的学生，我们也接受 CET 四级考试的成绩，并按照入学分级考试的

成绩进行分班。 
三、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塞勒姆市是一个风景优美和充满历史文化气息的大西洋海滨城

市，位于波士顿以北 27 公里。方便的公共交通使美国塞勒姆市和波士顿

连成一体。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地处海滩边的一个安全和市郊型的居民

区。 



 54 

塞勒姆市是新英格兰地区第二个最早的定居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向南 27 公里就是闻名于世的波士顿市，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就在该市。塞勒姆和波士顿两市间的公共交通非常便利，有

30 分钟 1 班的火车和渡船，或 1 小时 1 班的巴士（塞勒姆州立学院内就

设有若干站点）。新英格兰地区，特别是波士顿市及其郊区，包括塞勒姆

市在内，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适宜人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及观光游

览。 
除了毗邻波士顿市（约 60 万人口）之外，塞勒姆市自身也拥有众多

名胜。尽管它只是一个仅拥有 5 万居民的小市，但在市区仍可以见到许

多殖民时期及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房屋建筑。塞勒姆市还拥有几座博物

馆，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 Peabody Essex 博物馆，塞勒姆 Witch 博物馆，

塞勒姆国家海事历史博物馆 (重点介绍了历史上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由

于塞勒姆市是该区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市区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商铺、

娱乐场所及餐馆。每年 10 月的时候，这里还会举行世界闻名的万圣节庆

祝活动。 
由于塞勒姆市地处滨水的港湾，这里的天气较新英格兰其它地方更

为温和一些，常年气温在-6˚C -30˚C 之间。冬季温暖，夏季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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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Fresno)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简称 Fresno State) 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23 所分校之一。学校具有国

家认可的教学、应用研究及社区推广水平。美国圣华坤峡谷是世界农产

品产能最高的农业区，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与其经济组织的合作

非常紧密，并负责该地区各种谷物的经济评估工作。由于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教师、员工和学生经常参加有益于当地社区的活动，

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学校常年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为“全美

最优秀 60 所研究生院”之一的大学。 
二、专业 

学校现有在校学生 25,168 人，在农业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商

业、医学和教育方面设有 61 个本科专业和 45 个研究生专业。学校还设

有教育、临床物理治疗和护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在良好的课堂教育之外，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还为各专业的学生们提供课外实践的机会。 
三、校园生活 

弗雷斯诺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全市人口约有 60 万。从弗雷斯诺出发

乘车不到 4 个小时即可到达旧金山、洛杉矶、蒙特雷半岛、优胜美地国

家公园、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和红杉国家公园。美丽的校园坐落在弗雷斯

诺市的东北角，内华达山脉清晰可见。绿荫葱葱的校园共有 4000 多棵各

色树木。主校区占地 2,355 亩，拥有 46 所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另外还

有 34 所建筑位于 6,137 亩的大学农场内。该农场是美国最现代、设施最

完备的农业研究基地。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拥有先进的研究设备，

如计算机实验室、工程实验室、电子学实验室和工业技术实验室等，还

有一个 16,000 座的活动中心，中心图书馆的扩建工程已在 2008 年完成

并投入使用。 
在校学生均可从学校的八大学院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学校的乔

丹农业科技学院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中最大的农学院，可提供高质量的

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专业，还为许多农业地区、食品科学、工业技

术和家用科学提供应用研究和服务。同时，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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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美国唯一一所拥有葡萄酒生产和销售执照的大学。该学院注重学生

在未来工作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并为提高他们所在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作

贡献。克雷格商学院是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SCB)授信的学院之一, 
其多元化教育方式为学院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支持。商学院的学生们有着

许多到课堂以外了解实际市场的机会。除此之外, 学生们还可以选择人

文与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学院设有室内设计、平面设计、语言学、大众

传播/新闻学、音乐及戏剧艺术学。在社会科学学院, 学生可以选择人类

学、犯罪学、经济学、地理、历史、政治、社会学及女性研究。学校的

来尔斯工程学院的土木工程、计算机工程、工程管理、电子工程、测绘

工程和机械工程均拥有国家认可的本科学位。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已经加入中美交流项目 12 年，现有

来自 80 个国家的 808 名国际学生。为确保学生们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学校建议国际留学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标准是托福成绩 500 分

（iBT61 分）或雅思 5.5 分。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弗雷斯诺是个多民族的城市，全市人口约有 60 万。从弗雷斯诺出发

不到 4 个小时即可到达旧金山、洛杉矶、蒙特雷半岛、优胜美地国家公

园、国王峡谷国家公园和红杉国家公园。加州弗雷斯诺市位于加州中央

峡谷的中心地带，有弗雷斯诺约塞米蒂国际机场，弗雷斯诺市距旧金山

306 公里，距洛杉矶 354 公里，驱车到达两地分别只需 3 小时和 3.75 小

时。弗雷斯诺市拥有 45 万人口，其城市规模在美国的城市当中排在第

40 位。在中央峡谷地区农业是其主导产业，同时还拥有建筑业、制造业、

加工产业，水技术产业及为这些产业提供支撑的金融和保险业。 
弗雷斯诺市到周边城市和旅游景点非常便捷，如旧金山、洛杉矶、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国王峡谷、Sequoia 国家公园、蒙特利半岛、Tahoe
湖、海滩、航行、湖泊和滑雪胜地。从弗雷斯诺市出发，乘车 1.5 小时

内可分别到达约塞米蒂、美洲杉和国王峡谷这三个国家公园，2-3 小时

左右的时间就可见到太平洋。这里分布着湖泊、河流，因而水上娱乐项

目非常易于开展。同时还可以在附近的内华达山上滑雪、野营。弗雷斯

诺市有一个交响乐团，数个演出公司和若干个电影院，以及一些大型的

购物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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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UH-Hilo)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 简称

UH-Hilo）位于夏威夷群岛的最南端、最大的岛屿，坐落于夏威夷州希

罗市。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是一所经过认证的美方大学，是美国夏

威夷大学体系中的一所充满活力、拥有多元文化的州立大学。 
这所现代化校园拥有电子教室、实验室设备、图书馆、媒体中心、

学生宿舍、演艺中心、校园中心和一座新建的运动综合场馆。在 2014
年，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中被评为最具有多样化

大学之一。这个荣誉的头衔证明了我校学生的多样性文化是非常出色的，

以及兑现了我校为全世界学生建立一个安全和舒适的校区的承诺。 
二、专业 

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的宗旨是提供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和职业教

育项目。由于小规模的教学以及负责任的教授，学生们总是有机会与他

们的教授进行紧密的研究合作，甚至能够参与出版一些论文。这些都给

学生们的出版机会，研究生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带来极大的竞争优势。

我校的实习项目也提供给学生们一个机会来获取实践经验。美国夏威夷

希罗州立大学的众多优点已经得到西部大学与学院协会（WASC）的认

可，并取得了该协会可以授予时间最长的认证—10 年，认证时效可以到

2024 年。 
三、校园生活 

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位于太平洋中部，东西方的战略交叉点，

学生有很多机会进行跨文化交流。学校现有注册学生超过 3,500 名，其

中国际学生超过 270 名，其中来自夏威夷、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组成了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独特的学生群体。在美国著名生活杂志

《瞭望》进行的“学习、生活、工作的最佳校园”排名中，美国夏威夷

希罗州立大学在美国排第 20 名。由于来自美国，亚洲，南太平洋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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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们的独特融合，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还被“高等教育纪事”

评为美国“最具多样化”的大学。 
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最大的优点就是班级较小、学生教师比例

低、学生群体多元化，以夏威夷岛作为教学实验室和优秀的教职员工。

当然最重要的是：学校一切以学生为中心，校园社区学风严谨，拥有图

书馆等诸多优良学习场所。受益於四面环海，拥有热带雨林和活火山的

环境，学生能够比较容易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操作的机会。 
国际学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要求为托福成绩 PBT500 分或

iBT61 或雅思 5.5，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需要参加英语补习。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希罗市拥有夏威夷的主要港口和机场，是一个人口约 45,000 人的宁

静城市，飞往檀香山只需 45 分钟。岛上多样的地质环境和丰富的民俗文

化都成为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在学术研究和学校经营活动上主要利

用的教育资源。希罗是夏威夷州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因为是火山岛，

所以自然景观很奇特，最出名的就是彩虹瀑布。希罗市雨水充沛，气候

宜人，常年温度在 17-29 摄氏度，极其适合植物生长。夏威夷的土地对

这里的居民很大方，上百万英亩的土地富产凤梨和蔗糖。夏威夷也是世

界有名的户外运动胜地，在这里有浮潜专用的小船到豪华的观光邮轮以

及从网球场到高尔夫球场等一应俱全。 
夏威夷岛上的五座火山给该岛带来众多特色，如岛上的沙漠生态系

统、茂盛的雨林和珊瑚礁。美国希罗市位于其中的莫纳克亚和莫纳罗亚

火山的对面。UH-Hilo 拥有无与伦比的地理、生态、气候和文化多样性，

这是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 自然教学实验室”。这些资源使得 UH-Hilo
在本土文化、环境科学和生物保护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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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罗来纳海岸大学（CC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简称“CCU”）坐落于南卡罗莱纳州的康威，

距离默特尔比奇只有 12 公里，是一所充满活力的综合性文理大学，持

续发展及多样性与悠久的历史相得益彰是该地区与卡罗莱纳海岸大学的

显著特征。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有 10663 名学生，472 名专职教师 ，733 名
专职人员，师生比例 为 1:17 ，学校有 115 栋建筑 ，180 个活跃的学

生社团 ，70 个国家人员，19 个部门 1 支运动队 ，吉祥物是一种只有

美国有的特殊吉祥物--雄鸡。 
卡罗来纳海岸大学可提供 73 个研究领域的学士学位，在 CCU 的研

究生项目有 22 个研究生学位，两个教育专家学位，以及海岸和海域的生

态系统学博士学位。 
在海岸大学，师生互动是强烈关注的重点。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各

自领域的知名专家，同时也是专业教师。学生可以超越课堂学习获得真

正的学术研究成就。学校的众多学院以及专业的教师会提供本科生参与

研究项目的机会。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教师获受过的研究经费和政府奖助分别来自于：

南卡罗来纳海洋基金会，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

及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机构。并且，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有许多研究

中心，包括环境质量实验室、海洋与湿地研究的伯勒斯及查宾中心以及

戴尔领导力和公共政策研究所。 
国家及国际认可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因成为卓越学院而闻名。它专注于本科教学、创

新性学习经验，以及具有很高价值的研究生院与杰出的员工储备。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持有众多的国家和国际评估认证，它曾在《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的排名被列为“最具价值”的大学中，排名第二，和前 100
名“最佳地区”的南方公立大学。学校的沃尔商学院具有国际高等商学

院协会（AASCB)的官方认证，全球只有不到 5%的商学院获得过该成就。 
服务与支持 

全球参与中心（CGE)为在卡罗莱纳海岸大学为求学的国际学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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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及个人帮助。CGE 是一个活跃的以学生为首的国际社团，它鼓励新

的国际学生以及美国学生参加。社团旅行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贯穿整个

学期。 
二、校园生活 

除了积极参加学校杰出的学术活动，学生们还被鼓励参与校内外课

外活动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全校共有 160 多个学生社团，可以很好地培

养学生杰出的学术能力、管理能力、社会参与以及个人价值的提升。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有着深受学生喜爱的舒适环境——美丽的校园，

24 小时共享信息的图书馆，崭新的健身设施，覆盖全校园的无线网络，

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队伍，一个校园高尔夫球场，还有许多学习辅助

中心(写作中心、语言中心、残疾人服务等等)。 
由于地理位置靠海，南卡罗来纳州的气候非常怡人，有着漫长暖暖

的夏天和温和短暂的冬天，因而学生们学习生活在许多美国人心仪度假

的度假区内。航空公司为全国主要城市提供直达航班和接驳航班！此外，

CCU 坐落于美国东海岸，学校离一些主要城市有着很近的驾车距离，例

如华盛顿，纽约以及奥兰多。这里的人们是友好地，并且社区是安全的，

很受欢迎，也是一个很放松的学习和生活地方。 
三、1+2+1 项目(121 Program) 

卡罗莱纳海岸大学是第 16 个参加 1+2+1 项目的美方大学。从 2009
到 2018 年，一共有 77 位 1+2+1 学生在这里学习过。在美开始专业课的

国际生的托福最低要求是 71 分或者雅思考试总分 6.0 以上，单项分数

不得低于 5.0。如果有需要，我们的语言培训中心提供了 12 个英语等级

的课程来帮助学生达到基本的英语水平要求。此外，我们还会和学生和

学术中心紧密联系沟通，尽可能多的帮学生将在中国的第一年的学分转

到美方大学，同样也包括第四年的学分。 
1+2+1 项目的学生住在校园里的公寓式的宿舍里。在四人公寓里面，

几乎所有学生将会拥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每间公寓有洗衣机、烘干机、

冰箱、微波炉、洗碗机、炉子、沙发和椅子、饭桌和椅子。每间房有双

人床、桌子和椅子、独立卫生间和衣帽间。宿舍附近有篮球和排球球场，

室外烧烤场地，野餐桌椅，以及健身房，室外游泳池和有着大屏电视的

公共休息房间。此外，学校还有中国社团和国际社团帮助学生丰富在校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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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overview of UNT） 
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成立于 1890 年，位于德

州，达拉斯卫星城-丹顿市，是一个通过教育和机会改变学生生活的大学。

近 38,000 名在校学生在里选修自己喜爱的专业, 追求成为教师，艺术家，

工程师不同的理想职业。在 UNT，学生和学业成功是高于一切。 
学术研究排名：2016 春 UNT 在卡内基分类中排名为第一类的研究

型大学之一（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性价比：连续 21 年被评为美国 100 所性价比最好（“America's 100 

Best College Buys®”）的学校之一，该排名以获得高成绩的新生班和可

支付的学费为衡量标准。 
丹顿市：美国第六位最适宜居住小城市(according to Livabiity.com)。

气候温暖，安全，安静，市民友好，生活费较底。UNT 的生活费低于一

般美国西部沿海大学 50%，一般东部沿海大学 30%。离 DFW 国际场只

需 30 分钟，市区公交车四通八达，班次多，学生免费，交通方便。 
普林斯顿评论（ the Princeton Review）连续六年将 UNT 评为绿色

校园。 
普林斯顿评论（ the Princeton Review）连续将 UNT 评为美国西部

最佳学校。 
福布斯(Forbes)连续八年将 UNT 列为美国顶尖学院之一。 
规模：全国最大的最综合公立大学之一，教职工近 5000 名，设有

13 个学院，101 个学士学位，82 个硕士学位，和 38 个博士学位。校园

有 400 个学生组织。国际学生共有近 2500，主要来自印度，中国，沙特

阿拉伯，韩国和阿曼。 
教育认证：被美国南方学院与学校协会(SACS)鉴定合格。工程学院

被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 (ABET)认证。商学院是国际商学院协会

（AACSB）认证合格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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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专业：68 个专业排列全美前 100 名。 
爵士（jazz）乐全美第 3. UNT 音乐学院校友多人获得格莱美奖。多

次获得格莱美奖的美国著名的爵士女歌手-诺拉·琼斯（Norah Jones）毕

业于 UNT 音乐学院。 
西方音乐史全美第 13。 
音乐学院全美第 13。 
音乐表演全美第 15。 
丹顿市是全美最好大学音乐城  (the best college town for music 

majors)。 
环境哲学系(environmental philosophy)硕士专业世界第 1。 
全美第一个国际可持续性旅游硕士专业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tourism). 
德州内第一个航空物流专业(Aviation Logistics program in Texas)。 
物 流 与 供 应链 管理 全美 第 6 （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公共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城市管理/城市政策）硕士专

业全美第 13 （by U.S. News & World Report）。 
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硕士全美第 56（by U.S. News & World 

Report）。 
英语硕士专业全美第 91 （by U.S. News  & World Report）。 
医用信息管理专业全美第 7（graduate program in medical librarianship, 

by U.S. New & World Report）。 
图书情报硕士全美第 20 (by U.S. News & World Report)。 
教学质量：UNT 前身是师范类大学，教学极其严谨。每年培养了近

万名高质量毕业生，凭借在北德获得丰富的知识和高强的技能，他们在

各自工作和生活中取得不凡成绩。 
121 项目毕业生：前景光明。有继续回美国在名校（西北大学，莱

斯大学，马里兰大学）读究，有在著名大公司就职。 
达拉斯沃思堡大都市（The Dallas–Fort Worth–Arlington Metroplex）： 
美国第四大城市，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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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 500(Fortune 500)强公司有：Exxon Mobil(4), AT&T (9), American 
Airline (67) 等 22 家大公司。另外还有近百所其他大公司，如华为，FedEx 
等。实习和就业机会很多。 

UNT 每年培养的大批毕业生和教师领导才能成为激发达拉斯沃思

堡大都市的经济发展的活力。 
达拉斯有美国第四大国际机场（the DFW international airport）,离丹

顿只需 30 分钟开车里程，每天有直通北京，上海和香港航班（总航行只

需要 13 小时）。 
二、专业(majors) 

北德克萨斯大学拥有近 5000 名优秀的教职工。一些教授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事业奖，Ralph E. Powe 年轻教授鼓励奖和美国总统颁发的早

期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奖。大学设置许多世界认可的创新的市场驱动型

专业。对 121 学生开放的重点学院有： 
商贸学院 
专业有会计，航空物流，工商管理，决策科学，商业经济学，创业，

金融，信息系统，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营销，运营和供应链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等。自 1961 年连续被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证。

该院为全美第十六大商学院，目前设有五个系，十七个本科专业。崭新

的商学院大楼内（Business Leadership Building）配有适应教学使用的先

进的高科技设备。该院的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专业被《国际物资流通与后

勤管理杂志》》评为物流研究生产力全球第六位。学生多次获得全国比赛

大奖。被《交通杂志》评为交通运输和物流研究生产力全球第二十三位。

会计税务专业在《杨百翰大学会计研究排名》中进入全美前第十名。 
工程学院 
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ABET）认证的学院。工程学院高质量的本

科专业包括计算机，机械能源，电气，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

该院和达拉斯地区的别的大学以及世界各地的工业机构有合作。计算机

科学和工程系的计算机系统方向较强大。安全程序被美国国家高校杰出

信息保障研究和教育安全机构认证的。计算机安全方向设有学习证书课

程。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拥有并主持运行北德克萨斯环境能源监测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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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是美国唯一的用于大气研究的专用气象站。该系还拥有具有现代高科

技，独特的零能源实验室。该实验室对太阳能和风能在建筑上的应用进

行综合技术评估，并从事各种建筑冷却，采暖，居住和照明等方面的高

新技术研究。 
科学学院 
专业有生物，化学，数学和物理。北德克萨斯的化学系本科学生积

极参与各种研究组织。很多本科学生在一些重要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研

究成果或者在国家和地区科学研究会上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数学系教

授申请了许多国家级和州级大型项目进行各种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研

究。逻辑和动力系统研究组培训本科生做数学研究。物理系设置先进，

有供本科生用的实验室和观察台。该系教授带领研究生和本科生利用离

子束加速器，极快和极精确的光谱学激光实验室，材料合成和塑造实验

室，大型计算模拟和机器人观测台进行研究工作。 
文科社会科学学院 
这所学院培养学生成为下一代创新者，学者，企业家和公民领袖。

许多通识教育课程来自这所学院。专业包括人类学，经济学，英语，地

理与环境，综合研究，国际研究，哲学与宗教，政治学，心理学，社会

科学，社会学等。 
营销和酒店旅游管理学院 
专业有酒店管理，可持续性旅游专业，营销和电子零售，酒店管理

本科专业是全美首家被酒店管理认证委员会认证的，在全美第六大。该

院世界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鼓励学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和参加大学间比

赛，并且多次获大奖。 
信息学院 
专业有信息情报，学习技术和语言学。信息科学和语言学专业很受

学生欢迎。 
教育学院 
面向 121 学生招生专业有人体运动科学和运动休闲、赛事及运动管

理科学 
 



 65 

三、校园生活(campus life) 
北德克萨斯大学位于德克萨斯州丹顿城〈Denton〉，这是一座安全的、

以大学为中心的、安静的友好的城市。校园拥有众多教学设施，例如：

现代化的图书馆、室内和室外体育设施、高科技设备，学生活动中心以

及其它设施。学校警察日夜巡逻，校园及周边非常安全。学生服务公有

20 多个部门，每个部门设有不同学生服务办公室。有课外辅导，写作中

心，学校餐厅（包括素食餐厅），心理咨询室，医务室，法律协会等。业

余时间学生可欣赏和观看各类体育比赛和各种音乐会包括格莱美奖提名

的一点实验室乐队的音乐。北德对学生服务投资巨大，确保学生在北德

学习和生活一切顺利，并取得最大成功。 
校园设有 121 项目办公室，全职项目辅导员。121 项目学生享受全

方位服务：签证培训，接机，校园安顿，购物，文化活动，学习和生活，

就职，读研辅导和帮助。另外学校每个院系配有多位全职学术辅导员，

全程辅导学生，直到获取 UNT 学位。 
四、英语录取要求(English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国际学生本科生录取最低标准是托福成绩 550 分（笔试)，79 分(机
考 IBT)或雅思 6.0 分，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需要参加英语补习。托福机

考成绩 60，可修两门 UNT 本科课。 
UNT 语言学校 (IELI) 

自 2000 年 以 来 一 直 通 过 英 语 语 言 课 程 认 证 委 员 会

（CEA-Commission on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Accreditation）的鉴定，

已经收获十年认证。高质量英语教学倍受国际学生青睐。 
五、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北德克萨斯大学位于达拉斯北部的丹顿城(Denton)，这是一座安全

的、以大学为中心的、安静的友好的城市,人口约 12 万。每年春季丹顿

举办国际爵士音乐节(Jazz festival)，来自世界各地音乐家云集丹顿，免

费露天表演。北德克萨斯大学距离经济、文化繁荣的达拉斯—沃斯堡大

都市区仅 30 分钟路程,我们这里拥有便利的国际机场，公交车和火车的

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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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E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简称ESU)成立于1863年，是一所坐落于美国心

脏地区堪萨斯州的公立综合性大学。ESU也是一所美国中西部地区排名

前100的学校。在Kaplan/Newsweek大学排名中，ESU在美国中西部地区

公立学校排名第32名，被誉为性价比最高、注重个体学术教育并提供优

质的就业咨询的大学。同样，ESU也被中国教育部全面认证，也是中国

教育部涉外监管信息网公布的美国大学之一。如今，我校共有6000名在

校学生，来自美国本土和其他55个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国际学生占9%。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分为四大个学院：1、文理学院；2、商学院；

3、图书馆信息管理学院；4、师范学院。ESU开设的教育项目得到全国

及全球各种专业认证。 
二、专业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文理学院提供基础科学教育，包括数学、生

物、物理、自然科学等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的专业。另外，学生还可从

社会科学教育中选择一系列的专业，包括历史、政治科学和传播通讯。

文理学院的艺术专业包括摄影、平面设计、玻璃吹制、雕塑、戏剧等。

文理学院中个人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获得认证，电子音乐的音乐教学也

享有盛誉。 
ESU 商学院提供多种学科的综合课程，包括管理学、市场营销、会

计学、信息系统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等均开放给《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学生。商学院本科项目和 MBA 项目均已获得 AACSB 国际认证（全世

界只有 5%的商学院得到了 AACSB 的认证）。在通过 AACSB 认证学校

学习，教职员工持有各领域最高的学术资格，教学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师范学院多年的历史来培养了很多教育人

才，其中有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咨询师和学校心理老师。师范学院创

建于 1863 年，作为堪萨斯州第一所州立师范院校，其目标是在专业领域

内培养具备基本知识只是和专业技能的应用人才。师范学院提供给《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的本科专业包括：田径训练专业，健康促进专业，

还有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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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强化课程是对已被录取但还未达到上专业课要求的学生所提供

的。学生所修 IEP 等级取决于学生托福成绩或新生培训期间英语测试成

绩的高低。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英语强化项目分为中级和高级培训两

个层次.学生可以根据语言考试的成绩选择注册全部、部分语言课，或部

分中级语言课和部分高级语言课。英语强化课程包括阅读、口语、语法

和写作。 
三、校园生活 

在学习生活各方面，我们尽全力为CHEPD项目的学生提供广泛的支

持，不仅为预录取学生提供了语言加强课程，并且为学生提供了同美国

同学一起学习生活的宿舍生活机会。在宿舍选择上面，有单人间、双人

间及三人间供选择。校园内宿舍的生活十分丰富多彩，每个星期都有学

生楼层助理带领住校生参与各类校园活动，这是一个快速融入美国学生

的文化生活的机会。全校拥有超过130个活跃的学生团体，领域涉及到各

个学科部门类、社会类、宗教类组织及各种兴趣小组来充实大家的课外

校园生活的。在这短短几年期间，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在CHEPD项目上面

我们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不论对于1+2+1本科、1+2+1研究生还是YES项
目，在学分转换上、选课咨询上还是校园生活上，我们都为CHEPD项目

的学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ESU 坐落于堪萨斯州东南角的恩波利亚市。是一个四季分明，气候

温和的城市。恩波利亚市是一个人口约为 30,000 人，以教育、工业、贸

易及医疗为中心的城市。恩波利亚离堪萨斯首府托皮卡仅一个小时车程。

市区中心方便购物，有银行及其他设施为学生生活提供方便的服务。恩

波利亚市是一所大学城，社区的居民十分友善，来这里的留学生都能享

受到与当地居民的各种社交、文化及娱乐活动。堪萨斯州是美国大陆的

中心，这个位置去美国其他城市旅行很方便。很多学生都经常到芝加哥、

达拉斯、丹佛、圣路易斯旅行，飞行时间都在一小时以内。堪萨斯州的

小麦种植、飞机制造、石油、畜牧业和教育设施都是全国甚至国际闻名

的。其中，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全球最大的道路沥青生产

和供应商的总部就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州是托尔格拉斯草原国家公园和

著名的艾森豪威尔中心之家，是为了纪念在堪萨斯长大的已故总统艾森

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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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卡罗来纳上州大学（USC Upstate） 

及所在城市介绍 

一、学校简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pstate,简称 USC Upstate）作为南卡大

学的一个分校创建于 1976 年，是一所公立的、非盈利大学。南卡大学（上

州）作为美国州立大学联盟（AASCU）和中国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CCIEE）成员，是《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的美国合作院校。南

卡大学（上州）分校曾以南卡大学（斯帕坦堡）分校为校名，后更名为

南卡大学（上州）分校，因为其教育服务覆盖包括斯帕坦堡郡和格林维

尔郡在内的整个南卡上州地区。今天，南卡大学（上州）分校作为南卡

大学系统里的第二大校区，与来自全世界四大洲 18 个国家的大学有学术

合作和交换学生的协议。南卡大学（上州）分校连续多年在《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对南部公立区域性大学的排名中位列第二位，在南部最好

的区域性大学中排名前十。南卡大学（上州）的学位证书在全美及世界

享有很高的声誉，很多本科毕业生都进入了名牌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和

博士学位。 
南卡大学（上州）分校位于美国南卡州的斯帕坦堡市。这里气候宜

人，生活安全舒适，空气、水质都在全美名列前茅。校园里有高尔夫球

场、棒球场、足球场、篮球场等户外和室内的运动设施，学生在这里一

年四季都可以享受灿烂的阳光和户外运动。 
二、专业 

南卡大学（上州）分校和 121 项目都得到了美国南方大学学院联合

会（SACS）认可，并具有美国教育部和南卡州教育委员会批准的授予学

士、硕士学位，以及学士后证书及其他证书的资格。南卡大学（上州）

分校有 40 多个专业供 121 项目学生选择。其中本科商课专业被世界大

学商学院认证评估机构（AACSB）认证为世界排名前 15%的顶级商学院。 
目前，有来自全美 26 个州，世界 5 个洲 18 个国家的 6000 名左右的学生

在南卡大学（上州）分校学习。南卡大学（上州）分校全部采用小班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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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并且所有的课程均由具有高资质的教授授课，没有任何课程由助教

担任。教授与学生的比例是 15:1，平均班容量是 25，同时每名学生都配

有一名教授作为学术指导。学生的平均 GPA 为 3.5（4 分制）。南卡大学

（上州）分校约有 500 名授课教授，均毕业于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的顶

尖大学。很多教授都获得了各种奖励和基金支持，如福布赖特基金和罗

德基金等。他们在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和丰富的经验，在研究

和出版方面（包括与学生合作的研究）成果丰硕。 
三、校园生活 

南卡大学（上州）占地 330 英亩，一年四季气候舒适，景色宜人，

优美宁静的校园非常适合读书学习。南卡大学（上州）校园里的设施功

能齐全，除了学术设施外，还有高尔夫球场、棒球场、足球场、篮球场

等户外和室内的运动设施，以及学生宿舍、保健中心、食堂、商店等生

活设施。此外，该校有 17 个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队，70 多个学生组织

和俱乐部供学生选择参加。校园内有校警提供安全保障。 
南卡大学（上州）分校的国际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

帮助。国际中心的老师会去机场接机，帮助国际学生安排住宿和生活所

需，带领国际学生去大型超市购物。更重要的是，国际中心主任会亲自

为刚入学的国际学生举办培训会，帮助国际学生熟悉并掌握如何选择专

业、调换专业、选课等等。国际学生如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都可以

到国际中心的老师那里寻求帮助。国际中心还会定期举办派对，创造机

会让国际学生以及国际学生与美国本土学生之间加强交流。 
为帮助 121 及其他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美国大学的学习生

活，国际中心启动了中美学生语伴项目，为每个中国留学生安排一个学

习汉语的美国学生作为一对一的语伴。参加语伴项目的中美学生不仅可

以在语言上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还可以一起参加各种活动。这个项

目不仅可以帮助中国学生舒缓学习压力，还可以丰富其在美国的留学生

活。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南卡大学（上州）分校位于南卡州西北部的斯帕坦市。斯帕坦堡郡

的人口约为 30 万。南卡大学（上州）分校的教育服务覆盖包括斯帕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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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和格林维尔郡在内的整个上州地区。南卡上州地区是很多国际商业机

构青睐的地方，有将近 600 家外国公司在此设立，其中两百多家设在斯

帕坦堡，例如宝马汽车公司北美总部、法国米其林公司北美总部、通用

电气发动机研发总部等，都设在该地区。这些大公司为南卡大学（上州）

分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和工作机会。 
斯帕坦堡市交通便利，位于亚特兰大与夏洛特之间的 I-85 高速公路

上，是通往全美各大重要城市的交通枢纽。斯帕坦堡市地理位置优越，

与著名的阿什维尔山风景区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距历史文化名城查尔斯

顿约三个小时车程，距亚特兰大市两个半小时车程。斯帕坦堡市有多家

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南卡大学（上州）分校的国际研究中心会带领国

际学生去这些地方购物，也会安排去附近的著名景点参观考察。 
总体来说，南卡上州地区一年四季气候温和舒适。夏季稍热，最高

温度约 30 ºC 左右；冬季最低气温约为零度左右，偶见降雪。春天鲜花

烂漫，秋季红叶满枝，风景宜人。斯帕坦堡市是一个安全度非常高的城

市，该地区的空气质量和水质纯净度在全美名列前茅。这些都为学生提

供了安全、舒适、清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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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WI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西伊利诺伊大学（WIU）成立于 1899 年，学校坐落在美国中西部心

脏地区的伊利诺伊州马克姆市，并且距离令人兴奋的世界文化中心芝加

哥市仅需几个小时的车程！校园空间开阔，空气清新，是一所通过完全

资格认证的住宿式大学。西伊大凭借优质的教学质量和可负担的学费而

获得良好声誉，每年吸引超过 6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前来就读。 
学生服务 

WIU 理解学生到全新的国家生活、学习是人生规划的重要一步。国

际学生服务办公室帮助学生解决在校内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友好、乐

于助人的工作人员，协助学生顺利过渡到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全方位的

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帮助学生适应新环境，融入校园和社区文化，并

且确保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取得学业成功。每学期开始前一周为国际学生

迎新周。迎新周期间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将有助于国际新生适应校园和社

区环境，为学生提供银行储蓄、健康保险、安全保障、文化关注的各类

信息，并且带领学生参观校园和周围的社区。学校鼓励新入学的国际学

生在第一个学期参加国际邻居项目，该项目将学生和当地美国家庭及个

人相匹配，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美国文化和马克姆社区。另外，每个学

生还将收到一份国际学生入学指南。 
学生可借助全年各种活动了解并体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化，如国

际集市、文化咖啡厅、会话伙伴、文化关联、国际友谊俱乐部，以及国

际教育周。学生也可选择到伊利诺伊州的其他城市进行实地考察旅行，

地点包括芝加哥和斯普林菲尔德。 
西伊利诺伊大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WESL）学院——获得英语语言课

程认证委员会认证（CEA）！ 
WIU 为希望提高英语水平的学生提供英语语言课程。西伊利诺伊大

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WESL）学院经过英语语言课程认证委员会认证



 72 

（CEA），学生有机会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学习英语。课程旨在为学生今后

在学术上、社交上，以及文化上取得成功打下夯实的基础。课程包括三

个层次，教学内容涵盖阅读、写作、听力、口语，和语法。完成语言课

程的学生随后即可进入 WIU 的专业课学习。 
学年 
    WIU每学年分为三个学期。秋季学期于八月下旬开学，并且于十二

月中旬结束；春季学期于一月中旬开学，并结束于五月上旬；夏季包括

了五月中旬的短学期，从六月至七月的八周课程，其中前四周课程安排

在六月，后四周课程安排在七月。 
气候 

位于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夏季、秋季，以及

冬季。春季和秋季气候适宜，温度从 50 至 70 华氏度/10 至 21 摄氏度。

中西部地区的夏季趋于潮湿和炎热。冬季每天的温度范围从 30 至 40 华

氏度/-1 至 4 摄氏度，并且很多地区气温甚至低于零度。该地区冬季经常

下雪。为了防寒保暖，学生应该计划携带保暖的衣服和外套。 
二、学位和专业 

对于那些追求卓越的学术、社会及文化体验的学生而言，西伊利诺

伊大学是适合你就读的学校！WIU 已经获得美国中北部院校协会高等教

育委员会的认证。WIU 设有 66 个本科以及 38 个硕士专业以满足学生的

需求。很多专业已获得专业认证（包括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美国工程

与技术鉴定委员会，美国国家音乐学院协会，以及技术管理和工程应用

协会认证等）。 
WIU 于 2016 年 8 月已顺利接收参与《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项目的第一批学生。 
奖学金 （西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承诺奖学金$1000） 
秋季和春季学期 
• 必须是新入学的本科或研究生，非资助的、首次就读于WIU的国际

学生 
• GPA3.5以上（需经国际招生办公室确认；必须保持GPA3.5以续领奖

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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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WIU录取就读学位 
• 全日制学生（本科学生不少于12学时，研究生不少9学时） 
• 秋季学期颁发$1500，春季学期颁发$1500 
• 学生需入住于学校宿舍——如果学生就读于马克姆校区，必须每学

期住在学校宿舍（一些例外情况也可申请） 
• WIU国际承诺奖学金自动授予就读于学校的国际学生 
•  奖学金仅用于WIU学费。接受资助，或是已取得研究生助学金的学

生不具备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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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大学（M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成立于 1855 年，米勒斯维尔大学（ Millersvill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简称Millersville) 是一所能授予博士学位的高等学府。超

过98%的全职教授都有在其领域的博士或其他终极学位。250英亩的美丽

校园离兰卡斯特（Lancaster）市中心仅几分钟远，离巴尔的摩50英里，

费城64英里，华盛顿大约100英里，纽约市160英里。 
Best Colleges网站将米勒斯维尔大学评为全美国最安全的校园之一。

2010年，我校被卡内基基金授予社区参与奖，并且连续4年进入总统高等

教育社区服务荣誉榜。我们也在普林斯顿指南上列出的322所绿色校园中

占有一席之地。在2013年ATMAE 会议上，我校应用工程，安全和科技

系的机器人团队获得第一名。 
二、专业 

米勒斯维尔大学得到了美国Middle State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的认证。教育专业获得NCATE的认证；艺术专业BA in Art, BFA 
in Studio Art, BSE in Art,  and M.Ed. in Art为NASAD所认可；商科的会

计，金融，国际贸易，管理和市场营销专业得到了ACBSP的认证；化学

专业为ACS所认可; 计算机科学专业得到了ABET的认证；应用工程和科

技管理专业为ATMAE所认可；职业安全和环境健康专业得到了ABET认
证；音乐专业被NASM认可；护理专业得到CEN的认证了；呼吸治疗专

业得到CoARC的认证; 社会工作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得到CSWE的认

可。 
三、校园生活 

米勒斯维尔大学的学生有两大优势：大型大学的资源和来自一个富

有爱心的，居住学习社区的支持。你将会发现一个安全和温暖的社区。

在这里，人们见面时很舒适地交换“你好”的问候语，而且很容易交上

亲密的朋友。在米勒斯维尔有超过130个学生社团和俱乐部供你选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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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的演讲和表演者定期到米勒斯维尔大学。每年我们的学生在超过230
个公司和组织机构实习。通过现代化的教室和培训设施，加上安全和方

便的校内住宿选项，米勒斯维尔为学生提供一个难忘的经历。 
5栋新落成的宿舍提供配置家具的套间，有线电视，高速网络和无线

上网，智能洗衣设施以及厨房，同时每个套间里可以独立设置温度。 
学生托福网考 70 分，或者雅思成绩达到 6.0 可以开始专业课的学习。

对于研究生，英语成绩要求为雅思 6.5 或者托福网考 80。针对一学期的

YES 申请学生雅思要求可以为 5.5 分，如果没有托福或雅思成绩，到学

校进行测试，分为 5 级、低 6 级及高级 6 级，5 级及低 6 级可以选 2 门

语言课+2 门专业课，高级 6 级可以修全部专业课 
“米勒斯维尔大学是个很奇妙的地方，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在这里我结交了很多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此外，米勒斯维尔具

有很好的学术资源和就业机会。作为交换生在这里度过一学期后，我决

定成为一名转校生。因为一旦体验过这里的美好生活，就没有人想离开

米勒斯维尔大学了。”——Mingjue (Elena) Shi 来自中国上海 
“作为一个外州学生，我喜欢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地理位置让我很

容易接触东北一些伟大的文化中心– 巴尔的摩，费城，华盛顿，以及纽

约市。对我而言，这的确增加了我学习和教育的经历。”——Alexandra 
来自Medford, 新泽西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米勒斯维尔大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郡。离富有历史和充

满活力的兰卡斯特市仅3.4英里。兰卡斯特是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枢

纽，市内有众多娱乐场所与数十家艺术馆，咖啡馆，餐馆，商店和精品

店。购物中心和奥特莱斯离学校十英里以内距离。学生可乘公共汽车去

购物或者到附近的大都市旅游。也可以乘火车到费城，巴尔的摩，华盛

顿和纽约。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国际机场离学校35英里。 
全年气温一般在摄氏零下5度至零上29.5度之间。 

 
 
 



 76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Sacramento State)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萨克拉门托州大具有首府大学的优势，在黄金加州的政治、文化和

金融中心为学生们提供世界前沿，极具性价比的教育。萨克拉门托州大

是教育，创新和积极参与方面公认的领导者，致力于最大程度的拓展学

生的卓越能力和成功潜力。萨克拉门托州大通过开创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及超过 230,000 名优秀的校友为首都地区提供无与伦比的动力。 
二、专业 

萨克拉门托州大在美国西部大学中在多种族多样性方面排名第七，

并且一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西部地区最顶尖的大学之一。MBA
课程方面，萨克拉门托州大在所有加州州州立大学中排名第二。该校卓

越的师资队伍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学生取得成功，师生比 27:1，课堂容积

平均为 34 名学生。 
很多学生选择萨克拉门托州大是因为他们期望大学的经历是特别而

与众不同的。我校拥有七所学院的顶尖教师，为学生们提供 60 余个本科

专业和 40 余个研究生课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距离加州国会大厦几英里

的生机勃勃的城市绿洲中。 
三、校园生活 

校园坐落在美丽的美国之河河畔、被覆盖在 3500 多颗大树的城市森

林之中，占地面积 300 英亩（121 公顷）。自行车小径顺沿河大道绵延数

英里，将萨克拉门托州大与众多休闲区和老城区紧密连接。萨克拉门托

市区距离旧金山、葡萄酒乡纳帕及索诺马山谷、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硅

谷、太浩湖滑雪场等旅游胜地仅 1-2 小时车程。首府的气候属于地中海

型气候，其特征为潮湿、温和的冬天与干燥、阳光充足的夏天。雨季分

布于十月到四月，极少降雪。 
这里的课余生活也是极其丰富的。萨克拉门托州的学生可以选择在

城市西部历史悠久的艺术画廊徜徉，或者在极具盛名的 Golden 1 中心观

看 NBA 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篮球赛，还可以在美国之河河畔漫步，亦

或在众多具有农场直达餐桌健康美誉的饭店就餐。 
欢迎前来探索四季阳光的加州和加州的首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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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Alabama)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州立大学。建立于

1830 年, 前身是一所师范学院，后建设成一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共有

四个学院：商学院、艺术与自然科学学院、教育与人类科学学院、和护

理学院。四个学院下设 40 多个本科专业和 14 个研究生专业，开设 100
多个不同领域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北阿拉巴马大学是由美国南部大学

与学院联盟(SACS)认证，具有本科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另外，95%以上

的专业都获得了相关行业美国专业认证机构的权威认证。例如：商学院

获得的 AACSB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权
威认证，工业卫生本科学获得的由 ABET(Accreditation Board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下属应用科学认证委员会(ASAC) 的权威认

证，以及烹饪艺术，营养，酒店管理学获得的 NKBA（National Kitchen and 
Bath Association 的权威认证。 

北阿拉巴马大学现有注册学生 7000 余人，包括来自 40 多个国家和

自治地区的国际留学生 300 余人。北阿拉巴马大学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与雄厚的师资力量，使这所大学的学术得到广泛的认可。北阿拉巴马大

学所授予的学位资格完全获得中国教育部承认。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的 2008 版“美国最好的大学”中，北阿拉巴马大学被评为一类大学。

在美国南部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排名中，北阿位于前 56 位。该大学所在的

佛罗伦斯市连续十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评为美国最安全的五个城市之

一。 
北阿拉巴马大学最大的教学特色之一就是小班授课，学生和教授的

比例为 17:1，让每个学生的学业进步和个人发展得到更多的个性化关注。

北阿拉巴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北阿拉巴马大学不仅具有

优秀负责的师资力量，还拥有高水准的先进科学实验室，为学生做科学

研究和社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多个设施完善一流的体育健身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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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游泳池，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足球场以及宽敞明亮的学生宿

舍和学生活动中心都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了跨文化交流

机遇。WI-FI 覆盖整个花园式的校园。 
二、专业介绍及特设奖学金 

北阿拉巴马大学有 100 多个本科专业（方向）和 14 个研究生专业（研

究方向）可供 1+2+1 的学生按个人兴趣选择并提供优厚的 1+2+1 专项奖

学金(详见招生简章)。北阿拉巴马大学还为国际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免

托福免雅思有条件录取。此类学生可以通过校内托福考试及英语补习班

(ESL)来满足国际留学生英语语言要求。本科生：托福网考 61 分，雅思

5.5 分。研究生:托福网考 79 分，雅思 6.0 分；GMAT 450 分或者 GRE 286
分；平均绩点为 2.5 或以上。 

北阿拉巴马大学为学期制：秋季为每年八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春

季为每年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夏季学期为每年六月初至七月底；入学

一年后国际学生可以选择暑期不修课或者修网课。北阿拉巴马大学国际

部为所有合格的 1+2+1 项目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以鼓励学生到北阿原留

学梦。 
三、校园生活 

北阿拉巴马大学鼓励并要求国际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校园内和社区里

的多样化活动，并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展示自己的机会。通

过不同活动的参与帮助学生从多方面了解美国的语言，文化，和常识。

学生也因此得到更多机会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基本素质，独立能力，领导

能力，并有机会获得相关学习领域的实习机会。 
北阿国际部为留学生提供各种周到不间断的服务和支持，帮助学生

迅速顺利融入美国文化及北阿拉巴马大学的校园生活。“迎新月”给学

生提供全方位的入学辅导，让学生了解学校各个职能部门和教学系统，

让他们在需要时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帮助；迎新月的所有校园活动帮

助国际学生迅速融入校园生活，加入不同学生团体，结交美国和其他国

际学生朋友，深度体验北阿的文化和精神。“留学生服务导航员”团队

共 10 名成员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各项服务，策划各种国际文化项目和活

动，为国际学生排忧解难。“友好家庭”服务帮助留学生与当地家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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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感到家庭的温暖，在了解美国文化的同时锻炼

英语和沟通能力，并迅速提升归属感。“语言伙伴”服务为国际学生提

供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的语伴对话时间，帮助国际学生结交美国朋友，

锻炼语言能力，了解当地文化。“国际教育周”“全球文化日”“国际

下午茶”“校友返校节”“社区义工服务”“以说会友”等定期举行的

文化活动给国际学生提供各种给北阿学生教职员当地社区居民展示国家

传统，历史，美食，语言等文化的渠道和分享；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

个国际文化交流和全球友好的学习和社交环境，促进了国际友谊和语言

进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学会了中文问候语，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了

解了国际文化。北阿拉巴马大学为国际学生设立了专门的宿舍区，为假

期不回国的学生开放。每个宿舍大厅都有厨房，冰箱，电视，客厅，因

特网和 wifi；每个宿舍楼都有大学生活动层，配备了台球桌，乒乓球桌

等设施。北阿 24 名校警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全天候的安全保证包括校内

24/7 全校巡查和呼叫应急服务。北阿的就业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招聘会

信息支持，如何编写合格简历辅导，面试技巧等一系列服务以帮助学生

打好未来走向职场的基础。 
迎新月 (International Student Orientation and Welcome Month) 
友好家庭(Friends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语言伙伴(Conversation Partners)  
全球狮子会（Global Lions） 
国际新生向导奖学金（Navigators） 
弗洛伦斯市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庆祝会（1stFridays Downtown） 
短途文化体验之旅 (Short Road Trips) 
社区义工服务(Community Volunteer Services) 
国际教育周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 
全球文化日（Passport to the World） 
校友返校庆祝日（Homecoming） 
学生宿舍 (On-Campus ResidenceHalls)  
国际茶日（Monthly International Tea） 
以说会友（每周三，日）（Friend Speak Sponsored by Local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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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咨询服务（Career Services） 
英语强化补习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北阿拉巴马大学为国际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免托福免雅思有条件录

取。此类学生可以通过北阿英语强化补习班(ESL)来满足国际留学生英语

语言要求。英语强化补习班共分五级五个科目：听，说，读，写，语法。

国际新生入校报道后将在迎新周参加电脑机考和口语听力的面考。详情

请登陆: https://www.una.edu/international/esl/index.html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北阿拉巴马大学地处美国东南部；东部与乔治亚州接壤，西部与密

西西比州接壤，南部与弗罗里达州接壤，北部与田纳西接壤。北阿拉巴

马大学所在的城市是阿拉巴马州佛罗伦萨市。它是一个安全而友好的文

艺复兴城市。人口约十六万人 (包括周边小城)，位于田纳西河北部，气

候常年温和，是田纳西河上最大的城市。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治安良好，

是国际学生就读的理想之地。该城市空气质量和水质的纯净度非常高，

温和的气候让学生们全年都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佛罗伦萨拥有罗伯特 - 
特伦 - 琼斯高尔夫球场（被美国高尔夫杂志评为质量最高，价格最低廉

的公共高尔夫球场之一）、影视名城、海伦凯勒和 W.C.涵迪故居、威尔

逊水坝、阿拉巴马州音乐名人厅；也是多位知名音乐人的诞生地，如：

罗德斯图尔特，滚石音乐，鲍勃·迪伦 (2016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等。

阿拉巴马的景色迷人，吸引不少世界各地喜好大自然的游客，靠近杭特

斯维尔的岗特斯维尔湖国家公园（Lake Guntersville State Park）是钓鱼、

登山、划船及露营的胜地。阿拉巴马州东北角的 De Soto 国家公园是小

河谷国家保护区（Little River Canyon National Preserve）的一部分，而小

河谷国家保护区则是密西西比河以东最大的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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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卡罗来纳大学（WC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 学校简介 
西卡罗来纳大学（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是男女同校的公立大

学。西卡罗莱纳大学成立于 1889 年，是美国教育系统第五历史悠久的教

育机构。该大学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 17 所校区之一。自建校以来，

WCU 一直紧随世界发展潮流，以高质量教学和人才培养为中心，现已

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集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学，

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刊评为南部前 15 所最佳的地方公立大学，

连续多年被评为前 10 所最佳的本科生研究大学，连续多年被评为美国东

部地区的排名第一名的户外探险大学。 
二、 专业 

西卡罗来纳大学是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系统的 17所校区之一，学校有

115个本科专业，60个硕士专业，主要有工学，理学，健康，教育学，人

文科学，商学和艺术学科7个学科门类。包括：国家一流的项目管理与创

业管理专业(Entrepreneurship and Project Management Program)；获国家级

奖的教师教育专业(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北卡州大学系统认证的

典范专业，刑事司法专业(Criminal Justice Program)；全国第一个获得认

证的四年的紧急医疗护理专业(Emergency Medical Care Program)。 
三、 校园生活 

主校区位于 Jackson County 的 Cullowhee。校园包含了 13 住宿楼，

一个提供全面服务的餐饮中心，健康医疗服务，咨询服务，书店，图书

馆，两个室内游泳池，网球场，电影院，慢跑跑道，全面服务的免费健

身房等。校园中心（A.K. Hinds University Center），设有学校邮寄办公

室，电影院，休息室，学生组织联合会，会议室等。中心的旁边就是校

友塔，建于 1989 的百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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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SUNY-POTSDAM）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的64所分校之一，也

是13所艺术和科学学院之一。波茨坦分校是1816年由早期的定居者创办，

当时是圣劳伦斯学院，1867年改名为波茨坦师范学院，1942年，更名为

波茨坦州立师范学院。1948年，正式加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成为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 
二、专业 

波茨坦分校是纽约洲立大学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以教育学，

音乐等传统学科著名。其Crane音乐学院为全美最大和最古老的音乐学院

之一。学校在数学、科学、平面设计和媒体以及商业管理方面的本科阶

段，以及研究生阶段都有不错的发展。学校学费相对低廉，课程质量高，

校园安全，学术气氛浓厚，人文环境优秀。 
学校在最新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中被评为北美地区最好

的大学之一。在2018年美国最好的大学评比中，波茨坦分校都有较高的

排名，并且在排行榜上连续第19年被认可。 
三、校园生活 

学校位于纽约的波茨坦，地处纽约州北部的小社区，靠近加拿大的

边境。学校校园有240英亩，有体育馆，运动场，艺术馆，现代音乐和舞

蹈大厅，计算机中心。 学生近来实习的公司有IBM、雷神公司、迪斯尼、

通用电气公司、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学生近来考入的研究生院校有布

法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毕业生就职的毕业生

就职的公司有谷歌、IBM、惠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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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UMD）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位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是一所地

区性综合大学，而且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一直处于中西部地区性

大学前列。UMD提供大型研究大学和小型文理学院的替代性选择，吸引

着无数寻求重点大学的中型校园的个性化学习体验的学生。 
二、校园生活 

学校共有11018名学生，来自40个州和58个国家，92%的大一新生住

校9个学生宿舍和校园公寓160+个主修及副修科系270+个学生组织，为

你量身定制的学术环境课堂只是扎实的教育的一部分。UMD专注于本科

教育，为你提供在毕业前获得实践性学习体验的最佳机会。这包括每年

为本科生提供的超过40万美金的研究经费，以及实习，外部实习和合作

学习的机会。 
三、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位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市，是一座位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港口，是苏必利尔湖畔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圣路

易斯县的县治。天气属于北温带大陆性气候，由于临近苏必利尔湖经常

有大雪或中雪的天气。对于杜鲁斯市，冬天长达6个月（11月~笠年4月底

或5月初)。最低温度低于零下40摄氏度（°C），当然属偶然情况，冬季

平均为零下10到20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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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F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FSU)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组成机构，也是北卡

州第二古老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于 1867 年由非裔

美国人成立，拥有超过 6,200 名学生，是全美最多元化的院校之一。费

耶特维尔州立大学以其卓越的学位课程安排而著称。作为一所四年制大

学，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实惠的大学之一，学校收取

低廉的学费，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 
二、 专业 

FSU 获得南方学院和学校协会的区域认证。 
商学院获得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全世界排名前 5% 
司法科学专业获得法医科学教育课程认证委员会（FEPAC）认可，

北卡州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地理空间情报证书获得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认证 
计算机科学专业获得美国工程技术评审委员会(ABET)认证 
FSU 拥有在北卡罗来纳州唯一荣获以下认证的专业 
刑事司法专业，理学士：刑事司法科学学院（ACJS;北卡罗来纳州

第一）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 
音乐专业：全国音乐学院协会（NASM） 
护理专业：国家护理委员会（NCSBN）和大学护理教育委员会

（CCNE） 
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 

三、校园生活 
FSU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班级规模为平均每位教师面

对 19 名学生，小班教学，学生因而有机会定期与任课教师互动。FSU
同时为学生提供从事科研和实习的机会。一项美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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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U 是“认真负责的为学生提供良好个人发展机会的教育机构。 
FSU 拥有一流的设施和安全的环境。 FSU 提供大型大学的所有优

势，同时保持亲切友好的校园氛围。宿舍楼现代，设备齐全。是 UNC
系统中犯罪率最低的大学之一。 FSU 为国际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包

括抵达时的机场接机服务，寻找社区寄宿家庭，游览地区景点等。 
• 学术资源 

选课指导。费耶特维尔大学会为学生分配专门的学术指导老师，为

学生提供选课指导、换算学分、规划毕业时间等帮助。 
学术支持。在数学支持中心和写作中心（帮助学生修改论文，如用

辞或格式等）提供辅导服务。还在一些课程中提供补充教学，其中 SI
领导者每周提供三个一小时的学术支持会议。 
• 校园安全 

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FSU）警察和公共安全部门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为学生，教职员工，校友和访客提供执法和安保服务。 
对于晚上上课的学生，他们可以随时联系校内警察并要求护送。 

• 体育项目和设施 
校队近年来在足球，篮球，高尔夫，排球，网球，保龄球和垒球方

面带回了超过 47 个冠军。学校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娱乐活动场地，包括完

善的的健身房，游泳馆设施，重量训练器械，网球场和壁球场。 
＊FSU 学校的学生看球赛是免费的，亦或是享有优惠的价格。 

• 国际学生活动和活动 
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为国际学生安排组织不同的活动，让他们了解

美国文化，并与结交新的美国朋友，拓展人际关系。 
• 地区气候 

费耶特维尔位于潮湿的亚热带气候区，全年温度适中。 冬天也很温

和，冬季只有几天会下雪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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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亨德森州立大学（H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亨德森州立大学（Henderson State University，简称 HSU）位于

美国阿肯色州的阿卡德尔菲亚市。学校成立于 1890 年，是阿肯色州最古

老的大学之一。HSU 专注于本科教学和学生的成长，其商学院拥有

AASCB（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又译

“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 据统计，目前全球仅有不到 5％的商学院能

够通过该会认证。AACSB 的创始成员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

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等。在 2011 年“华盛顿月刊”最强阵容

排名中，亨德森州立大学位列南方高等院校第 27 名，是您未来教育的最

佳选择之一。 
阿肯色州位于美国中南部，是美国最安全的州之一。 阿肯色州的昵

称是“大自然之州”，这一昵称概括了阿肯色州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

阿肯色州拥有 290 万英亩（约 117 万公顷）的森林和 7 处国际公园。该

州气候温和，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了舒适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还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自然。该城市的空气质量和水质的纯

净度也非常高，温和的气候让学生们全年都有机会进行户外活动。 
阿卡德尔菲亚市离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Little Rock）仅 50 分钟车

程，从小石城机场可飞往美国各地，出行非常方便。 
二、专业 

美国亨德森州立大学获得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Learning 
Commission）的认可达 75 年之久。有 40 个本科专业（方向）和 13 个

研究生专业，以及许多其他的教育项目。HSU 致力于通过提供通识教育

(又名“博雅教育”) 来帮助学生更好的应对变化飞快的世界。通识教育

的特点包括个性化、跨学科的课程设置，这样的教育体制能够更好的帮

助学生加强分析能力、创造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小班授课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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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平均人数低于 25 位）和 1:16 的师生比例，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和

老师进行交流学习。 
优惠的学费，较低的生活成本和高质量的教学团队，亨德森州立大

学是美国公立大学中性价比最高的学校之一。 
三、校园生活 

亨德森州立大学内有着多种多样、适合每一个人的校园活动。 
学校有超过 90 个学生俱乐部，这样的由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不仅促

进大家兴趣培养开发、社交，也给了大家锻炼领导和沟通能力的机会。 
校园设施完备，有剧院、音乐厅、天文馆、室内体院馆、游泳馆、

网球场、橄榄球场。学校体育娱乐部定期组织，大家登山露营，学习如

何在野外生存，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活动。 
老师们会响应大家的要求，开发寓教于乐的项目。比如 Walk and 

Talk in English，就是由英语系的教授为想练习口语的同学们组织的，边

散步边聊天的活动。各院系也有按专业特点课外活动，如商学院会组织

学生们参观州内外大型公司（如沃尔玛总部等），实地体验国际化商业

组织运作。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阿卡德尔菲亚市位于美国阿肯色州中部，人口大约有 10714 人。

从阿卡德尔菲亚市去周边的大城市很方便：距州府小石城和著名旅游城

市温泉城仅不到 1 小时的车程；距德州的达拉斯市不到 4 小时车程；距

孟菲斯市 3 小时车程。 
亨德森州立大学国际学生主要购物地点是 24 小时开放的沃尔玛超

市，也可以去很多当地商店。小石城的奥特莱斯也是学生及附近居民的

购物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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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院校联系方式 

1. 美国特洛伊大学（TROY） 

通信地址：600 University Ave, Troy University Hawkins Hall International 
Programs, 006 Room           Troy, AL 36082 USA 

联 系 人：Xiaojuan Li 
电话：001-334-670-5965                    传真：001-334-670-3735 
电子信箱：lixiaojuan@troy.edu               网址：http://www.troy.edu  

2. 美国鲍尔州立大学（BSU） 

通信地址：The Rink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L.A. Pittenger 
Student Center, Room 102, Muncie, IN 47306, USA 

联 系 人： Shane Lanning 
电话：001-765-285-5422             传真：001-765-285-3710 
电子信箱：smlanning @bsu.edu       网址：http://cms.bsu.edu/ 

3.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NAU） 
通信地址：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PO Box 5598, Flagstaff, Arizona, 86011-5598, USA 

联 系 人：Feng Wang  

电话： 001-928-266-6131              

电子信箱：Feng.Wang@nau.edu     网址：http://www.nau.edu 

4.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UNK） 
通信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Kearney, 

Kearney, NE 68849，USA 

联 系 人：GuiJie Zhang              电话：001- 308- 865-8836 

电子信箱：zhangg1@unk.edu           网址：http://www.unk.edu 

5.美国东华盛顿大学（EWU） 
通信地址：103 Hargreaves Hall, Cheney, WA 99004,，USA 

联 系 人：Megan Abbey              电话：001- 509-359-4858 



 89 

电子信箱：mabbey@ewu.edu           网址：http://www.ewu.edu 

6.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CSUSB） 
通信地址：5500 University Parkway，San Bernardino, CA 92407，USA 

联 系 人：Xin Chen                    电话：001-909-537-7537                

电子信箱：Xin.Chen@csusb.edu           网址: http://www.csusb.edu 

7.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UWEC） 

通信地址：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 105 Garfield Avenue • P.O. 

Box 4004 • Eau Claire, WI 54702-4004，USA 

联 系 人：Shu-Chuan Cheng    

电话：001-715-836-4411                 传真: 001-715-836-4948 

电子信箱：chengshu@uwec.edu           网址: http://www.uwec.edu 

8.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MUP） 

通信地址：Mansfield University, Mansfield, PA 16933，USA 

联 系 人：Brad Lint           电话：001-412-956-5899         

电子信箱：blint@mansfield.edu 网址：http:// www.mansfield.edu  

9.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SSU） 
通信地址：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alem State University, 352 

Lafayette Street, Salem, MA 01970，USA   

联 系 人：Yanxia Wang   

电话: 001-978-542-6351                 传真: 001-978-542-7104  

电子信箱：ywang@salemstate.edu        网址: http://www.salemstate.edu 

10.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CSU Fresno） 
通信地址：Joyal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256 5150 North Maple Avenue, M/S 

JA56, Fresno, California 93740-8026，USA 

联 系 人：Jamie Jones 

电话：001-559-278-2782                传真: 001-559-278-7011  

电子信箱：jamiej@csufresno.edu          网址: http://www.csufresn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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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国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UH-Hilo） 

通信地址：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 200W. Kawili St.Hilo. HI 96720-4091 

联 系 人： Todd Shumway      

电话: 001-808-933-8810               传真: 001-808-933-8811 

电子信箱：shumway@hawaii.edu       网址: http://www.uhh.hawaii.edu 

12. 美国卡罗来纳海岸大学（CCU） 

通信地址：Coastal Carolina University P.O. Box 261954 Conway, 

 SC29528-6054 USA 

联 系 人： Darla J. Domke-Damonte 

电话: 001- 843-349-2129                  传真: 001-843-349-2252 

电子信箱：ddamonte@coastal.edu          网址: http://www.coastal.edu 

13.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通信地址: The Sponsored Program Office UNT-International 1511 

W. Mulberry St. Denton, TX 76201，USA 

联系人： Aleka Myre 

电话: 001- 940-565-4477                     传真: 001-940-565-4145 

电子信箱：Aleka.Myre@unt.edu              网址: http://www.unt.edu 

14. 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ESU） 
通信地址：Emporia State University, 1200 Commercial Emporia, Kansas, 

66801，USA 

联 系 人： Brian Powers 

电话：001-620-341-5374                  传真：001-620-341-5318 

电子信箱：bpowers1@emporia.edu         网址：http://www.emporia.edu 

15．美国南卡罗来纳上州大学（USC Upstate）  
通信地址：800 University Way, Spartanburg, SC 29303 

联 系 人：Alex Akulli 

电话:  001- 864-503-5769                 

电子信箱：aakulli@uscupstate.edu       网址: www. uscupstat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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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WIU) 

通信地址：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Horrabin Hall 6 University Circle 

Macomb, IL 61455，USA  

联 系 人：Christie Carmack        电话：001-309-298-1929                     

电子信箱：CA-Carmack@wiu.edu   网址: http://www.wiu.edu  

17.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大学（MU） 
通信地址：Office of Global Education and Partnerships PO. BOX 1002 

Millersville PA. 17551-0302，USA 

联 系 人： Christina M Kinney 

电话：001-717-871-7506                   传真：001-717-871-7956 

电子信箱:Christina.Kinney@millersville.edu   网址：http://millersville.edu 

18.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CSU Sacramento） 

通信地址：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Global Engagement, 6000 J Street, 

Library 1001 Sacramento, CA 95819-6012，USA 

联 系 人： Paul N. Hofmann             电话：001-916-278-4868         

电子信箱：paul.hofmann@csus.edu        网址：http://www.csus.edu 

19. 美国北阿拉巴马大学（UNA） 
通信地址：1 Harrison Plaza，UNA Box 5058，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versity of North Alabama，Florence, AL 35630，USA  

联 系 人： Yali Pan         传真： 001-256-765-5404 

电话：001-256-765-6712  

电子信箱：ypan4@una.edu              网址：https://www.una.edu/ 

20. 美国西卡罗来纳大学（WCU） 

通信地址：Camp 109-J, 69 E. University Way, Cullowhee, NC 28723, USA 

联 系 人：Ling LeBeau 

电话：001-828-227-3433    电子信箱：lglebeau@email.wcu.edu 

网址：http://www.we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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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SUNY-POTSDAM） 
通信地址：107 Crumb Library, 44 Pierrepont Avenue Potsdam, NY 13676   

USA 

联 系 人：Krista M. LaVack 

电话：001-315-267-2507    电子信箱：lavackkm@potsdam.edu 

网址：http://www.potsdam.edu 

22.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卢斯分校（UMD） 

通信地址：138 Kirby Plaza | 1208 Kirby Drive,Duluth, MN 55812, USA 

联 系 人：Karl Markgraf 

电话: 001-218-726-8764     电子信箱：kmarkgra@d.umn.edu 

网址: http://www.d.umn.edu 

23. 美国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FSU） 
通信地址：Fayetteville State University,1200 Murchison Road,Fayetteville, 

NC 28301, USA 

联 系 人：Sharmila Udyavar 

电话:    001-910-672-1111  电子信箱：sudyavar@uncfsu.edu 

网址:    http://www.uncfsu.edu 

24. 美国亨德森州立大学（HSU） 
通信地址：Mooney Hall 311, 1100 Henderson Street, Arkadelphia,  

AR 71999 

联 系 人：Xu Xu 

电话: 001- 870-230-5457  电子邮箱：xux@hsu.edu 

网址：http://www.hsu.edu 

25. 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AASCU） 

通信地址：1307 New York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05-4701, USA 

联 系 人：Sufei Li 

电话: 001-703-689-2429                 传真: 001-571-203-8622 

电子信箱：lis@aascu.org                网址: www.aascu.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