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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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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所项目院校
美方：《中美人才培养计划》美方 30 所项目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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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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和申请
美国签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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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费用

项

目

报名费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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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阶

费用（人民币）

段

美国非移民签证
申请费及
SEVIS I-901 费

阶

回国保证金

第
三
阶
段

美方
大学
预交
费用

机票款
其
他

学生在美留学期间
中方大学费用

报名时由中方大学收取，不
退还。

报名时向“中教国际”交纳

2,300 元

50,000 元

获得美方大学录取后，预约
签证前向“中教国际”交纳。
学生回国后由“中教国际”
退还。

$17,500-$41,800
（一学年）
$8,600-$19,000
（一学期）
$19,330-$32,000
（一学年）
$8,600-$21,000
（一学期）

获得美国签证后由学生或
家长直接汇到美方大学，美
方学校会按照实际花销，多
退少补。

段

本科生预收
学费、生活
费和英语补
习费
研究生预收
学费、生活
费和英语补
习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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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备

学生赴美前在北京集中培训时交给航空公司
代理机构。
按各中方大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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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7 年报名程序
第一阶段：报名和准备申请材料
时间： 2016 年11 月15 日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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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二、填写和提交相关表格
1.

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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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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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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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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0 元（一学期项目申请学生交纳 17,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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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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签证面谈时由学生带入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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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初开始存入，半年定期存到 7 月初。学生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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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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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向“中教国际”交纳“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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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由“中教国际”统一代学生交纳 SEVIS I-901 费。
第三阶段：办理签证
时间：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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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出国前准备及集体赴美留学
时间：2017 年 7-8 月
1.

获得美国签证学生向美方大学交纳“预收美方大学学费和生活费”；

2.

未获得美国签证的学生，“中教国际”扣除手续费、签证申请费、SEVIS
I-90 费用 4300 元，退还学生余款；

3.

学生准备赴美行李；

4.

出发前 2-3 日在北京集中参加出国前培训，交纳机票费用，集体赴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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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
美方大学 2017 年招生人数及申请要求
一、本科生
招生

上专业课

人数

英语要求

特洛伊大学

2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鲍尔州立大学

10

79/6.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北亚利桑那大学

30

70/6.0

大学平均成绩 66 分以上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

3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东华盛顿大学

30

71/6.0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左右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

2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左右

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

30

75/6.0

大学平均成绩 65 分以上

宾夕法尼亚曼斯菲尔德大学

20

65/5.5

大学平均成绩 65 分以上

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

25

69/6.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塞勒姆州立大学

1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5

71/6.0

大学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

5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北德克萨斯大学

20

79/6.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20

72/6.0

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中佛罗里达大学

15

80/6.5

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伯米吉州立大学

1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西伊利诺伊大学

20

79/6.5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

20

61/6.0

大学平均成绩 60 分以上

美方大学

对申请学生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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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

15

75/6.0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米勒斯维尔大学

30

70/6.0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5

64/6.0

大学平均成绩 75 分以上

2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10

61/5.5

大学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招生

上专业课

人数

英语要求

特洛伊大学

20

70/6.0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

20

80/6.0

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

25

69/6.5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
分校
北阿拉巴马大学
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
德分校

二、研究生
美方大学

对申请学生成绩要求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上
大学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

79/6.0*
塞勒姆州立大学

*TESOL 6.5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English 6.5

上

10
*MBA 7.0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5

80/6.5

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20

79/6.5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10

79/6.5

校

8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0 分以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75 分以

西伊利诺伊大学

20

73/6.0

米勒斯维尔大学

5

80/6.5

3

80/6.5

10

79/6.0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
分校
北阿拉巴马大学

上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上
研究生第一学期平均成绩 80 分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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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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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
保险/
学年

预交款

1500

1620

17500

6220

5456

1400

28000

9000

6000

1000

2500

30000

8910

9846

3500

1373

2000

22500

7200

16800

11000

4500
/学季

2000

1800

30000

15529

1339

14190

11754

3300/学
季

/

1100

30000

威斯康星
大学
欧克莱尔
分校

16950

3000

13950

7800

5718

3730

1600

28000

宾夕法尼
亚曼斯菲
尔德大学

18664

4000

14664

11603

学费已
含

4000

2710

28500

佐治亚西南
州立大学

19500

11700

7800

9010

2820

1000

878

20100

塞勒姆立
大学

16148

/

16148

12970

3250

800

2511

25000

加州州立
大学弗雷
斯诺分校

17447

1116

16331

10000

5650

6000

1540

32000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
费

食宿
费

特洛伊
大学

14448

7224

7224

7078

3750

23472

3000

20472

10310

22900

4580

18320

11887

2977

东华盛顿
大学

24000

加州州立
大学
圣贝纳迪诺

鲍尔州立
大学
北亚利那
大学
内布拉斯
加州立大
学（卡尼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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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补习 学 杂
/学期 费

美方大学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
费

食宿
费

夏威夷希罗
州立大学

20622

/

20622

825012500

学费
已含

北德克萨
斯大学

20458

/

20458

12070

3327

19640

13214

6426

8355

18083

/

18083

14020

8400

/

8400

9000

西伊利诺
伊大学

9000

1000

8000

9580

4500

纽约市立
大学
约克学院

13440

/

13440

20461

560/
学分

17500

500-250
0

15388

9300

20854

750-100

20854

15800

/

13152

15717

恩波利亚
州立大学
中佛罗里
达大学
伯米吉州
立大学

威斯康星
州
普拉特维
尔大学
米勒斯维
尔大学
加州州立
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
校
北阿拉巴
马大学
加州州立
大学贝克
斯菲尔德
分校

英语补习 学 杂
/学期 费

1221/门
课
4928 /学
期
4200/学
期

3500

医疗
保险/
学年

预交款

900

35000

2896 学杂费
含保险 已含

35500

2800

1200

20000

/

1992

34100

2300

1400

20200

1410

22000

8356

600

35000

5960

100

1500

28300

11706

5000

1650

500

34800

15800

10000

5000

5000

1600

32000

3000

10152

6038

5200

2378

1380

20400

4717

11000

13285

2600

5518

1650

31500

2973

11

二、本科生一学期项目
美方大学
特洛伊
大学
鲍尔州立
大学
北亚利那
大学
内布拉斯
加州立大
学（卡尼
尔）
东华盛顿
大学
宾夕法尼
亚曼斯菲
尔德大学

单位：美元

学费

奖学金

实际学
费

英语补习 学杂
食宿费
/学期 费

医疗保
预交款
险/学年

7224

3167

3167

3539

3750

750

674

8600

11736

1500

10236

5155

6220

2728

700

19000

11450

2290

9160

4500

6000

500

1250

15000

5943

1488

4455

4923

3500

686

春/1189
秋/852

22500

7500

2250

5250

3750

3800

880

625

10000

9332

2000

7332

5802

学费已
含

2000

992

14500

佐治亚西南
州立大学

9750

5850

3900

4506

2820

500

秋 367
春 511

秋
10000
春
10100

塞勒姆州
立大学

8074

/

8074

6485

3250

400

1500

12000

加州州立
大学
弗雷斯诺
分校
夏威夷希罗
州立大学
北德克萨
斯大学
恩波利亚
州立大学
中佛罗里
达大学
12

春季
春季 895 20300
秋季 650 秋季
20100

8723

/

8723

5000

5650

/

10311

/

10311

42756550

学费
已含

1750

10229

/

10229

6035

3327

1448
学杂费已
含保
18000
含
险

9820

6607

3213

4177

9000

7000

9000

1221/门
1400
课
4928/学
/
期

450

17500

600

10000

1000

18000

伯米吉州
立大学
西伊利诺
伊大学
米勒斯维
尔大学
北阿拉巴
马大学
加州州立
大学贝克
斯菲尔德
分校

4200/学
1100
期

4200

/

4200

4500

900

10700

4500

500

4000

4790

4500

1531

705

11100

10427

750100

10427

5853

5000

825

250

17300

6576

1500

5076

3019

5200

1189

690

10200

7858

2358

5500

6642

2600

2759

650

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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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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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收费标准，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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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大学
特洛伊
大学

学费

7146

单位：美元
英语补习 学 杂
/学期 费

奖学

实际学

食宿

医疗保

金

费

费

/

7146

7078

3750

1500

1620

17300

7065

9010

2820

1000

878

18000

险/学年

预交款

佐 治亚 西
南 州立 大

17664

10598

学
塞勒姆州
立大学

8811

/

8811

12970

3250

800

2511

25000

14249

/

14249

10000

5650

/

1540

32000

14961

/

14961

12070

3327

2896

15223

9360

5863

8355

9000

1000

8000

9580

15746

加州州立
大学弗雷
斯诺分校
北德克萨
斯大学
恩波利亚
州立大学
西伊利诺伊
大学
米勒斯维尔
大学

15746

750-10
0

1221/门

学杂费已
含

30000

2800

1200

18000

4500

2973

1410

22000

11706

5000

1650

500

29600

详见备注

10000

5000

5000

1600

32000

8592

6038

5200

2738

1380

18500

课

加州州立
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

14834

详见备
注

校
北阿拉巴
马大学

14

11592

3000

四、研究生一学期项目
美方大学

单位：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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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3

/

3573

3539

3750

750

674

8600

8832

5299

3533

4506

2820

500

4405

/

4405

6485

3250

400

特洛伊
大学
佐治亚西南
州立大学

春 511
秋 367

9100

塞勒姆州
立大学

7124

/

7124

5000

5650

/

7480

/

7480

6035

3327

1448

学杂费已
15000
含

7612

4864

2928

4177

4500

500

4000

4790

7873

4296

斯诺分校
北德克萨
斯大学
恩波利亚
州立大学

12000

春季
春季 895 21000
秋季 650 秋季
20100

加州州立
大学弗雷

1500

1221/
1400

600

10000

4500

1531

705

11100

5853

5000

825

250

14800

3019

5200

1189

690

9300

门课

西伊利诺伊
大学
米勒斯维尔
大学

7507873
100

北阿拉巴马
大学

579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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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国际青年交流生项目美方大学 2017 年招生专业
招生专业
美方大学
本科生
特洛伊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研究生
所有研究生专业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除了建
鲍尔州立大学

筑、景观建筑、音乐、艺术、

/

戏剧、护理专业)
北亚利桑那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卡尼尔）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

东华盛顿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

只限工作室艺术，平面设

/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

计，哲学专业

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

宾夕法尼亚州曼斯菲尔德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

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与 121 项目相同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除护

学校所有研究生

理）

专业（除护理）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所有研究生专业

夏威夷希罗州立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北德克萨斯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塞勒姆州立大学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除了
教育、护理专业）

/
学校所有研究生
专业
学校所有研究生
专业（除教育、护
理）

除 121 项目之外，其他可
中佛罗里达大学

以单独咨询，详见学校简
介

伯米吉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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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所有本科专业（除护
理专业）

/

西伊利诺伊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与 121 项目相同

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

学校所有本科专业

/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

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与 121 项目相同

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

与 121 项目相同

/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

与 121 项目相同

与 121 项目相同

北阿拉巴马大学

与 121 项目相同

与 121 项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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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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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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负责人
主

任：印凯

常务副主任：刘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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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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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穆丽尔·霍华德 Muriel A. Howard

副主席：乔治·麦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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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 8000 美元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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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度最高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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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本科专业（方向）和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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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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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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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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6年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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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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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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传承
始建于1899年，教育底蕴深厚。获得美国顶尖财团“鲍尔”家族资助，
于20世纪20年代改以“鲍尔”命名。秉承“学生为本”的宗旨，百年不变。
综合的学术氛围
超过180个本科专业和100多个硕士及博士学位。学术氛围浓厚。学生
可以跨学科，跨领域，探索自己的兴趣，全面发展。
成功的教学模式
小班化教学，坚持16:1的学生/教师比例。
本科90%以上的课程由教授亲自授课。
独一无二的学术实践项目，“Immersive Learning Programs”，使学生本
科期间有机会参与教授带领的实践项目，毕业前获得大量第一手的实践经
验。
参与社区项目，以及志愿者项目，融入社会，了解美国。
全校2000多万美金基金，投资于学生的创新和创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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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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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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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200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最佳大学综合排行榜第128
位；
被“普林斯顿评论”评为美国最有学术价值的150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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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商学院获得AACSB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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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9年被“普林斯顿回顾“评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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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公布的“高等教育年历”2001至2008年度报告中，鲍尔州
立大学在全美公立研究型大学毕业率提升最快的大学中排名第六；
我校被2014年版“普林斯顿评论指南”精选为全美332所绿色校园之
一，并且成为印第安纳州第一个被列入美国，加拿大最环保校园之一；
连续十年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列为最佳大学本科一年级教育机
构；
我校研究生学科中的商科专业，教育专业和护理专业在全美排名前20
名，并且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最佳远程课程评比中排名全美前30名。

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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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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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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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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会计、营销、计算机、信息传媒、音乐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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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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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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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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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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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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校园生活
多样化的校园生活
良师诤友，400多的学生社团，以及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激发梦想，
丰富课外生活，总有一款适合你。
“国际大使协会”以及“中国学生学者协会”向同学们敞开怀抱，提供各
种服务和难得的融入校园及社会的机会。
贯穿全年的校园活动、画廊、和艺术表演，全年有“百老汇”和美国经
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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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艺术博物馆拥有价值超过4000万美金的馆藏。
各种培养学生领导能力发展的项目活动，以及实践机会。
友好家庭”项目帮国际同学和美国当地家庭结对子，交朋友。“国际风
情节”为同学们提供展示自己文化和了解各国风情的机会。
“校园社区”概念的居住生活条件
“高大上”的学生宿舍和公寓。
121/YEA项目第一年住校，双人间，含伙食计划。
灵活的伙食计划，多样的校园餐厅，选择丰富，提供各国美味。
国际化的宿舍社区，近距离接触美国和各国同学。
宿舍楼设有24小时值守前台、自习室、游戏室、会议室、电视机房、
厨房、洗衣房、24小时浴室、电梯，和多功能厅等设施。
刷卡进入楼层，安全保障。
四、鲍尔州立大学121/YES项目亮点
121/YES项目特设的丰厚奖学金：
高达每人春、秋每学期5000美金的奖学金。
奖学金同样适合夏季学期，计算方式不同，上限5000美金，详情联系
项目负责人。
为培养国际人才，校方大手笔投入，保证每位符合要求的项目参与者
都能从中收益。
美国大学罕见的多层学术辅导体系;
国际中心特设“国际学生学术辅导员”—同学们有了“自己人”，课程认
证，学分转换，学习中的烦恼，以及未来考研的打算，都可以获得及时且
专业的咨询。
校级选课中心设置“学术辅导员和协调员”—认真负责的课程对接和
计划专家确保同学们最大限度获得应有的转换学分，并在第一时间获得自
己在鲍尔州立的学习计划。
29

院系配置“学术辅导”和/或“教授导师”—专业学术导师或任课教授为
同学解答学术问题，帮助学生掌握学习进度，全程陪伴至学生毕业。
121/YES项目专署服务：
项目电子《双周志》
，及时发布校园动向，相关规定，活动信息，以
及资源共享，与同学们时刻保持信息畅通。
项目例会与聚餐，每月举行。负责老师宣讲注意事项并及时和同学们
沟通，解答问题。同学们聚会，增进了解和友谊，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
大家庭的温馨。
丰富独到的参观和实践机会，让“中美人才联合培养计划 ”项目的参
与者走出自己的“中国圈”，融入校园、社区和社会，直观体验美国历史文
化。每学期设计的活动内容都不同，从参观印州首府的博物馆、市政厅、
和最高法院，到与美国知名企业家和校友座谈，或是把世界顶尖企业（比
如苹果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实习计划和现场招聘带入校园，同学们无不从
丰富高端的活动和机会中受益。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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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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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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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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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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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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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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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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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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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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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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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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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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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盛顿大学是第七所参加1+2+1项目的美方大学，从2006年至2016
年共接受了150多名学生，多数毕业生毕业后进入顶尖大学研究所或在各
个领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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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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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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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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每年都有机会参与斯波坎市的诸多活动。
Bloomsday Run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计时跑活动，Hoopfest是全美第三大三
人篮球赛事。其它的还有Lilac Festival，Pig Out in the Par（于8月份最后一
周举办的美食节）以及斯波坎州际交易会和First Night Spokane （新年前
夜在斯波坎市市中心举办的一项年度艺术庆祝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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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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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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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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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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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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尔分校(UWEC)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来尔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Eau Claire，
简称 UWEC）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欧克来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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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来尔分校被美国《普林斯顿评论》
评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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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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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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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8 月被评为“2017 年最佳中西部院校”。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来尔分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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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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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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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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

《美国新闻-世界报道》之“美国最好的大学指南”中，被评为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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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美国

中西部最好的大学之一。
•

在 200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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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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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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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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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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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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尔分校吸引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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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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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分或雅思 6.0。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欧克来尔市拥有约 68,000 人口，在全美最安全的城市当中排名第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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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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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克来尔市气候四季分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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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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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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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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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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托福成绩网考 65 分，或者雅思成绩在 5.5 以上者，可以开始大学
专业课程学习。当语言对国际学生是一个成功的障碍时，学校会提供相关
课程和个别辅导帮助。曼斯菲尔德大学特别为中国学生提供可选择的三个
星期的暑期语言文化班,通过上课和旅游相结合的方式，专门教授学生英语
和美国文化,帮助学生开学后尽快适应学校学习和生活。该语言班成绩计入
正式学分。同时，我们根据学生不同英语背景 安排不同程度的 ESL 课程。
曼斯菲尔德大学为 1+2+1 项目学生每人每年提供 4,000 美元奖学金
（实际交纳学费为 14,849 美元）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课程不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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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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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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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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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GSW)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Georgia Sou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简
称 GSW）位于美国佐治亚州历史古城阿梅里克斯市，成立于 1906 年，是
一所优秀的综合性百年公立老校。学校占地 2428 亩，拥有 18 球洞的高尔
夫球场。学校环境优美，风景秀丽，治安良好。佐治亚全年气候宜人，夏
天的佐治亚温暖湿润，冬天的佐治亚温柔和煦，并且汇聚了顶级的博物馆、
娱乐中心、高端消费场所。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是美国前总统杰米•
卡特及夫人的母校，美国前大法官贝尔先生也是该校知名校友。
学校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 (ACE) Building 可以为学生在学
术方面提供丰富的资源和支持：
The Academic Resource Center (ARC) 提供辅导及学业指导
写作中心可以为学生提供文章修改服务
职业规划服务可以提供写简历建议及与职业相关服务
The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ELI) 提供英语准备课程以及周末组织
活动服务.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OIP)国际办公室为学生提供有关
移民服务，海外学习服务，国际交友服务，友好家庭服务等。
二、专业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有 5 个学院，向学生开放 40 多个专业。学
校与当地和美国企业及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因而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
重大项目和课题。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是罗莎琳•卡特救助机构的所在
地，罗莎琳•卡特救助机构是唯一一个向学生提供优质的磨练学生领导能
力，最终使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的项目。学校所有的课都是由专业全日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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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授课，没有课是由教师助理替代的。76%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学校本
着小班上课的原则，教授与学生的比例是 1:17，使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教
授的悉心指导。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毕业生成功地被一些国家顶级研
究生院所和世界排名靠前的单位录取和雇佣。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商学院经过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AACSB)
认证，商学院的“国际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项目（Student in Free Enterprise,
简称 SIFE）在本地区、全美甚至国际上曾获多项奖项并在全美的商业圈内
备受瞩目，成为仅有的五支在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财经市场计划报
告中脱颖而出的大学队伍。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的科研项目也吸引
着全美许多公司的眼球，学院近期完成了与摩托罗拉公司、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以及全美现金出纳机 NCR 公司的合作项目。学校的健康学院同样
也受专业健康机构以及全美许多医学院的好评。该校还有著名的玻璃吹制
专业，这个专业在全美仅有 70 所大学开设。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是
全美 13 所拥有“Foundations of Excellence in the First Year”项目的州立大学
之一。
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面对 1+2+1 项目学生开放的优势专业：人力资源
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和管理，计算机科学，商学，数学等。
三、校园生活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有 70 多个学生自己创办的组织、国家级体
育队、荣誉项目和各类校园活动。该校吸引了来自 40 个国家的 70 多个国
际学生来此提高自身素质。学校根据国际最新标准建设的新宿舍于 2006
年开始投入使用，并于 2009 年又增添一幢宿舍楼，使学生有一个舒适的
居住环境。除此之外，学校投资 2200 万美元建设的学生活动中心也面向
学生开放，其中包括室内篮球场、健身房、舞蹈房、室内攀岩中心、壁球
馆、学生餐厅以及游戏室。学校临靠一片标准 18 洞高尔夫球场、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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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场，这些设施全部向学生无偿或低价开放。为丰富学生的求学经历，
学校还提供各类戏剧表演机会，喜欢表演的学生不妨去试镜参与一回。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是第十二所参加 1+2+1 项目的美方大学，从
2008 年起共接受了 58 名学生，本科生参加专业课程学习的最低要求是托
福成绩 69 分或雅思（IELTS）成绩 6.5 分。
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佐治亚州历史古城阿梅里克斯市，被人们称为“山顶上闪耀之
城”。阿梅里克斯市位于美国佐治亚州西南部，拥有 33,200 人口。美国佐
治亚州的三座大城市都与其相隔不远。阿梅里克斯市距奥尔巴尼市北部约
45 分钟车程，距哥伦布市和梅肯市也仅有约 1 个半小时车程。这些城市均
有机场，可通往美国其它各地。从阿梅里克到亚特兰大市乘车约需 2 个半
小时，亚特兰大的机场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佐治亚州南部地区冬季气候温和，夏季相对潮湿。年降水峰值在一月
份，约为 130 毫米，但这里降雪则较为稀少。这里夏季比较潮湿，一月份
平均气温为 7℃，四月份平均气温为 18℃，七月份平均气温为 27℃，十月
份平均气温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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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SSU)
及所在城市简介
塞勒姆州立大学座落于麻省的历史名城塞勒姆，距离波士顿市区仅 15
英里。塞勒姆曾是美国与西印度群岛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市
内的皮博迪博埃塞克斯物馆是美国最主要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之一，中国海
外唯一一座现存的清代古民居即收藏于此。作为麻塞诸塞州最大的州立大
学之一，塞勒姆州立大学学费低廉却拥有高质量的教学，开办了 50 多个
研究生项目或执业资格研修项目，以及 32 个本科主修专业和 59 个本科副
修专业。
一、学校简介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Salem State University，简称 SSU）位于美国波
士顿北郊的塞勒姆市，创立于 1854 年。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是一所综合
性公立大学，提供各类本科和硕士学位。大学校园包括宽敞的图书馆、电
脑实验室、体育中心、餐厅、学生休息室和校园活动中心。可以提供 32
个本科专业，可以授予包括文理各科、商科、教育、护理、刑事审判和社
工等学士学位。
塞勒姆位于波士顿以北 27 公里。方便的公共交通使塞勒姆和波士顿
联成一体。大学毗邻大西洋，地处海滩边的一个安全和市郊型的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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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教授出版了许多著作并且获得过多项学术大奖。教授们与世
界各地学者保持着紧密的合作研究关系，尤其是亚洲学者。另外，美国塞
勒姆州立大学的教授都非常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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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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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园生活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每周都有许多课外活动。著名的塞勒姆名家讲座
系列曾邀请到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克林顿及著名橄榄球明星汤姆•布拉迪。艺
术中心主办多种音乐和艺术表演。戏剧学系也举办各种话剧表演。学生宿
舍里有各种活动。新的中校区宿舍楼是公寓式住宿，六名学生合住一个三
居室，共享一厅、二卫、一厨。
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共有从 70 个国家来的 500 名国际学生。国际学
生联合会是校园最活跃的学生组织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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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U
还有学生自己的报纸和电台。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学院管理。还有各种非常
成功、特别受欢迎的体育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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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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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学生的托福考试成绩是 490-499 分，每个学期可以选不超过两门
本科课程。如果学生的托福成绩是 480-489 分，每个学期可以选不超过一
门本科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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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勒姆州立大学也接受雅思成绩。本科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要求是
5.5 分，研究生参加专业课学习的最低要求是 6.0 分*（*TESOL 及英语专
业 6.5 分，MBA 7.0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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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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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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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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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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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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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年，现有
来自 52 个国家的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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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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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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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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夏威夷岛链的最南端、最大的岛屿，坐落于夏威夷州希罗市的美国夏
威夷希罗州立大学是一所经过认证的美方大学，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系统中
是一所充满活力、拥有多元文化的州立大学。
这所现代校园拥有电子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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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总是有机会来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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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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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名，其中国
际学生超过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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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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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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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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能够轻易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实际操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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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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T)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北德克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UNT) 创立于 1890 年,是达
拉斯周边占地最大的综合性公立学校。UNT 是德州第五大高校，美国公
立学校前 30 名之一。在校生有 38000 名, 设有 12 个学院，99 个学士学位，
83 个硕士学位，和 36 个博士学位。 UNT 拥有一些全美和国际上认可的
学科。 北德克萨斯大学被美国南方学院与学校协会(SACS)鉴定合格。连
续 20 年被评为“America's 100 Best College Buys®”之一的学校.《普林斯顿
评论》排名 UNT 为西部学院最好的学校之一。2016 年 UNT 被高等教育
机构的卡耐基分类评(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为第一类研究型大学。
二、专业
北德克萨斯大学拥有优秀的全体教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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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学院自 1961 年连续被美国管理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证。
该院为全美 30 大商学院之一，目前设有五个系，十六个本科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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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tner Inc. 公司评为物
流研究生产力全美第六位。会计专业名列全美前五十名。工程学院被工程
认证委员会（ABET）认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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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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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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理科学院是 UNT 最大的， 专业最广的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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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学院的酒店管理本
科专业是全美首家被酒店管理认证委员会认证的。该专业在全美第六大。
酒店管理学院还设有电子商务和营销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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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间比赛。信息学院的信息科学和语言学
专业很受学生欢迎。
另外，UNT 的音乐系爵士乐专业历史渊源，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爵士
专业。UNT 的研究生辅导咨询专业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排名中为全
美第十三名；环境哲学专业被环境哲学国际协会评为全球最好专业。UNT
拥有德州最好的公共管理研究生专业（尤其是城市管理/都市政策）。该专
业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排名为全美第八名。自 2000 年以来 UNT 语
言学校一直通过英语语言课程认证委员会的鉴定， 最近已经收获
2015-2025 的十年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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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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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顿距离达拉斯—沃斯堡大都会区
仅 30 分钟路程.DFW 国际机场于 2014 六月开设直飞香港和上海航班，2015
春季开通去北京直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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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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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分,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需要参加英语补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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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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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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列前十，被
誉为性价比最高的大学、提供个体学术关注的大学和提供优质的职业咨询
的大学。恩波利亚州立大学是一所被中国教育部全面认证的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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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4 名
在校学生，分别来自美国本土和 55 个国家及地区，其中国际学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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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共提供 185 个本科和硕士学
位项目，以及 1 个图书馆信息管理的博士学位。我校十分注重小班教学，
我们的师生比例为 1：18；本科课堂的学生平均人数为 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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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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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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咨询师和学校心理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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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心理学。
英语强化课程针对已被录取但还未能满足上专业课要求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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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波利亚州立大学英语强化项目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培训三个层次；学
生可以根据语言考试的成绩选择注册全部、部分语言课或部分初级语言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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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音乐专业的同学，可以边修专业课程边上英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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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供了语言加强中心为预录取但是在课程正式开始前需要加强语
言训练的国际学生提供预备服务。并且我们也为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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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供大家选择。校园内宿舍的生活十分丰富多彩，每个星期都有学生楼层
助理带领着大家参与各类校园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快速融入美国
学生的文化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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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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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学生铺好了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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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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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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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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银行及其他为学生生活提供方便的服务。恩波利亚市
是一个大学城，社区的居民十分友善，来这里的留学生都能享受到与当地
美国居民一起的各种社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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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都喜欢到芝加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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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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CF)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成立于 1963 年，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是
美国第二大公立大学。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包括 13 个学院，开设 175 个
学士和硕士学位、31 个博士学位项目，来自美国 50 个州，157 个国家的
64000 多名学生在校学习。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在 2011 年被卡耐基基金会
评级为“最高水平的社区服务和研究活动”的 40 所大学之一。美国中佛罗
里达大学获得的其他荣誉包括：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2015 年最好大学排名中，美国中佛罗里达
大学被列为“后起之秀“大学第三名；



被《今日美国》和《普林斯顿评论》评为 50 所最具有价值的公
立院校之一；在 2014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被评为前 300 名和
获得整体研究产出和教师奖的美国院校前 109 所；



在 2013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学术排名中工程、教
育、语言病理学、公共管理、犯罪学、医疗、护理、物理治疗,
和计算机科学都在各自的专业中被评为前 100 名。

二、专业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提供 216 个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通过广泛应
用教学科技以及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参加实习学习经验增强所提供专业的强
硬度。中佛罗里达大学对教学质量要求严禁，通过一些常规的评定来维持
高质量教学。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已经获得美国南部学校与学院协会高等
教育委员会的认证，
工程学获得 ABET 认证，
工商管理获得了 AACSB 认证。
学生必须满足所学专业的所有要求才能获得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学
位。2017-2018 学年，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向 121 学生开设化学、酒店管
理、数学、物理学和统计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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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分为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和夏季小学期，秋季学
期一般在 8 月份开学，12 月份结束；春季学期一般在 1 月初开始，5 月初
结束。夏季小学期上课时间一般为 6-12 周，一般是 5 月开始，8 月初结束。
三、校园生活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有 350 个俱乐部和团体机构向学生开放。一年
中学校举办多次音乐会、演讲和运动会。健身中心也会多次给学生提供
健身的机会。另外，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主校区建设了书店、餐厅、医
务室以及其他的设施。学校还通过多种服务帮助和支持学生学习，例如：
图书馆、同龄人辅导、和写作中心。其他设施服务同样丰富了学生的在
校生活，其中包括：学校健康中心、健身房和游泳池，以及其他运动设
施。图书馆坐落于学校主校区，拥有 18 亿本图书，学校内设有电脑房并
在校园内遍布无限网络。学校主校区同样还建有健康服务中心，可以向
学生提供基本的治疗药物。住校生可以有效促进学习支持服务，这是住
校生和非住校生的区别。
五、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学校紧邻受世界关注
的迪斯尼乐园、环球影城、海洋世界和大西洋海岸。
六、学校对于 YES 一学期或一学年项目的说明：
1.

学生可以分春季（1-5 月）和秋季（8-12 月）入学。

2.

如果托福/雅思达到 80/6.5，可以直接进入专业课学习。

3. 如果英语没有达到以上标准，入学后进行英语分级测试，分为 0-4 级，0-2
级上全部英语语言课，3-4 级可选 1-2 门专业课。
4. 英语语言达到 3-4 级学生可以选择的专业课程列表（免前置课程）
A. Communication Foundations 沟通基础类：英语写作，演讲，沟
通技巧
B. Historical & Cultural Foundations 历史文化艺术类：西方文明，
世界文明，哲学、艺术（西方艺术史、音乐、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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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数学类：代数，几何，微积分，离散
数学，数学史，计算机基础，商业计算机，数据统计基础，统
计学原理
D. Social Foundations 社会学基础类：历史，经济学，美国政治，
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
E. Science Foundations 理科基础类：天文学，化学，物理学，生物
学，环境科学，地质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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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伯米吉州立大学（Bemidji）
及所在城市介绍
一、州立大学与排名
美国明尼苏达州共有 7 所公立大学，它们共同组成了明州大学系统，
由同一个校董事会统一管理，如同一所大学的 7 所分校。各校的教育教学
侧重点不同，有的侧重本科教育，有的侧重研究生教育，而学生们可以在
这个州立大学系统内任意转学。建于 1919 年的“伯米吉州立大学(BSU)”是
这 7 所分校之一，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育为辅。
美国专业媒体将各分校分别排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2
年美国大学排名”，伯米吉州立大学在“中西部地区”所有高校中排名第 92
位，在公立大学中排名第 35 位。至当年，伯米吉州立大学已连续三年排
在前一百名。
二、校园环境
明尼苏达州北部的伯米吉市是北美最长河流密西西比河的发源地，被
称为“密西西比第一城”，距离明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 4 小时车程。伯米
吉州立大学就坐落在伯米吉湖畔，占地面积 89 英亩，周边有 240 英亩森
林，林木茂密，郁郁葱葱，优美、幽静、安全，是安心学习的理想之地。
校园内有 27 座教学楼、6 座学生宿舍楼，还设有套房和家长公寓。校
内所有建筑物都用地下通道相连接，不必露天行走，所以，即使在最寒冷
的冬天，很多学生们也身着短衣短裤。
三、专业与课程
全校开设 65 个本科专业和 14 个研究生专业；
学生人数最多的本科专业类别：科学、技术、商务、教育、刑法和心
理；
在其它大学很少有的专业：海洋生物、文学创作与电子写作、印
第安研究、市场营销沟通、会展设计、模具制作、户外运动规划等；
共 14 个研究生专业，包括：科学硕士、文学硕士、教育学硕士、特
殊教育学硕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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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米吉州立大学的会展设计专业和工业模具专业闻名全美，尤其是会
展设计，全美排名第二；
伯米吉州立大学是全美开设“美术写作”本科专业的唯一几所高校之
一；
报考 CPA 的财会专业毕业生，通过率高于全州；
学校为本科低年级学生开设的“荣誉课程项目”，可替代低年级的部分
通识教育课程，但学术难度很高，所以，攻读这些高难度课程的学生可以
享受校内专用宿舍的特殊待遇。
四、学生与教师
在明尼苏达州，学习成绩排名前 25% 的高中毕业生都报考伯米吉州
立大学；
伯米吉州立大学在校本科生 5,000 名，研究生 300 名；
65% 的本科班级学生人数不超过 20 人；只有 4% 的本科班级人数在
50 人以上；
全校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 20 : 1；
学校的教师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普渡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德州农工
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著名高校，并全部取得所教专业的最高学位；
教师的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医学、儿童发育、文学创作、网上学习、
数字扫盲与计算机辅助交流、中东地区的商务环境、互联网商务应用、家
庭暴力与性侵犯者治疗、妇女与刑法、妇女就业、压抑与应激、明尼苏达
州环境与经济问题、印第安文化等。
五、体育运动及设施
位于学生宿舍旁边的体育运动中心有各种体育设施，包括：6 个篮球
场、8 个室外和 4 个室内网球场、3 个垒球场、4 个室内排球场、2 个沙滩
排球场、室内 200 米跑道、6 泳道游泳池、最新式的攀岩墙和翻修一新的
橄榄球场。
伯米吉湖边的户外运动中心闻名全美，备有独木舟、帆板、舢板、山
地自行车以及各种野营设备，学生在周末和假期都可以优惠租用。中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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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有关的培训和教育项目。
学生当中最普及的体育项目是：男子和女子曲棍球、篮球、高尔夫、
足球、男子网球、男子排球、男子越野赛和女子垒球。校男子曲棍球队曾
13 次取得全美大学生赛冠军、22 次联盟冠军；有的学生曾被《美国田径》
杂志评选为年度田径运动员，并有一大批学生获得大学生最高体育荣誉
奖。
全校有近百个学生俱乐部，可以满足学生们音乐、舞蹈、戏剧和烹饪
等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
六、入学英语标准
近些年，美国的大学也大都接受“雅思”考试成绩，但与“托福”相比较，
“雅思”成绩的要求一般都显略高。BSU 对英语入学成绩的要求也是同样：
伯米吉州立大学本科入学英语要求：“雅思”5.5 分，或“托福”网考 61
分；
研究生“雅思”6.5 分，或“托福”71 分，部分专业不要求 GRE 或 GMAT。
与其它州立大学相比，“托福”成绩要求低了 10 分左右，这对国外考生
和转学生来说，是非常低的门槛。
伯米吉州立大学副校长 Tadlock 博士说：“之所以降低学费和英语要
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吸引国际学生，促进学校的国际化发展。目前，
我们全校只有 200 余名国际学生，而来自中国的学生不到 20 名，与美国
其它州立大学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增加以留
学和交换生等多种形式来校学习的国际学生。但是，降低入学标准并不是
降低学术标准，国际学生入学后，学校对他们的要求和对本州学生一样，
宽进严出，确保高标准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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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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于 1899 年，学校坐落在位于美国中西部心脏地
区的伊利诺伊州马克姆市。并且距离美国最令人兴奋的文化中心芝加哥市
仅需几个小时的车程！校内天空开阔，空气清新，是一所通过完全资格认
证的住宿式大学。WIU 还在伊利诺伊州阔德城/莫林市设有非住宿的分校。
西伊利诺伊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其课程特点是基于跨学
科、地域，以及全球视角的创新的教学、科研及服务。WIU以其优质的教
学质量，众多的优势学科，全方位的校园服务，以及可负担的学费，每年
吸引500多名来自63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前来就读。友好、乐于助人的学校
工作人员，协助学生顺利适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在每学期开始前将举办
为期一周的迎接新生活动，迎新周涵盖了若干主题，如银行储蓄、健康保
险、安全保障、文化关注，以及学业支持。学校还将持续为在校学生提供
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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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诺伊州的中西部气候四季分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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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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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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会对于授予大学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的认证。
WIU设有65个本科专业，38个硕士专业，2个博士专业，专业先修课
程，以及证书项目课程，以供10000名学生选择。其中很多专业已获得专
业认证，包括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认证，
以及技术管理和工程应用协会认证。
WIU为顺利接收参与《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项目的第一批学生
而感到自豪！
奖学金 （西伊利诺伊大学国际承诺奖学金$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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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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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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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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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于校园内的西伊利诺伊大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WESL）学院，提
供经过认证的、具有超过三十五年历史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WESL
学院获得英语语言课程认证委员会认证，并且这也是在伊利诺伊州仅有的
七个获得认证的课程之一。学生有机会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学习英语，也就
是对每一个学生进行特别的个人关注，让学生在友好的氛围内轻松学习。
大多数课程毕业生继续在美国攻读学位。参加短期课程的学生回国后会具
备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并对美国文化有着更多的了解。如需了解更多详情，
请参见http://www.wiu.edu/international_studies/w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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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服务办公室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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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服
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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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学期开始前一周将举办国际学生迎新活动。
迎新周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将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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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税务的各类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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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该项目了解美国文化，并与社区居民见面互
动。另外，每个学生还将收到一份国际学生指南。
学生可借助各种活动的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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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参观地
点包括芝加哥和斯普林菲尔德。500多名来自63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选择就
读于WIU的原因，不仅限于大学一流的服务支持，安全的居住环境，全年
宿舍，免费公交系统，免费辅导，以及对学生学业成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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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York, CUNY）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York College, CUNY (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坐落于纽约市皇后区中
心位置，是11所4年制纽约市立大学之一。英国《The Economist》杂志曾
把CUNY介绍为帮助外国留学生实现美国梦的地方。由于学费低，地理位
置优越，而广受外国学生喜爱。
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建立于1966年。现今，约克学院拥有8000多名
在读本科生，40个专业供学生选择包括航空管理、会计、生物、工商管理、
化学、信息交流、电脑科学、舞台艺术、音乐、医学预科、心理学、考古
学、艺术历史、女性研究和教育学等等。無與倫比的紐約市提供了學生無
可限量的資源及卓越的國際觀除此之外校园還设有两个重要机构:美国食
品药物管理局(FDA)美东实验中心及纽约市立大学航空中心，这两个机构
使约克学院的应用化学，药学及航空管理為紐約成為紐約市立大學體系的
重鎮，除了每年有本科毕业生直攻常春藤名校医科及化学博士之外，航空
管理学生也在各大国际航空公司任职。约克学院的学生除来自纽约之外也
来自全世界各地，代表了120种国家以及84种语言。学校运动馆拥有奥林
匹克规模的游泳场、田径场、体育馆，以及一流的健身器材。约克学院也
拥有一流的科学实验室、微型电脑实验室、150人座位的剧院，以及1500
座位的学校大礼堂。
约克学院商学院是约克学院旗下学生数量最多，研究设施最完善，教
师力量最雄厚的学院之一，约克学院商学院教授同时拥深厚的学术背景以
及丰富的商科实践经验。商学院的国际生比例是15%。毕业的学生很多会
选择继续在其他院校继续深造。在选择工作的学生中，毕业3个月内的就
业率达到95%，去向的公司除各大企業之外 还有纽约地铁管理局、纽约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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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航空港口管理局、金融会计机构和其它企业。
二、校园生活
1. 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坐落于全球最繁华的纽约市，学生可以在生
活，学习，实习，及未来的工作上享受国际一流大都市所带来的各种机遇
和便利。
2. 1+2+1的模式，大大减少了学生获得一个美国本科学位的经济成本。
在国内的课程对于没有留学背景的学生起到一个衔接和缓冲的作用。
减少出国以后的语言和文化上可能遇到的困难。
3. 1+2+1中美两方专业的顾问老师全程跟踪和指导；在成绩达标的情
况下，确保学生顺利赴美求学以及签证通过。
4. 约克学院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院校在未来在学生培养、教师交流、
学术研究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合作，共同培训更多国内外优秀人才，
提高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77

美国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UW-Platteville）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学校简介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UW-Platteville)欢迎学生们来到普拉特
维尔市。这是一个位于威斯康星州西南角非常友善的社区。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是一所综合性4年制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现有大学生8900
多人。他们来自于威斯康星州、 全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包括从19
个国家来读学位的国际学生和来自12个国家的交换生和访问学者。威斯康
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校园四通八达，并且市内几乎所有服务设施都在步行
距离之内。美丽的校园里有教学与学生服务大楼、活动与参与中心、学生
公寓、餐厅和许多绿化区域，包括一座市郊公园，教学农场，和飞盘高尔
夫球场。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被认为是美国最安全的校园之一。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也是孔子学院的所在地。该学院是全球
1,1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所组成的国际网络的一员。它们致力于提高及
加强国际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在全球415所孔子学院中, 美国有100
所。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的孔子学院是威斯康星州唯一的孔子学院
也是你远离家外后的家。孔院及其教职员欢迎中国学生及访问学者拜访，
参与传统节庆活动。
由大学教师授课的小班教学包含了实践演示、 本科生科学研究、和
真实环境体验， 帮助学生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
大学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享有主导地位而著称，并且在微系统与纳
米技术，法医调查与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有突破性研究。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给学生提供学费减免、奖学金、校园工作
机会、和免费课本租赁系统，是威斯康星州最实惠的院校之一。在2014年
PayScale所做的威斯康星州最佳大学年度教育投资回报评比中，威斯康星
州-普拉特维尔大学荣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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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最新公布的排名中，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评选为美国中西部地区 “最佳公立院校”（Top Public
School） 第 24 位 ， 美 国 “ 最 佳 本 科 工 程 类 专 业 ” （ Best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Programs)第47位。
二、专业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最初是一所以教育和采矿业为基础的大
学。但时至今日，我们已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我们提供的专业比过去要
多很多。这些专业具有多样性和专业性并且体现了我们致力于培养学生在
21世纪创造一番事业的努力。在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所有课程都
是由大学教师而不是助教来授课。我们的教职员工致力于学生课堂内外的
参与度。通过合作项目、本科生科研、创造活动、海外留学机会、和真实
环境体验，鼓励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
学努力帮助每一名学生获得成功。大学给学生们提供一系列的课程，比如：
咨询与职业探索服务办公室。在这里那些正在尝试不同专业的学生可以获
得在选课上的帮助，以满足他们在还没确定某个专业时所修读的课程能满
足通识教育的要求，避免影响毕业。
三、校园生活
生活在校园就是在你家门前打开了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居住在校园
的学生可以免费使用校园深夜安全护送服务，所有学生公寓都有电子门禁
并安排学生与专业雇员值班，国际学生社区大使项目将国际学生与当地家
庭组合配对，共同庆祝节日、参加文化活动，从而建立国际友谊，学生免
费乘坐市区校园巴士学生也可选择校外住宿，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
社区和周边，有各种住房可供选择。租房资源办公室可为学生的校外住宿
需求提供帮助，并努力促进大学、学生、房东、社区居民和普拉特维尔市
之间的积极关系和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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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西南。这里与爱荷
华州，依利诺州相接，所以跨州旅行非常方便。普拉特维尔市是个有着悠
久历史的大学城，居民非常友善，生活安全、舒适，周围环境也很漂亮。
在2013年，普拉特维尔还进入全美城市奖的主要竞争者之一。
校园和市区的距离很近, 基本上步行15分钟就可以抵达市中心，也可
以骑自行车, 还有对学生免费的校园与城区之间的穿梭巴士，去远点的地
方可以打车 或搭朋友的车。
如果想去在周末去体验大城市的生活或旅游, 学生可以去位于爱荷华
州的迪比克市(在密西西比河边，20分钟车程)，或是迈迪迅市，威斯康星
州首府(1.25小时)，或是米尔瓦基市，威州最大的城市(3小时)，著名的哈
雷摩托车总部就是在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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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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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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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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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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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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国 加 州 州 立 大 学 萨 克 拉 门 托 分 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简称Sacramento State萨克拉门托州大) 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系统23所分校之一并拥有全系统第六大校园。该校是一所优秀的、收费合
理的综合性大学，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距离加州州政府仅几公里
之遥，被骄傲地称为“加州首府大学”，每年均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评为西部最佳大学之一。萨克拉门托州大现有31000名在校学生，学生主
体集聚多元化。加州位居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使萨克拉门托州大的学生享
有更广泛的研究及实习机会。
提供优质教学是萨克拉门托州大的首要任务。该校卓越的师资队伍致
力于帮助每一位学生取得成功，平均每27个学生就配备有一名教授，课堂
容积平均为34名学生。萨克拉门托州大的宝贵遗产是其引以为豪的杰出校
友队伍，他们是该地区政界、商界、法律界、体育界及演艺界的优秀领导
人及高精尖劳动力的核心组成成分。
萨克拉门托州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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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实验室、办
公室等各项设施齐全。自行车小径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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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专业
萨克拉门托州大提供全面优质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设有文学院、商
学院、教育学院、工程与计算机学院、健康与护理学院、自然科学与数学
学院、社会科学与交叉科学学院以及继续教育学院，每年颁发60种本科学
位及40种研究生学位，并与太平洋大学联合颁发法律博士学位。教育学院
近年新开设教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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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萨克拉门托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美国之河流域上的城市，
加州州政府和萨克拉门托市政府皆位于此，列于加州人口第五大城市，拥
有超过200万的城市人口，被列为加州第二大内陆城市。
萨克拉门托原本是由瑞士移民建立的城堡，1848年各地的淘金者大量
涌入加州，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淘金狂潮，萨克拉门托也就从一个小城镇
很快变成重要的经济交通枢纽，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终点站就建在
此处。在淘金热的带动下，萨克拉门托的商业和农业发展惊人，火车、马
车、船只来往不歇，各种货物以及人员在此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一派繁
忙景象，萨克拉门托城也随之建立，成为加州最早的自治城市。1854年加
州议会以及州政府搬迁到萨克拉门托后成为加州首府。
目前，城市主要工业以高科技制造业、教育、电脑及农业、畜牧业为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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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尽享
各式加州城市生活：艺术画廊、博物馆、剧院，各式餐馆及大型购物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萨克拉门托国王队，是国家篮球协会的主要球队，自1948
年加入NBA，在1951年夺得该年度NBA的总冠军。主场为ARCO球场，位
于市区北部。萨克拉门托也是加州最可负担得起的大城市之一。
萨克拉门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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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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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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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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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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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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生奖学金：$1000 美元/ 学期; 平均绩点要求: GPA 2.0
本科生奖学金：$5500美元/学年; 平均绩点要求: GPA 2.0
研究生奖学金：$4000美元/学年; 平均绩点要求: GP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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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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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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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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伙伴(Conversation Partners)
全球狮子会（Global Lions）
领导力奖学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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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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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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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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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
及所在城市简介
一、 学校简介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是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骄傲成
员之一。我们致力于学生的成功，为此我们招聘全球顶尖学者教授，并进
一步了解每一位学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辅导与支持。学校建立于1965
年，目前约有9000名学生和超过50个本科和研究生项目。学校采取小班教
学，以便增强教授与学生的互动，同时多样化的学习科目和全新的学校设
施以及可负担的学费，都是学校的特色。加州州立大学贝斯菲尔德分校曾
获得以下荣誉：
商学院受到AACSB(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的认证并且被其评为全球
顶尖5%的最优秀商学院。
工程专业学生毕业找工作在加州排名第2位,全美排名第19位。
石油地理专业在美国西部大学中排名第1位；并是加州唯一可颁发石
油地理学位证书的大学。
《华盛顿月报》西部最佳学校排名第8位。
《经济学人杂志》评全美最具经济价值教育学府第10位。
《时代周刊》评选全美最具经济价值及毕业率最高大学位列19。
近期获得卡耐基基金会最佳社区融入大学奖—全美只有不到10%的大
学荣获该奖。
二、校园生活
学校拥有全新打造价值410万美元的校内公寓和500个床位的学生宿
舍大楼。宿舍包括单人、双人、三人间以及学生自习室、休息室、洗衣房、
厨房等，以满足学生们的各种需求。学校还拥有超过90个学生俱乐部和学
生组织。包括学生会，学生附属公司，体育俱乐部，美国大学生体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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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篮球，棒球，足球等多项体育活动，以及11个兄弟会和姊妹会。
三、学校所在城市简介
贝克斯菲尔德是所美丽精致的大学城；位于美国第51大城市/加州第9
大城市，包含所有的主要娱乐生活设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驱车来往于
洛杉矶,旧金山大都会区,或是圣地亚哥等重要大都会城市非常方便。风景
美丽，气候宜人，周围环绕着海滩，山脉，湖泊和滑雪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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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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roy University, Troy, AL, 36082, USA
联 系 人： Li, Xia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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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 State University, Muncie, Indiana 47306, USA
联 系 人： Lin, Lin
电话：001-765-285-5422
传真：001-765-285-3710
电子信箱：linl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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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Daniel Palm
电话： 001-928-523-2461
传真： 001-928-523-9489
电子信箱：Daniel.Pal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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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Michael Stopford
电话：001-308-865-8151
电子信箱：stopfordmj@unk.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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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1-308- 865-8160
网址：http://www.unk.edu

5.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EWU）
通 信 地 址 ：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fice of Global Initiatives,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Cheney, WA
99004-2443
联 系 人： Koda Hendrickson
电话：001-509-359-2356
传真: 001-509-359-7869
电子信箱：khendrickso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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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Xiang (Samantha) Liu
电话：001-909-537-7537
传真：001-909-537-7003
电子信箱：XL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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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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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Brad Lint
电话：001-412-956-5899
电子信箱：blint@mansfield.edu
网址：http:// www.mansfiel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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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GSW）
通信地址：Office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101 Academic Center for Excellence
Georgia South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Americus, Georgia 31709
联 系 人： Sarah Speir
电话：001-229-931-4627
传真：001-229-924-2786
电子信箱：Sarah.Speir@gsw.edu
网址：http://www.gsw.edu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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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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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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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Kunyi Cheng
电话：001-559-278-5379
传真: 001-559-278-7011
电子信箱：kcheng@csufresno.edu
网址: http://www.csufresno.edu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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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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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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Cathy Hu
电话: 001- 940-565-4477
传真: 001-940-565-4145
电子信箱：Cathy.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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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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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伯米吉州立大学（Bemidji）
通信地址：103 Deputy Hall 1500 Birchmont Drive NE #13
Bemidji, MN 56601-2699 USA
联 系 人： Cherish Hagen-Swanson
电话: 001-218.755.4096
传真: 001-218.755.2074
电子信箱：chagenswanson@bemidjistate.edu
网址: www.bemidjistate.org
16. 美国伯米吉州立大学（Bemidji）
通信地址：103 Deputy Hall 1500 Birchmont Drive NE #13
Bemidji, MN 56601-2699 USA
联 系 人： Cherish Hagen-Swanson
电话: 001-218.755.4096
传真: 001-218.755.2074
电子信箱：chagenswanson@bemidjistate.edu
网址: www.bemidjist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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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WIU)
通信地址：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Horrabin Hall 6 1 University Circle
Macomb, IL 6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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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约克学院（York, CUNY）
通信地址：York College,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94-20 Guy. R. Brewer Blvd. Jamaica, NY 11451
联 系 人： Grace-Ann Prescod
电话: 001-718-262-2513
电子信箱：gprescod@york.cuny.edu
网址: http://www.york.cuny.edu/

19. 美国威斯康星州-普拉特维尔大学（UW-Platteville）
通信地址：University of Wisconsin-Platteville
1 University Plaza, Platteville, Wisconsin 53818-3099
联 系 人：May Reeder
电话：001-608-342-6014
传真：001-608-342-1005
电子信箱：reedery@uwplatt.edu
网址：http://www.uwplatt.ed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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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 Christina M Camp
电话：001-717-871-7506
电子信箱：christina.camp@millersvill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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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01-717-871-7956
网址：http://millersville.edu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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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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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Hua (Echo)
传真： 001-256-765-5404
电话：001-256 765-6712
电子信箱：hyang@una.edu
网址：https://www.una.edu/

23.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贝克斯菲尔德分校（CSUB）
通信地址：9001 Stockdale Highway, Bakersfield, CA 93311
联 系 人：Yuri Sakamaki
电话：001-661-654-6195
网址：http://www.csub.edu

电子信箱：ysakamaki@csub.edu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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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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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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