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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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主广场俯瞰 

 

 

 

 



 

第一所“1-2-1项目”美方大学 
 

特洛伊大学是 2001 年参加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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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5 年共有 500 多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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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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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洛伊大学官网 www.troy.edu 
中教国际 1-2-1 项目官网 www.cciee121.com 

 

 

 

1-2-1 学生在特洛伊大学 

 



二、学术规模 
 

美国特洛伊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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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特洛伊大学主校区拥有来自美国不同的州和 80 个不同国家的在校

学生近 8000 人。与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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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远程教学服务。 

 

 

小班教学确保良好的师生互动 

 



三、优势学科 
 

商科：特洛伊大学的商学院属于美国南部最有竞争力的专业之一，尤其是

MBA项目、会计、金融。 

 

新闻学专业：特洛伊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2014年底在“全美最佳新闻传播

学院实力最强”列表中排名第6位。特洛伊大学有自己独立的电视台和新闻

传播机构，给学生的实习和实践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和机会。 

 

音乐专业：特洛伊大学的音乐学院（John M. Long School of Music）在

钢琴、乐队、管乐等专业极具优势，并于2015年2月正式成为all Steinway

大学，也就是说学校里的每一台钢琴都是斯坦威钢琴，这为音乐、钢琴专

业，以致于全校的钢琴和音乐爱好者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高质量的

乐器为学生和教工的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校的钢琴教师杨惠婷博士由

于高超钢琴演奏技术和多年的全世界范围的演出经验，于2015年被正式聘

为“斯坦威艺术家”。因此特洛伊大学的音乐学院无论从师资和硬件方面

都拥有非常强的实力，成为全世界音乐学子实现音乐梦想的绝佳院校。 

 

计算机科学专业：特洛伊大学在1970年重新开设计算机科学专业。如今专

业已经有11位全职教授和超过20位副教授和兼职教授。计算机专业可以授

予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物信息学、图像处理、

计算机网络设计、统计模型，网络安全等。我们的毕业生遍布全美的各政

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事实上，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在2008-2018年，计

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专业的就业机会将增加45%。作为计算机科学专业，我

们也时常检查和完善专业课程设置，让我们的毕业生能更好的适应行业的

需求。 

 

艺术专业：平面设计是艺术专业最适合国际合作的专业，学生上手快，特

洛伊大学的平面设计专业学生在美国就业率很高，毕业生非常优秀，很多

学生都在纽约、亚特兰大等大城市就业和继续学习。 

 



旅游、运动和酒店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是特洛伊大学发展最快的两个专业

之一，设有本科、硕士和博士项目。旅游管理、运动管理和酒店管理都是国

内的热门专业，特洛伊大学的课程和国内非常近似。 

 

公共管理硕士专业：这个专业为广大的中国学生提供了研究生就读和就业

的好机会，班级容量小，教授和学生的交流和辅导方便，课堂互动和讨论

气氛非常热烈，是特洛伊的中国学生强烈推荐的一个专业。该专业通过了

美国公共政策分析与管理学会 (NASPAA) 认证，NASPAA目前已成为全球公

共管理院校联盟,也是国际公共管理教育领域最权威的认证组织，该机构在

全球范围有280多个会员院校,迄今已有160多个院校（占总数的57%）成功

通过认证。 

 

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属于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适合中国英语专业和

英语教育专业各种交换生项目。2015年新设立TESOL（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次专业，为中国英

语教育专业的学生量身打造。 

 

心理学专业：这个专业具有高水准的教授，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属于特洛

伊大学非常吸引中国学生的一个专业。 

 

自然科学各专业：GIS专业、食品安全、生物、化学等专业都有强大的师资

队伍，关心国际学生，跟国内各专业密切相关。 

 

 

更多专业学科，请登录学校官网查看 

www.troy.edu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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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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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榄球主场比赛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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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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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2-1项目类型 
【1】本科生部分 

从参加该计划的中方大学中选拔本科一年级学生，到特洛伊大学学习第

二、三年课程，然后返回中方大学学习第四年课程，学生可在四年内同时

获得中美双方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2】研究生部分 

从参加该计划的中方大学中选拔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到特洛伊大学学

习2至3个学期课程，然后返回中方大学完成毕业论文，学生可在三年内同

时获得中美双方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 

 

【3】短期交流项目 (YES) 

从参加该计划的中方大学中选拔本科或者硕士研究生任一年级学生，到特

洛伊大学学习一年或半年，选择学习跟本专业相同相似的课程，然后返回

中方大学完成剩余的课程，按照中方学校要求获得中方大学本科或研究生

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返回中方大学前与校长合影 



六、主要费用 
   *2017-2018年实际费用可能会有小幅度调整 

 

•  每学年本科生学费：$14,448美元（不包括夏季学期，项目学生GPA达

到2.0可以获得 50%学费减免，实际学费为 $7224美元。） 

 

•  每学年研究生学费：14,292美元（不包括夏季学期） 

 

•  每年住宿费：3,590美元 

 

•  医疗保险费：1,608美元 

 

•  书本费：500美元（估算，不包括夏季学期） 

 

•  注册、杂费、活动餐费（不包括夏季学期）：本科生：约1,000--

1,500美元，研究生约600美元 

 

•  其他的一次性费用（申请费、培训会、两周英语辅导）：本科生、研

究生：550美元 

 

•  英语补习费（一学期）：3,500-3,550美元（达到英语要求后不用再

交） 

 

 

教室及课间休息区 



七、录取条件 

语言成绩（无条件录取） 

本科生 

雅思5.5及以上 或 托福61及以上 

 

研究生 

雅思6.0及以上 或 托福70及以上 

 

注：如英语成绩不达标可被录取为“有条件录取” 

(1)入学时通过特洛伊大学英语测试后可直接参加专业课程学习。 

(2)如果没有通过入学英语测试，则需要参加ESL语言课程学习，ESL课程通过后即可参加专业

课程学习。 

 

在中国举行的1-2-1毕业典礼 



研究生GRE及GMAT(无条件录取) 

一般专业要求 

GRE290/GMAT380 

此外特殊专业要求 

会计: GMAT 500 

MBA: GRE294/GMAT500 

MPA: GRE294/MAT400/GMAT490 

计算机: GRE 286/GMAT380/MAT385 

人力资源: GRE 294/GMAT500 

国际关系: GRE294/MAT396/GMAT490 

体育运动管理: GRE286/GMAT 380 

环境生物科学: GRE290 

 

注：如 GRE/GMAT 没有达到上述要求，可被录取为“有条件录取”。学生必须在专业课开始后

第一个学期内通过 GRE/GMAT 测试（MPA 和 MBA 不适用，GRE/GMAT 通过前不能上专业课） 

 

 

 

 

 

 

 



八、1-2-1项目奖学金政策 

本科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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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每年都有6000至8000美元左右奖学金。 

  本奖学金不适于网课及ESL语言课程的学习。 

 

研究生部分 

学生如满足无条件录取（unconditional）的标准，即: 英语语言（雅

思或托福成绩）+达到各专业对GRE或GMAT的要求，即可享受50%奖学金

（学费减免）。 

本奖学金不适于网课及ESL语言课程的学习。 

  

注1：关于这一条件，特此说明如下： 

•  在未进入研究生专业课期间（语言阶段），学生与该奖学金无关。 

•  除商学院专业和MPA专业，学生可在研究生专业课阶段第一学期结束前考出

GRE/GMAT。 

•  要维持此奖学金，须保持综合GPA达到3.1分或以上，一旦GPA低于3.1分，就丧

失了奖学金资格，无法再重新享受该奖学金。综合GPA成绩包含从中国大学研究

生阶段转到TROY的课程，以及在TROY研究生期间所修课程的综合GPA。  

 

注2：对研究生的GRE/GMAT要求 

•  录取时暂不需要托福/雅思/GRE/GMAT成绩 

•  入学时如果没有合格托福/雅思成绩，需先上ESL课程 

•  如果入学时有合格的托福/雅思成绩，但是没有GRE或GMAT，商学院的学生不能

上研究生专业课，其他专业可以上专业课，但是要求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末之前

考出来。 

•  只有当学生同时具备合格的英语成绩及GRE或GMAT，商学院的学生才可以选研究

生院的专业课。 



九、申请咨询 
特洛伊大学聘请中国雇员担任1-2-1项目校方协调员，为交换生项目提

供全面、周到、高质量的申请及校园服务。 

 

联系人：Ms. Silvia Li（李晓娟） 

Email: chinaintl@troy.edu 
Coordinator of Special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roy University 
 

联系人：Mr. Ruifeng Wang（王瑞锋） 

Email: rwang138922@troy.edu 
Assistant Coordinator of Special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roy University 

 

 

 

 

 



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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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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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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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