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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私⽴学校最佳校友关系⽹           
Best Private School 
Alumni Networks 
TCU因紧密的校友关系⽹、⼴阔
的校友⼈脉，被《普林斯顿评
论》评为全美私⽴⼤学中的第五
名。 

#1 全球最佳MBA教授资质
MBA Faculty Quality 
我们MBA项⽬的教授资质被英
国的《经济学⼈》评为全球第
⼀。                                      

#2 最佳宿舍                        
Best College Dorms  
#7 最佳⼤学图书馆           
Best College Library 

#13 最美校园                       
Most Beautiful Campus
《普林斯顿评论》将TCU评为全
美最佳宿舍第2名、最佳图书馆
第7名、最美校园第13名。 

超过 80000 份⼯作机会 
Over 80k jobs and 
internships 
TCU的职业服务中⼼为学⽣提供
超过8万份⼯作和实习机会。                                        

得克萨斯克⾥斯汀⼤学 
TCU -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学校简介 
得克萨斯克⾥斯汀⼤学（简称TCU）始建于1873年，是⼀所私⽴研究
型综合⼤学，位于美国第四⼤都会区达拉斯-沃斯堡。附近的DFW机
场是美国第⼆⼤机场，可直飞北京、上海等国内城市。2015年U.S. 
News美国⼤学本科排名76。学⽣与教授⽐例约为13:1，采取⼩班化教
学。作为全美知名的综合性⼤学，我们⿎励并⽀持学⽣的宗教信仰⾃
由。学校有10222名本科⽣，其中有来⾃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
⽣，并且拥有两百多个学⽣组织，各种精彩活动等待着您的加⼊。

终⾝职业指导 
TCU⼴阔的校友⼈脉可为您带来⼤量⼯作机会，⽽81%的学⽣在本科
期间就开始实习⼯作。TCU的职业顾问会为您四年本科制定个性化计
划，如选择专业、制作简历、模拟⾯试，甚⾄帮助您提升个⼈品牌。
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在校⽣，已经毕业的校友们也可以享受这项资源
——这是您终⾝免费的职业指导。                                                                               
careers.tcu.edu

http://careers.tc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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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专业供您选择 
Bob Schieffer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传媒学院以TCU校友、CBS电视台著名记者Bob Schieffer命

名，拥有传媒、新闻、⼴告学等专业，学⽣在KTCU电台、

TCU360.com，以及由我们学⽣经营的Roxo⼴告公关公司有⼤

量实践机会。传媒学院毕业的校友们如今⼯作在各个领域，如

摩根⼤通银⾏、纽约时报、奈飞公司等。                                                        
schieffercollege.tcu.edu

Neeley School of Business                                                     
TCU的MBA项⽬在2022年被英国《经济学⼈》评为教授资质全

球第1名，美国权威机构POETS & QUANTS将TCU商学院评为

全美TOP20。您将在强⼤的创新⽂化中和其他优秀学⽣⼀同成

长，学会批判思考和战略领导⼒。您将为⼤公司从事项⽬咨

询、进⾏⾃主创业、投资股票市场，或是参与我们学院的⼀些

顶级项⽬，例如Neeley Fellows和BNSF Neeley Leaders。                                     
neeley.tcu.edu

College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作为TCU第⼆⼤学院，科学⼯程学院近⼀半的本科⽣都有机会

进⾏实践研究。与很多⼤学不同的是，我们课程都是⼩班教学

并由教授亲⾃授课，教授与学⽣关系更加紧密。我们有全美顶

尖的⼯程专业；医学预科有80%的医学院录取率，这⼏乎是全

美平均录取率的两倍；STEM相关专业可以使国际⽣毕业后更

易找到⾼薪⼯作——计算机系毕业的校友们如今⼯作在⾕歌、

亚马逊、微软等各⼤公司。                                             
cse.tcu.edu

申请材料  

• Essay 

• 学校官⽅成绩单 

• SAT或者ACT成绩 （⾮必要） 

• 申请费 

• 推荐信 

• ⾃我陈述 （⾮必要） 

• ⾮英语⺟语的学⽣须有以下证
明任选其⼀： 

    * 托福80分以上 

    * 雅思6.5分以上 

    * Duolingo英语测试110以上 

    * 在英语教学的⾼中学习⾄少
三年以上 

申请材料详细信息请访问：
admissions.tcu.edu/checklist 

奖学⾦详细信息请访问:     
tcu.edu/scholarships 

联系⽅式：        
frogworld@tcu.edu（英⽂）     
chinafrog@tcu.edu （中⽂） 

TCU校园

http://admissions.tcu.edu/checklist
http://tcu.edu/scholarships
mailto:frogworld@tcu.edu
mailto:chinafrog@tcu.edu
http://schieffercollege.tcu.edu
http://neeley.tcu.edu
http://cse.tc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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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理学院有⼗分⼴泛的学科可以选择。AddRan学院以TCU创建

者Addison和Randolph两兄弟的名字命名，是我们学校最古⽼的

学院。在这⾥学⽣们将被培养成为领导者与创新者，点亮思想

的⽕焰，掌握职场必需的批判性思维。                     
addran.tcu.edu

College of Fine Arts                                                                                    
TCU艺术学院拥有世界级的教授和浓厚的艺术传统，涉及30多

个艺术、⾳乐、戏剧、舞蹈、设计、时尚营销管理等领域。学

院与当地博物馆和专业⼤剧院有密切合作关系，为您提供了⽆

与伦⽐的实习和专业发展机会，使您⾛在专业领域前沿。
finearts.tcu.edu 

College of Education                                                                        
教育学院涵盖了学前教育、⼩学及中学教育等。在这⾥您将获

得数百⼩时的实际经验，包括参与各种实地考察、实习及出国

任教和旅⾏的机会。TCU是全美唯⼀⼀所校园内设有两个特殊

教育实验室学校的⼤学，⽽教师培训项⽬更使得⽼师安置率⼏

乎达到100%。                                                          
education.tcu.edu

Harris College of Nursing & Health Sciences                           
护理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学⽣们通过创新型课程和医疗保健的实

践培训，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健康。学院专业有护理学、语

⾔沟通障碍科学、运动科学、社会⼯作学、⿇醉护理等，并为

学⽣提供临床实践、专业研究和社区服务的机会，使您成长为

专业能⼒与同情⼼兼备的医疗保健领导者。                           
harriscollege.tcu.edu

达拉斯-沃斯堡           
                                              
达拉斯-沃斯堡⼤都会区
（Dallas–Fort Worth 
metroplex，简称DFW）是美
国第四⼤都会区，也是美国⼈
⼜增长最快的地区之⼀。截⾄
2022年，蓬勃发展的DFW地
区拥有23家全美五百强公司，
⾕歌、亚马逊、洛克希德·马丁
等都在此设⽴分公司，美国航
空、AT&T、北美丰⽥、德州
仪器等知名公司都将总部设在
DFW⼤都会区。

沃斯堡不仅有多家剧院、美术
馆和博物馆，还有世界上第⼀
个也是最⼤的⽜仔竞技表演，
被称为“⽜仔⽂化之城”。

达拉斯被确定为2026年⾜球世
界杯的主办城市之⼀，沃斯堡
是范·克莱本世界钢琴⽐赛的承
办地，TCU的五万⼈橄榄球体
育场顶级赛事不断，在这⾥您
将拥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
深⼊体验美国⽂化。

TCU⾳乐学院⼤楼

http://addran.tcu.edu
http://finearts.tcu.edu
http://education.tcu.edu
http://harriscollege.tc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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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可容纳五万⼈的橄榄球体育场 TCU橄榄球⽐赛

TCU橄榄球⽐赛

TCU烟花表演 TCU年度名⼈演唱会

Type to enter text

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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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活

学⽣在教学楼⾥ 校园⽣活

校园⽣活

校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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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U图书馆 TCU图书馆内部

校园秋景

校园⽣活 校园冬景

校园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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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与健康科学学院课堂

传媒学院课堂

商学院课堂 商学院课堂

科学与⼯程学院课堂

艺术学院课堂

TCU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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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业课堂教育学院课堂

TCU⻢术队表演 Fort Worth⽜仔表演

Fort Worth⽜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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