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和职业教育

实习：对所有学生开放

职业前景： 

最佳就业专业包括：

•  金融、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及医疗保健

• 30%的学生考上研究生或专业学校
•  录取率为 80–100%，包括医学和法学院
• 10%的学生参加有竞争力的有偿服务， 

如Peace Corps和Teach for America
•  加Peace Corps的校友人数在全美排名第8

Allegheny 学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是一所誉满全球的国立文理学院，有2100名兴趣广泛、技能出众并且天赋卓
越的学生在此学习。

排名

Allegheny 学院名列以下排行榜 
普林斯顿评论最佳380所高校、Colleges That Pay You Back和
菲斯克大学入学指南

11:1
学生和教员比例

12–19
每班平均人数

#1 在美国的本科生研究院（本科生研究理事会）

#72
最佳国立文理学院 
（U.S. News & World Report）

1/12 全美最具创新的文理学院（U.S. News & World 
Report）

1/40 Colleges That Change Lives（CTCL）

最佳10% 就业能力

#23 华盛顿月刊基于社会流动性、研究和服务
排名

#2 环境科学计划 
（由environmentalscience.org组织）

创建于1815年 
是美国历史上第32古老的
学院

地点
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 
在匹兹堡以北，1.5小时车程
在伊利湖以南，40分钟车程
至布法罗2小时

竞技

21支校队

NCAA第III赛区

北海岸运动联盟（NCAC）

女子
篮球、越野、高尔夫球、曲棍球、足球、垒球、游泳和跳水、网球、室内/室外
田径、及排球

男子
棒球、篮球、越野、橄榄球、高尔夫球、足球、游泳和跳水、网球、室内/室外
田径

Office of Admissions
520 N. Main Street • Meadville, Pennsylvania  1633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电话：+1-814-332-4351
传真：+1-814-337-0431

电邮：globalgators@allegheny.edu
网址：allegheny.edu/globalgators

Skype：AlleghenyMelissa

68% 的学生完成一次或多次实习

60% 的毕业生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95% 的学生在6个月内就业



申请详情

通用申请成员
对申请的全面检查包括： 
•  高中成绩单
•  个人陈述
• 2封推荐信
•  课外活动清单
•  英语水平–对母语非英语者 
•  资产证明和银行对账单
•  护照复印件、美国签证和当前的I–20表（如有）
• SAT/ACT 可选项-非必须项目

学费和奖学金

估计2017–2018年I–20总金额：60,232美元 
•  学费45,062美元
•  食宿11,170美元
•  其他费用4,000美元

奖学金

优秀奖学金：每年最高28,000美元
•  保证全部四年 
•  无最低GPA要求

主修课、选修课和其他课程

应用计算 (Applied Computing)     
艺术史 (Art History)    
艺术与科技 (Art and Technology)     
艺术与环境 (Art and the Environment)    
亚洲研究 (Asian Studies)    
天文学 (Astronomy)    
生物化学 (Biochemistry)     
生物学 (Biology)    
黑人研究 (Black Studies)    
商业与管理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化学 (Chemistry)    
中文 (Chinese)     
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    
古典研究 (Classical Studies)    
通讯 (Communication)  
社区与司法研究 (Community and Justice Studies)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舞蹈与运动研究 (Dance and Movement Studies)    
经济学 (Economics)    
教育研究 (Education Studies)    
英语 (English)    
环境地质学 (Environmental Geology)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研究 (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境写作 (Environmental Writing)    
法语 (French)   
法语研究 (French Studies)    
地质学 (Geology)    
德语 (German)   
全球健康研究 (Global Health Studies)   
历史 (History)    
国际研究 (International Studies) 
犹太研究 (Jewish Studies) 

  
   
公共利益新闻 (Journalism in the Public Interest)   
拉丁语 (Latin)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数学 (Mathematics)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中东和北非研究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音乐 (Music)    
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哲学 (Philosophy)    
物理 (Physics)    
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 (Psychology)    
宗教研究 (Religious Studies)
自我设计专业和选修 (Self-Designed Majors & Minors)
西班牙语 (Spanish)  
工作室艺术 (Studio Art)  
戏剧 (Theatre)    
妇女、性别与性学研究 (Women’s,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写作 (Writing)

专业预科课程与建议

法律预科 (Pre-Law Studies)      
医学预科 (Pre-Med Professions)
教学 (Teaching)

合作项目(3-2计划）

联合健康专业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工程学 (Engineering)
公共政策与管理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11月1日

提前录取1

12月1日

提前申请

2月1日

提前录取2

2月15日

正常录取

申请
截止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