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申请程序及材料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申请信息。其中的⼀些信息对合作院校的学⽣不适用，请忽略。 
http://www.mtsu.edu/intered/InternationalAdmissions.php 

 
1.  Application 申请：Please download and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Do not apply 

online. 
 请下载申请表，并填写。请不要⽹上申请。 

http://www.mtsu.edu/intered/documents/IntlUndergradApp_WEB.pdf 
 

2.    Financial Document 经济能⼒证明 。需要相当于美元$32500, 约⼆⼗三万⼈民币银
⾏存款。请银⾏出具存款证明，并填写经济能⼒表格. 证明应该是在⽗母或者学⽣本
⼈名下。 http://www.mtsu.edu/intered/documents/UndergraduateFinancial15-16.pdf 

 
3.    Transcript ⼤学成绩单。请提供⼤学成绩单并附英⽂翻译。必须由学校出具盖章，

密封信封，并在密封处盖章。 
 
4.    English Proficiency 英语成绩： 雅思(5.5 以上)或托福成绩(iBT 61 以上)。成绩由考

试中⼼直接寄往学校。 
 
		5.				Certificate of Freedom from Tuberculosis ⽆肺结核感染证明。 你必须在⼊学前的

6 个月内在防疫站或医院等机构进⾏测试并提供证明，或者是在⼊学后 30 天内进⾏
测试并提供证明。	
http://www.mtsu.edu/intered/documents/TBForm2016.pdf 

 
6.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of Immunization  免疫证明：医院或者卫⽣防预站可以注射

疫苗，提供证明。有的疫苗需要注射多次，你得安排好时间。 
 脑膜炎免疫证明	
	 http://www.mtsu.edu/healthservices/PDFs/meningitis-immunization-cert.pdf	
				 ⽔痘疫苗 

http://www.mtsu.edu/healthservices/PDFs/VaricellaImmunizationCert.pdf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http://www.mtsu.edu/healthservices/PDFs/MMR_ImmunizationCert.pdf 
 

7.   Application Fee $30, waved. 申请费$30 美元。作为特殊合作院校学⽣，免除申请费。 
 

将所有材料寄往：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BOX 120, Peck 
Hall 208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Murfreesboro, 
TN 37132, USA 

 
 



 
 

湖南师范⼤学(HNU)与中⽥纳西州⽴⼤学(MTSU) 
交换项⽬学⽣申请 MTSU 问答 

 
郑冠平博⼠， 中⽥纳西州⽴⼤学教授，国际事务协理副教务长 

 
问  HNU 什么专业的学⽣可以参加到这个项⽬？ 哪⼀年级的学⽣可以参加？交换时间

是多长？ 

答   MTSU 有 140 多个专业，包括本科，硕⼠和博⼠学位。详情请看：
http://www.mtsu.edu/programs/, 只要你认为有适合于你的专业，你就可以参加。
但请注意，美国⼤学的专业分类不想中国那么细，⽐如 MTSU 有信息系统专业但没
有电⼦商务专业，尽管信息系统专业包括电⼦商务。 
⼆年级以上的学⽣都可以参加。交换时间 可以是⼀年或更长。 如果你满⾜ MTSU
的毕业要求，也可有可能在 MTSU 获得学位。 

 
问  学费标准是什么？ 其它费⽤呢？有奖学⾦吗？ 

答    2017 年的春秋两个学期的学费总共约$26000 美元. 估计的费⽤： 

春秋两期学费	 食宿	 教科书	 健康保险	 其它	 合计	

州内学费	 州外学费	

$9000	 $1200	 $900	 $1000	
	

$37600	
	

$8500	 $17500	

$26000	

 MTSU 同 HNU 有长久的友好合作关系，2017 年 MTSU 将为每⼀位合格的学⽣
（成绩 GPA3.0 以上）提供$16000 美元的奖学⾦⽤于州外学费（如果州外学费低于
$16000, 则提供等同于州外学费额度的奖学⾦）。 

  
问  学⽣在 MTSU 的第⼀年，可以选什么课程？只要跟 HNU 所学不重复的课都可以选

吗？ 

答   学⽣可以选修的课程主要是根据贵校对学⽣毕业的要求⽽定，因为他们会在 HNU
毕业拿学位。在 MTSU 选课时，只要达到所要选修的课程的要求，都可以选 (⽐
如，在修⾼等数学 B 之前，必须要修⾼等数学 A). 

    
问  学⽣的成绩如果达不到雅思 5.5 或托福 iBT 61，可以进⾏有条件录取吗？对雅思或

托福成绩单项（听、说、读、写）有没有最低要求？ 

答   必须达到英⽂的最低要求分数。对单项分数没有具体要求。 
  
问  学⽣⼤学成绩，需要信封密封，并在信封⼝盖章吧。⼀式要多少份？ 

答   学⽣⼤学成绩，需要信封密封，并在信封⼝盖章，需要⼀份。必须由学校寄出。 
  
问  什么时间是截⽌⽇期？学⽣的雅思托福成绩，有提交的截⽌⽇期吗？  



答  所有的材料（除雅思托福成绩外）必须在五⽉ 1 ⽇前交给 HNU 国际交流处负责交换
的⽼师。雅思托福成绩不得迟于 7 ⽉ 1 ⽇到达 MTSU. 秋季学期于 8 ⽉ 28 ⽇开始上
课， 国际学⽣必须参加 8 ⽉ 23 ⽇培训并注册。 

 
问  关于学⽣⼤学成绩单的寄送：是否可以由我们将所有申请学⽣的成绩单（中英⽂，5

个学期的成绩，每⼈成绩单都⽤信封密封加盖章）统⼀收集，然后⽤同⼀个快件寄
到学校？还是必须要将每个学⽣的成绩单分别寄到学校？ 

  

答  成绩单由贵校统⼀收齐，联同其它材料⼀起，寄往 MTSU：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BOX 120, Peck Hall 208 
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Murfreesboro, TN 37132, USA 

  
问  关于存款证明：学校对存款证明的有效⽇的要求是怎么样？⽐如要求 20 万的存款要

冻结到什么⽇期？ 

答   对有效期没有特别规定，如果银⾏必须注明有效期，请注明有效期到学期开学后，9
⽉ 15 ⽇。存款冻结期限应该是银⾏规定，与 MTSU 无关。 

  
问  学⽣是否需要提供⽼师的推荐信？如要，需⼏封？我在材料清单上没看到提交推荐   

信的要求，求确认。 

答   现在不需要推荐信。但也⾏进⼊研究⽣项⽬前需要推荐信。 
 

问  关于体检的问题。是否可以在学⽣获得留学签证之后再去体检？还是在申请学校
时，必须要提交所有体检报告？ 

答      除了免疫证明，不需要其它体检报告。是在申请学校时，必须要提交免疫证明。
个别的免疫针剂，可以在⼊学后完成，具体请看“中⽥纳西州⽴⼤学申请程序及材
料”。 

  
     问  出国留学或⼯作，⼀般是在检验检疫局的海外旅⾏保健中⼼办理红⽪书（体检健康

报告）、黄⽪书（疫苗接种报告）。我看了 MTSU 的要求，我的理解是：除了红⽪
书、黄⽪书，还需要提交 MTSU 要求的那三个表，这三个表让检验检疫局的医⽣签
字就可以吧。 

答  是的，除了红⽪书、黄⽪书，还需要提交 MTSU 要求的所有健康表格。医⽣签字就
可以了。具体请看“中⽥纳西州⽴⼤学申请程序及材料”。 

  
 
 
 
 
 



问  关于 HNU 的分数同 MTSU 的绩点是如何对应的？ 

                               以下是分数对照表： 

Scale 1 Scale 2 Grade Description U.S. Grade Equiv. 

85-100 5 Excellent A 

75-84 4 Good B 

60-74 3 Average/Fair C 

0-59 2 Fail F 

 
GPA 计算：例如某学⽣的五门功课的学分和成绩为： 
甲课程 4 个学分，成绩 92-A，应得点数为 4×4=16;  
⼄ 课程 3 个学分，成绩 80-B，应得点数为 3×3=9;  
丙课程 2 个学分，成绩 98-A，应得点数为 2x4=8; 
丁课程 6 个学分，成绩 65-C，应得点数为 6×2=12;  
戊课程 3 个学分，成绩 78– B， 应得点数为 3x3=9。 
以上五项成绩的 GPA= [ (4x4)+(3x3)+(2x4)+(6x2)+(3x3) ]／(4+3+2+6+3) = 3.0 
总平均基点(Overall GPA)是将全部课程按以上⽅法计算出来的点数的平 均数。 

 
问  学⽣如在 HNU ⼤学有补考或重修的现象，对申请 MTSU 有影响吗？ 

答    MTSU 的 GPA 计算，只记重修的分数。原则上讲，如果重修后的成绩⾼，会对 GPA  
有好处。 
 

问  境外对接问题：接机安排、住房预订等涉及美国的事宜，这些问题也可以直接跟您
对接吗？ 

答    学⽣申请⼊校时，同时申请学校住宿。建议住校。MTSU 可以协助接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