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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华大学简介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特拉华大学成立于 1743 年，是美国最古老 

也是最主要的几所大学之一。该校现有 

17,700 名本科生，3,700 名研究生。特拉

华大学的很多专业领域都非常的著名，

比如化学工程学院、海洋性研究学院等， 

全美排名前十名。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告 2014 年的报導，特拉华大学在美国公立 

大学中排名第 30 位，现提供 3 个副学士

学位、147 个学士学位、119 个硕士学位、

54 个博士学位。特拉华大学师资力量雄 

厚，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科学家和学 
有任何问题请以电邮与孙老师或赵老师 

直接联系 
者在学校任职，为全世界的学生提供高

质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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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学本硕合作项目 

 

 

 

 

 

University of Delaware (UD)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Multiple Degree Program 

in Sociology 

合作项目特色 

 

• 本科生大三暑假开始选特拉华大 

  学研究生第一年课程 

• 特拉华大学教授暑假在中国授课 

• 北师大本科毕业生第二年赴美特 

   拉华大学完成硕士学位 

• 五年内可取得北师大学士学位与 

 特拉华大学硕士学位 

• 优秀硕士毕业生可申请社会学博 

 士班或是特拉华与其他美国大学的 

 相关专业（例如犯罪学） 

• 对社会学与犯罪学有兴趣的相关 

   专业学生均可申请 

• 无 GRE 要求，入学难度降低 

特拉华大学社会学暨刑事司法学系简介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成立于 20 世纪初的特拉华大学社会学系，
至今已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1969 年设立
社会学博士班，1975 年刑事司法专业併入社
会学系，1986 年犯罪学博士班成立。美国
新闻与世界报告 2010 评估将犯罪学博士班
列为全美第 17 位。目前在校的本科生有 
600 名，硕、博士生约 40 名，拥有社会学、
犯罪/刑事司法学、法 律、哲学、政治、
历史等专业全职教授 超过 30 人，多人为
世界闻名的专家学者。 学系下辖毒品与
健康研究中心，并和灾难研究中心关系密
切，他们每年为系上取得为数可观的科研
经费。 

mailto:isun@udel.edu
mailto:zhaowei@bnu.edu.cn


 

 
 

项目介绍 

1、培养目标 (Educational Objectives) 合作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有系统的理论与研究

方法的训练，培养中国新一世代的杰出社会

学者。 
 

2、学位要求 (Degree Requirements) 
A. 入学标准 (Admission Criteria) 

1) 平均成绩(GPA) 3.0 以上 

2) 英文个人陈述 

3) 三封英文推荐信 

4) 英语水平证明：托福 100/雅思 7.5 以 

上；托福 90-99 分需通过英语面试 

5) 英文写作样本 

B. 课程要求（Course Requirements） 

1) 所有学生必须修满 30 个学分。其中 

最少 21 个学分必需是 UD 社会学暨 

刑事司法学系学分。 

2) 除了完成必修和选修课程，学生必 

须选择完成硕士论文或者通过综合 

考试。 
 

3、费用 (Fee)：2016-17 每一学分费为美金 

1720 元，会不定期的调整。学杂费：中国

学期 50 美元，美国学期约 500 美元，生
活费另计。 

 

4、 时间表 （Timeline） 

2016 年 7 月：开始报名、预约、完成托福 

/雅思考试，准备申请材料 

2017 年 2 月 1 日前：上网提交申请材料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收到是否录取通知 

2017 年 7 月: 参加在中国的研究生课程 

2018 年 7 月：参加在中国的研究生课程 

2018 年 8 月：赴美继续研究生课程 

2019 年 5 月：完成研究生课程 

综合考试路径培养计划 

 

必修课程 

SOCI 605 社会数据搜集及分析 

SOCI 612 社会学理论发展 

SOCI 621 社会越轨行为 
 

从以下课程任选一门： 

SOCI 606 质性研究方法 

SOCI 614 高级量化数据分析 

SOCI 625 高级社会统计 

PSYC 878 多层线性模型(或者系上研 

究方法考试委员会批准的课程) 
 

6 门选修课：为了保证知识结构的广 

度，所修课程必须涵盖至少两个不同的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包括：种族和民 

族关系、性别社会学、灾害与环境社会 

学、犯罪学、法社会学、社会越轨行 

为、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通过综合考试 

 

×××××××××××××××××××××××××××× 
 

项目申请： 

http://grad.udel.edu/apply/ 
 

进入上面网站，选 Application，开申请账

户，选 Sociology – China Dual Degree 
Program (MA)，上传需要材料完成申请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孙老师直接联系

（isun@udel.edu） 

硕士论文路径培养计划 

 

必修课程 

SOCI 605 社会数据搜集及分析 

SOCI 612 社会学理论发展 
 

从以下课程任选一门： 

SOCI 606 质性研究方法 

SOCI 614 高级量化数据分析 

SOCI 625 高级社会统计 

PSYC 878 多层线性模型 (或者系上研 

究方法考试委员会批准的课程) 
 

5 门选修课：为了保证知识结构的广 

度，所修课程必须涵盖至少两个不同的 

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包括：种族和民 

族关系、性别社会学、灾害与环境社会 

学、犯罪学、法社会学、社会越轨行 

为、社会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 
 

SOCI 869 硕士论文 (6 学分) 
 

 

×××××××××××××××××××××××××××××××× 

 
相关网站链接 
特拉华大学：www.udel.edu 
社会暨刑事司法学系：www.udel.edu/soc 
学分费： 

http://grad.udel.edu/policies/tuition-rates/ 
国际学生办公室： 
http://www.udel.edu/o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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