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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ofessions (IBP) 
國際商務專業學程

一個針對全球提供國際商務學習機會的地方

IBP 是一個針對年輕專業人員以及當前學生一年制的學程，目的是為了在外
國企業或相關組織尋找一份實習機會。 在歷經大學課程，強化英語和 IBP 課
程之後，學生們將參與到英語交流實習環境。IBP 的課程訓練，和資源將給
你一個極強競爭力的職業前景。

IBP 學程在 BC
IBP 學程自 1989 年開設以來，已累積了豐富的成功經驗。
該學程的成功在於貝爾維尤學院高質量的教學以及商務和英語課程的設置，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學
到涉及現實社會的商務業務技能和應用技術。此外，因本校所處西雅圖地區，周邊靠近多所美國知
名企業 , 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企業實習機會。同時 , 多姿多彩的校內外活動也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生活。

實習地點
     Seattle Art Museum                      
     Jubilee Reach                  
     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Gobo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Global Trade International            
     Seattle Symphony                                
     The Mariners                                 
     And many more                     

西雅圖美術館
美國朱比利公司
國際康捷空
美國成霖公司
國際救援委員會
全球國際貿易
西雅圖交響樂團  
西雅圖棒球水手隊      
以及其他公司企業

“IBP 學生非常的優秀 ! 無一例外的，他們已做足準備，且懷著好學之心，來面對接下來的職場挑戰。
我們鼓勵他們多參加培訓，也很高興看到他們很快掌握和了解我們的公司，文化和公司服務客戶的
方法。”

Morgan Wilson
  全球培訓經理

康捷空公司

“IBP 學程教會了我如何自主學習，同時也學習到如何研究不同的商業行業，找出有利於自己未來發
展的信息。”
                             

貝爾維尤學院 國際學生辦事處
3000 Landerholm Circle SE • House 6

華盛頓州 貝爾維尤市 98007-6484, USA
(425) 564-3185 • isp@bellevuecollege.edu

如對 IBP 學程感興趣者可前往本校網站 www.bellevuecollege.edu/isp 進行申請 ,
或聯繫 Deron Dahlke, 主管助理 . 

 e-mail: deron.dahlke@bellevuecolleg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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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P 學程是我進入翻譯行業的起
點，讓我的職業目標變得更加明確。
更能了解自己該做的事情。 此外 , 
它給了我很多的就業機會。經歷了
IBP，讓我重新省思我的人生歷程
及未來目標。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好
的機會和歷練。”

                                 Atsuko Mori 
IBP 學生

當今就業市場的業務培訓

小組教學

1 對 1 顧問諮詢

在美國公司實習的機會

教師 , 顧問及其他專員充分的協助

校園教學資源

多項富含特色的課程任學生挑選

IBP 學程旨在培養具有國際觀，能在
國際商業競爭領域中脫穎而出的國
際性人才。該學程針對每個學生感
興趣的領域進行培訓，讓學生在美
國式的企業實習中將習得的技能和
知識用於實踐。

The IBP Program:   IBP 學程

“每年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看著我
們學生的轉變，成為有自信、有活
力及富含專業技能的職場達人，並
做足準備為未來在國際職場的成功
鋪路”

Cynthia Weintraub
IBP 學程負責人

資源
貝爾維尤大學對於國際學生的支持
     免費輔導
    

     豐富有趣的無學分課程
     公車卡優惠

       
     

     

許多學生社團和有趣的課內 / 外
活動

IBP 學程為您提供 :

√  一個講英語環境 220 小時的實習機會
√  IBP 學程之證明文件
√  官方成績單顯示“IBP 學程已完成”，包括所有課目和
       成績
√  未來專業人脈網絡和就業機會
√  提升英文演講信心和技巧

TRACKS 課程設置

根據個人英語能力在 IBP 學程中有兩個課程分配。Track A 是針對學生沒
有達到 TOEFL 托福（iBT= 61）或 IELTS  雅思 ( 平均成績 6.0 分 , 單項成
績至少 5.5)，這是貝爾維尤學院對於語言成績的要求。在第一個學期 IBP
學程會提供了兩次校園托福 (PBT) 考試的機會。Track B 包括各式大學程
度的學分課程。

CLASSES 課程

IBP 和 ESL 課程由 IBP 學程決定 ; 這些課程將加強學生的整體溝通能力。
學生須參加 IBP 課程說明會，方能進行大學選課。跟專門顧問進行一對
一的課程諮詢，以及學生的個人趨向來決定。更多的課程大學課程選擇 , 
以及貝爾維尤課程描述在 http://www.bellevuecollege.edu/classes/All

商務溝通 ( 口說 )
學生將學習商務業務演示技巧，電
話商務禮儀，以及如何有效的參與
於商務會議。

社會當代問題研討
培養學生參與團隊項目的研究和分
析，進行有關專題研討和批判思維
的訓練，並作美國社會當代重要問
題的演講展示。

商務溝通 ( 書面 )
學生將學習和掌握商務用語，格
式及美國商務業務通信所使用的
標準商業信函，電子郵件，辦公
室備忘錄 , 通訊錄和資料手冊。

大學課程
學生可以選擇一堂 5 學分的大學課
程，以支持個人技能和學習目標。
比如 : 商務 , 語言 , 市場銷售等 ...

國際商務導論
學生通過現實生活中的情況，來拓
展商務業務並培養批判性思維，決
策和溝通的技巧。

Track B:Track A:

觀察實習單位
指導老師會引導學生通過調查來選擇觀察實習的公司和職務。
最成功的關鍵是專業的自我表達，有效的溝通，以及促進業務發展的團
隊運作能力。

IBP 及 ESL 課程
學生需要參加兩門側重於寫作 ESL
課程和一門任選課程（例 : 口語 /
聽力，托福準備，發音等），及另
一個 IBP 項目中涉及學術和職業興
趣相關的課程。

大學學分課程
學生可以選擇 10 至 16 個學分的大
學水平課程，培養他們的興趣，技
能和目標。

Track A: Track B:

籌備觀察實習課程
重點將放在學習和運用策略，並利用資源來幫助和培養學生感興趣的領
域。將學生的工作和教育履歷，求職信，電子郵件查詢和學習目標互相
銜接，建立專業的檔案來幫助學生找到合適的觀察實習職位。

國際商務
學生通過學習開拓消費市場及如何
使用行銷策略運用於國際企業，提
升市場占有率。

ESL 寫作課程
培養學生提高英語語法，學術閱讀
和寫作能力。

5 學分的商務相關課程
例：會計業務相關，電腦運用相關，
數位媒體藝術，信息技術，室內設
計，行銷管理，技術支援，翻譯和
口譯等。

大學課程
學生可以選擇三至八個學分的大學
課程，以建立個人技能和學習目標。

Track A: Track B:

職場外支持
學生在實習期間，會受到指導以及
通過團隊的支持來解決問題 , 學習特
定領域術語和職場日誌。學生將展
示在觀察實習期間所學到的技能和
經驗，來介紹所實習的公司和組織。

無薪實習
每個學生會獲得美國業務實踐經
驗 , 即參與本地公司為期 10 個禮拜
無薪的實習機會。
實習定位根據學生的培訓，以前的
工作經驗，興趣，英語水平及職業
目標而進行安置。學校的老師將幫
助學生與實習公司進行溝通和協
調 , 以保障實習工作的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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