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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不断地改变，没有人是终身受雇。但是，社区学院提供
了终身的就业能力。”

-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 学院与大学这两个用词在美国包含着
同一个意思，而且能够交替使用。

• 一般来说，学院的面积比较小并仅提
供学士学位课程，而大学普遍除了提
供学士学位课程以外，还会提供研究
生学位课程。

社区学院与大学的不同之处



• 美国总计有1,132所社区学院

• 在美国，约50％的大学生在社区学院开始
他们的大学课程

• 8百万名学生就读于学分制课程

• 5百万名学生就读于非学分制课程

• 43% 为男性; 57％为女性

• 780,000名非美国公民学生

社区学院快览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2012



贝尔维优学院是本州内最大的

在美国华盛顿州共有34所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



通往世界各地的通道



贝尔维优市的优点
贝尔维优市是一个安全、干净和充满活力的城市。驱车只需十
五分钟便能到达西雅图市中心。



靠近多所美国著名公司的总部



贝尔维优市的优点：多元文化

* Source: City-Data.com, US Census Bureau



贝尔维优市的优点：富裕的社区

* Source: City-Data.com, US Census Bureau



贝尔维优市的优点：安全的社区

* Source: City-Data.com, US Census Bureau



贝尔维优市的优点：高教育程度的人口

25岁或以上住在贝尔维优市的人口：

• 高中或以上：98％

• 学士学位或以上：61％

• 研究生学位或专业学位：19％

* Source: City-Data.com, US Census Bureau



贝尔维优学院每年主办两次大学转学展览会

可转入的美国其他大学



我们的软件优势：学生成功的承诺

• 成功转学到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比任何其他

院校多

• 转入全美顶尖大学的转学率居高

• 超过60％的国际学生是荣誉毕业生

在过去的这个学年，50％本校的国际学生转入全美前五十顶尖大学



我们的软件优势：学术上的选择

英语强化/大学预备课程

• 从初级到高级，共分为六个级别程度的课程

• 最高的级别提供一个衔接课程，学生能同时

学习英语及修读学分制课程

学术选项

• 贝尔维优学院和东华盛顿大学的学士学位

• 大学转换课程：学院提供60个以上的学科领

域供学生选择修读两年可转换的学分课程

• 超过75个专业和技术课程



我们的软件优势：荣誉和认可

• 被美国滚石杂志评选为全美国前十名最

佳的两年制学院之一

• 被雅虎评选为全美国前十五名拥有高教

育价值观

• 高排名的教授：教授Dan Mitchell在170万

名教授中，被ratemyprofessor.com*列为

第十六名

* http://www.ratemyprofessors.com/toplists/topLists.jsp



• 国际学生协会

– 在每周例会中与其他国际学生见面

• 学术支援服务

– 数学实验室

– 电脑与学习实验室

– 基本技能实验室

– 图书馆媒体中心

– 科学学习中心

– 学术成功中心

我们的软件优势：国际学生支援



在迎新会中，新国际学生将会：

• 与国际学生部的职员们见面

• 接受数学和英语水平测试

• 获得学术咨询和注册班级

• 出席研讨会，帮助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 参加有趣的活动和认识新朋友

• 游览西雅图

国际学生迎新会



• 协助大学转学

• 学术计划和建议

• 课程选择和注册

• 同侪辅导

• 社交，学术和文化的适应

• 移民建议和援助

• 社交活动

• 奖学金

• 学术和领导才能方面的奖学金

国际学生部提供的服务



• 校园内托儿服务

• 专业辅导服务

• 转换中心

• 针对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90个以上的

社团和活动

• 职业和辅导中心

• 实习和义工机会

其他服务



我们的价钱优势：卓越的价值获得优质的教育



贝尔维优学院转换大学课程

从贝尔维优学院开始您的大学课程，然后在任何您理想的大学完成学位



我们的价钱优势：2+2课程项目为您节省金钱

$184,372

$135,762

共节省
$48,610

华盛顿大学
4年学费

贝尔维优学院
2年学费+
华盛顿大学
2年学费

* Based on current cost of attendance estimate (2012)



照片画廊
&

学生分享



照片：贝尔维优学院校园



照片：贝尔维优学院校园



照片：贝尔维优学院校园



照片：学生生活



照片：学生生活



照片：课外活动



照片：校园生活



照片：校园生活



竞技性运动:

•高尔夫球

•篮球

•排球

•足球

•网球

•田径

娱乐性运动:

•瑜珈

•跳舞

•增氧运动

•健身房

贝尔维优学院的体育运动



“除了学术上的成功，我非常感激贝尔维优学院
给了我大量的机会以及在这里获得许多领导经验。

感谢我在贝尔维优学院的第二个家，我现在可以
在最有名望的机构之一继续我的学习。”

-Anh Nguyen, 越南

Anh 是贝尔维优学院历史上第一位被选为毕业典礼演讲者的国际学生。她现在正在华盛顿
大学Foster商学院专修金融市场科系。

学生分享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我在这里遇见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并且和
他们成为了朋友。”

-Hyerim, 韩国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这里有热情的工作人员和教师们，他们帮助我丰富了知识
和生命。”
-Juliana, 哥伦比亚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清洁和宁静的学习环境......

在贝尔维尤学院毕业后，我相信我可以容易地转学到其
他优秀的大学。”

-Son, 越南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这里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小班设置、更多的师生
互动，学校对我来说是完美的学校。”

-Bandar, 沙特阿拉伯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这里的网上课程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自我学习者，而且教
师们都有充分的准备。”

-Stef, 巴西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它可以帮助我实现个人和学业上的目标，我特别喜欢这
里的小班设置，在这里促使我说更多的英语。”

-Egemen, 土耳其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贝尔维优学院拥有很好的学习环境。我很喜欢学院的
小班设置，而且大家都很友善。贝尔维优学院帮助我
在学业和个人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Suchada Anusuriya,  泰国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学校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学生成为领袖。“

-Kristianto, 印尼

“我喜欢贝尔维优学院，因为：
由于小班设置，我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同时也
激励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Grace, 中国



贝尔维优学院的国际学生们可以转学到哪里呢...



联络我们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llevue College
3000 Landerholm Circle SE
Bellevue, WA 98007 USA
Email: oie@bellevuecollege.edu
Telephone: +1(425)56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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