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来学习国际商务 

IBP 课程是个一年制的课程，为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在学学
生做好在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公司或机构中从事观察式实
习工作做好准备。
在学生完成大学课程 , 英文课程和 IBP 课程后 , 学生将会
融入到英文语言环境 . IBP 的课程设计 , 培训和体验将给你
一个极强的就业前景 . 

国际商务专业 
课程（IBP）

Bellevue College 的 IBP 课程

学生可以从卓越企业不断发展和活跃的人际网络中获益或者在充满活力
的新公司中寻求观察式实习工作安排的机会。IBP 课程自 1989 年以来就
一直为学生带来成功的体验。这一成功来自于 Bellevue College 的高
质量教学和注重与现实世界商务技能相关的英语熟练度的课程。
此外，华盛顿州西雅图周边的地区亦提供丰富的机会以及校内外各种有
趣又刺激的活动。

实习所在公司
● HIS Seattle
● Fujifilm Sonosite
● Ratio
● iLeap
● Glob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IBP 的学生们都是卓尔不凡的。他们无一例外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这里后努力工作、
渴望学习，同时对于自己如何才能融入我们的专业工作环境显得胸有成竹。我们鼓励
他们参加培训，看到他们能够如此迅速地了解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文化和我们为客户
服务的方式，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Morgan Wilson

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经理

“IBP 课程切实教会了我独立学习的方法。我现在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商业行业中搜索
资料，以找出使我在未来受益的信息。

Misayo Araki

IBP 学生

● Jubilee REACH
● The Mariners
● 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 以及更多企业等等

如要申请 IBP 课程，请访问 
 www.bellevuecollege.edu/oiegi

或联系助理主任 Deron Dahlke
电子邮箱：deron.dahlke@bellevuecollege.ed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Bellevue College
3000 Landerholm Circle SE • Bellevue, WA 98007-6484 • USA 

(425) 564-3185 • oie@bellevuecollege.edu
www.bellevuecollege.edu/oiegi

Bellevue College does not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f race or ethnicity; creed; color; national origin; sex; marital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age; religion; genetic information; the presence of any sensory, mental, or physical disability; gender identity or veteran 

status in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in which it operates… Please see policy 4150 at www.bellevuecollege.edu/policies/.



    
 

          

         

 

    

 
      

  
     

      
        
 

   
     

   
    

  

   

    

    
 

   

    

     

 

 
   

   
 

 
 

 
   

 

    
     
   

   
      

   
  

   

     

 

 

IBP 课程
IBP 课程旨在为年轻专业人士赋予在国际商业专业人士中的竞争优势，
并让他们在根据每位学生感兴趣的领域量身定制的美国的观察型实习中
直接应用这些技能。
● 针对当今就业市场形势进行的商务培训
● 小组教学
● 一对一的建议和辅导
● 在美国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实习机会
● 由教师、顾问和工作人员组成的支持网络
● 可以利用校园内的全部资源
● 多项富含特色的课程任学生选择

“IBP 课程是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在我们学习英
语时还为我们提供实习的机会。通过 IBP，我学

习到如何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如果我还
能有机会回到美国，我想要参与类似的课程。我
也想将 IBP 课程强烈推荐给那些想要提高英语水

平并且拥有在美国实习工作经验的人。”
Jae Hee Jang, IBP 学生

资源
Bellevue College 为国际学
生提供：
● 课业辅导
●  许多学生俱乐部和校内、校外 

的好玩活动
●  有趣的非学分课

学程 A （TRACK A） 学程 B（TRACK B） 
通过强化的 ESL 课程提高英语技能！

学程 A 是为那些希望着重于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理解、阅读和写作能
力以及认识美国文化的学生所设计。小班授课可以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提
供强化的指导和个性化的关注。

提高英语技能和文化意识有助于学生们在学分课程学有所成并在实习过
程中有良好的表现。

通过学分课程增长知识，学习商务、技术、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

学程 B 是针对那些希望探索和深入学习所选学科知识的学生所设
计。

学程 B 的学生将会与美国学生一起学习学分课程。学生们的技能提
高和知识增长会为他们的实习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良好基础。

商务概论：学习工商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运营管理和规划的各
个不同方面。
商务口语沟通：学习商务演示报告技巧、电话礼仪以及如何有效地准备
和参与商务会议。
商务书面沟通：通过真实的职场情况发展出英语商务交流（信件、电子
邮件、网页和小册子）中使用的格式、语气、风格和语言。
探讨当今议题 : 参与团体项目以开发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维，并最终能够
就当今世界存在的议题进行演示报告。参与志愿活动并作出相应的报告。

国际商务：分析不同的文化、法律、技术和经济环境如何影响全球市场
中的国际商业运营 。
观察预备：确定职业目标以建立有针对性的研究战略，编写专业简历、
求职信和电子邮件通信。发展面试和电话交流技巧。
ESL 写作：利用各种阅读材料，提高语法和写作技巧。

观察式实习工作安排：在导师的引导下，应用从观察式实习工作预备课
程中学到的技能，以确保获得第 4 学季的实习生机会。实习工作安排是
根据学生接受培训的情况、之前的工作经历、兴趣、英语熟练度和职业
目标来进行。了解专业实践以及适合美国商业文化，清晰而有效的沟通
方式。
ESL 写作、口语和阅读：利用各种材料，提高语法、写作、阅读和口语技能。

职场支持：表现出积极性，以增强责任感、为企业做出贡献、找出职场
问题，并建立一个专业的人际网络。
观察（实习经验）：使用在职场支持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美国企业中
获得实践体验，完成为期 10 周的不带薪观察式实习。指导老师将会在
整个实习期间不间断地指导、交流并提供支持。

学术课程：学生将选择一门学术课程，以满足他们的兴趣并提高技能。
例如，常见的课程有会计、商业、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和市场营销。
商务口语沟通：学习商务演示报告技巧、电话礼仪以及如何有效地
准备和参与商务会议。
商务书面沟通：通过真实的职场情况发展出英语商务交流（信件、
电子邮件、网页和小册子）中使用的格式、语气、风格和语言。
探讨当今议题 : 参与团体项目以开发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维，并最终
能够就当今世界存在的议题进行演示报告。参与志愿活动并作出相
应的报告。

学术课程：学生选择 5 至 13 个学分小时的课程，以支持他们个人技
能发展和目标的实现。例如，常见的课程有会计、商业、计算机软件、
信息技术和市场营销。
观察预备：确定职业目标以建立有针对性的研究战略，编写专业简历、
求职信和电子邮件通信。
发展面试和电话交流技巧。

学术课程：学生选择 10 至 16 个学分小时的课程，以支持他们个人技
能发展和目标的实现。例如，常见的课程有会计、商业、计算机软件、
信息技术和市场营销。
观察式实习工作安排：在导师的引导下，应用从观察式实习工作预备
课程中学到的技能，以确保获得第 4 学季的实习生机会。实习工作安
排是根据学生接受培训的情况、之前的工作经历、兴趣、英语熟练度
和职业目标来进行。
了解专业实践以及适合美国商业文化，清晰而有效的沟通方式。

职场支持：表现出积极性，以增强责任感、为企业做出贡献、找出职
场问题，并建立一个专业的人际网络。
观察（实习经验）：使用在职场支持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美国企业
中获得实践体验，完成为期 10 周的不带薪观察式实习。指导老师将会
在整个实习期间不间断地指导、交流并提供支持。

IBP 课程为您提供
● 在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环境中 220 小时的观察式实习工作
● 证书颁授
● 课程毕业证书及所学科目和成绩
● 有助于未来人际网络和职业发展机会的专业联系人
● 大幅提高说英语的信心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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