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齊聚一堂學習 ...... 

國際商業的地方。 

IBP 課程是個一年制的課程，為年輕的專業人士和在學學

生做好在以英語為溝通語言的公司或機構中從事觀察式實

習工作做好準備。

在完成大學程度、密集英語和 IBP 課程後，學生融入以

英語為溝通語言的環境中。IBP 的課程設計、訓練和體驗

讓您擁有具競爭力的職場優勢！

國際商業專業人
士課程（IBP）

Bellevue College 的 IBP 課程

學生可以從卓越企業中不斷成長，從多元的人際網絡中獲益，從這

些企業中尋求觀察式實習的機會。IBP 課程自 1989 年以來就一直

為學生帶來成功的體驗。這歸功於 Bellevue College 所注重的高

品質教學與實務上商業技能相關的英語能力課程。此外，華盛頓州

西雅圖周邊的地區亦提供豐富的實習機會與資源， 校內外更有許

多多元又有趣的活動。

實習所在公司
● HIS Seattle

● Fujifilm Sonosite

● Ratio

● iLeap

● Global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IBP 的學生們都是出類拔萃的。他們無一例外做好了充分準備，來這裡後努力工作、

渴望學習，同時對於自己如何才能融入我們的專業工作環境顯得胸有成竹。我們鼓勵

他們參加訓練，看到他們能夠如此迅速地瞭解我們的公司、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為客戶

服務的方式，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Morgan Wilson

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經理

「IBP 課程切實教會了我獨立學習的方法。我現在知道如何在不同的商業界中搜尋資

料，以找出使我在將來受益的資訊。」

Misayo Araki

IBP 學生

● Jubilee REACH

● The Mariners

● Expeditors International

● 以及更多企業等等

如要申請 IBP 課程，請瀏覽 

 www.bellevuecollege.edu/oiegi

或聯絡助理主任 Deron Dahlke

電子郵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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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IBP 課程旨在為年輕專業人士賦予在國際商業專業人士中的競爭優勢，

根據每位學生感興趣的領域來找出最適合的實習機會，讓學生們從不同

領域的實習中，直接應用這些所學的技能。 

● 針對當今就業市場形勢進行的商業訓練
● 小組教學
● 一對一的建議和輔導
● 在美國公司和非營利組織的實習機會
● 由教師、顧問和工作人員組成的支持網絡
● 可以利用校園內的完整資源
● 在許多興趣領域的學術研究

「IBP 課程是很特別的經驗，因為在我們學習英

語時還為我們提供實習的機會。透過 IBP，我學

習到如何為將來的職業生涯做好準備。如果我還

能有機會回到美國，我想要參與類似的課程。我

也想將 IBP 課程強烈推薦給那些想要提高英語

能力並且擁有在美國實習工作經驗的人。」

Jae Hee Jang, IBP 學生

資源 
Bellevue College 為國際學

生提供：

●  課業輔導

●   許多學生社團和校內、校外 

的好玩活動。

●   有趣的非學分課

學程 A （TRACK A） 學程 B（TRACK B） 
透過密集的 ESL 課程提高英語技能！

學程 A 是為那些希望著重於提高自己的英語會話、理解、閱讀和寫作

能力以及認識美國文化的學生所設計。小班授課可以在多元文化環境中

提供密集的指導和個別化的關注。

提高英語技能和文化意識有助於學生們在學分課程學有所成並在實習過

程中有良好的表現。

透過學分課程增長知識，學習商業、技術、電腦等方面的知識！

學程 B 是針對那些希望探索和深入學習所選學科知識的學生所設計。

學程 B 的學生將會與美國學生一起學習學分課程。

學生們的技能提高和知識增長會為他們的實習和未來的職業生涯奠定

良好基礎。

商業概論：學習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市場行銷、營運管理和規劃的各

個不同層面。

商業口語溝通：學習商業口頭報告技巧、電話禮儀以及如何有效地準備

和參與商業會議。

商業書面溝通：透過真實的職場情況發展出英語商業溝通（信件、電子

郵件、網頁和小冊子）中使用的格式、語氣、風格和語言。

探討當今議題 : 參與團體計劃以發展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維，並最終能夠

就當今世界存在的議題進行口頭報告。參與志工活動並作出相關的報告。

國際商業：分析不同的文化、法律、技術和經濟環境如何影響全球市場

中的國際商業營運 。

求職準備 : 確定職業目標以建立具目標性的研究策略，撰寫專業履歷、 

求職信和電子郵件通信。發展面試和電話溝通技巧。

ESL 寫作：利用各種閱讀材料，提高文法和寫作技巧。

觀察式實習工作安排：在教師的引導下，應用從觀察式實習工作準備

課程中學到的技能，以確保獲得第 4 學季的實習機會。實習工作安

排是根據學生接受訓練的情況、工作經歷、興趣、英语能力和職業生

涯目標來進行。瞭解專業實務以及適合美國商業文化，清楚而有效的

溝通方式。

ESL 寫作、會話和閱讀：利用各種材料，提高文法、寫作、閱讀和會

話技能。

職場協助：表現出積極性，以增強責任感、為企業做出貢獻、找出職場

問題，並建立一個專業的人際網絡。

觀察式實習：將前三學季所習得的知識和技能，直接應用在各實習企業

中，並從中獲得寶貴的實務經驗，完成為期 10 週無償制的觀察式實習。

指導老師將會在整個實習期間不間斷地指導、溝通並提供協助。

學術課程：學生將選擇一門學術課程，以滿足他們的興趣並提高技能。

例如，常見的課程有會計、商業、電腦軟體、資訊技術和市場行銷。

商業口語溝通：學習商業口頭報告技巧、電話禮儀以及如何有效地

準備和參與商業會議。

商業書面溝通：透過真實的職場情況發展出英語商業溝通（信件、

電子郵件、網頁和小冊子）中使用的格式、語氣、風格和語言。

探討當今議題 : 參與團體計劃以發展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維，並最終

能夠就當今世界存在的議題進行口頭報告。參與志工活動並作出相

關的報告。

學術課程：學生選擇 5 至 13 個學分小時的課程，以支持他們個人技

能發展和目標的實現。例如，常見的課程有會計、商業、電腦軟體、

資訊技術和市場行銷。

求職準備 : 確定職業目標以建立具目標性的研究策略，撰寫專業履歷、 

求職信和電子郵件通信。

發展面試和電話溝通技巧。

學術課程：學生選擇 10 至 16 個學分小時的課程，以支持他們個人

技能發展和目標的實現。例如，常見的課程有會計、商業、電腦軟體、

資訊技術和市場行銷。

觀察式實習工作安排：在教師的引導下，應用從觀察式實習工作準備

課程中學到的技能，以確保獲得第 4 學季的實習機會。實習工作安排

是根據學生接受訓練的情況、工作經歷、興趣、英语能力和職業生涯

目標來進行。

瞭解專業實務以及適合美國商業文化，清楚而有效的溝通方式。

職場協助：表現出積極性，以增強責任感、為企業做出貢獻、找出職

場問題，並建立一個專業的人際網絡。

觀察式實習：將前三學季所習得的知識和技能，直接應用在各實習企

業中，並從中獲得寶貴的實務經驗，完成為期 10 週無償制的觀察式實

習。指導老師將會在整個實習期間不間斷地指導、溝通並提供協助。

IBP 課程為您提供
● 在以英語為溝通語言的環境中 220 小時的觀察式實習工作

● 證書頒授

● 一份顯示「IBP 課程結業」並列有所有課別和分數的正式成績單

● 有助於未來人際網絡和職業發展機會的專業聯絡人

● 大幅提高說英語的信心和技能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第         學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