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生申請手冊

為何選擇 Bellevue
College？
校園
在鬱鬱蔥蔥的長青樹環抱下，占地
96 英畝的 Bellevue College 校園顯
得格外美麗，堪稱安全無憂的現代
化學習場所。 在這裡，學生們可享
用世界一流的設施，包括嶄新的校
內學生宿舍。 Bellevue College 鼓勵
學生們積極學習和體驗，爭取獲得
豐富全面的大學體驗，並設有 80 多
個學生社團、開展豐富多彩的休閒
娛樂活動，還提供各種音樂、舞蹈及
戲劇作品供學生們學習鑒賞。

BC 簡介

1,000+
60+
17

BELLEVUE 市

來自 60 個國家

在《2019 年美國國際教
育協會門戶開放報告》
中，BC 在接收國際學生
的前 40 所聯合學院中位
列第 17 位。

全系列課程

Bellevue 是處於成長階段的城市，
擁有良好的經濟發展形勢和充滿活
力的文化。 Bellevue 市居民大都接
受過高等教育（超過 60% 的居民持
有學士學位），且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39% 在境外出生），因此可為國際
學生營造舒適友好且互幫互助的社
區氛圍。

• 學士學位

• 證書

• 大學轉學學位

• 英語課程

• 專業學位和技

• 國際高中畢業

術學位

29,120+ 名學生

大西雅圖地區
大西雅圖地區擁有美麗的自然風光、絕佳的就業機
會及豐富的休閒娛樂活動。 西雅圖是熱鬧喧囂的國
際化大都市，其工業、商業及文化事業繁榮興盛，不
過，卻也始終保留著一絲質樸低調與隨性。 西雅圖
擁有引以為傲的大型競技場、數十個博物館與畫廊，
及無數公共藝術典範，當然還有數不清的咖啡館。

就讀期間，Bellevue College (BC) 教會我積極
主動和尊重多樣性。 透過與其他同學及教職
工一起參加各種課外活動，讓我學會珍視和
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4 年的 BC 學習生
涯後，我不僅滿載學識而歸，還培養出一
顆充滿愛和同情的心，
並對未來滿懷憧憬。
— Francois Mukaba
電腦科學學士學位 (BS-CS)
剛果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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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名國際學生

國際教育

選擇 BELLEVUE COLLEGE 的 五大理由
位置：
地處大西雅圖地區，這裡氣候溫和、空氣清新、水源潔淨，微
軟、任天堂、亞馬遜和星巴克等標誌性企業均雲集於此。

學術優勢：
小班教學、以學生成功為己任而兢兢業業的專職教師、以及豐富的學生資
源服務，包括免費輔導、個別諮詢服務和綜合全面的就業資源。

大學轉學：
高轉學率，可轉至華盛頓州最大的兩所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和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以及包括 Columbia、Cornell、Purdue、Berkeley、UCLA 等全美頂尖大學。

國際學生支援：
由國際教育部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提供從入學到課外活動到文化適應的全面支
援，並由經驗豐富的國際顧問就移民及學業問題提供個別諮詢。

學生領導力發展機會：
在這裡，國際學生可參加各種義工活動、學生社團、項目及組織，因
此擁有大量發展自己的個人技能及領導力技能的機會。 他們還可
在校內謀求就業機會，透過擔任朋輩導師 (peer-mentor) 或國際學生
領袖 (Global Leader) 來為 Bellevue College 的多樣性及多元文化貢獻
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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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的英文能力測試成績：
 托福網路測試成績 61 或托福紙筆測試成績 500
 學術雅思總分 6.0 且單項成績不低於 5.5
 以英文為第一語言，在 IGCSE 或 O-level 考試中獲得

C級



AP 英文語言或文學/寫作成績 3（3 分成績修讀 English 101）



IB English A 檢定成績不低於 4（4 分成績可修讀English 101）



Smarter Balanced 中英語語言藝術 (ELA) 成績 3（此選項僅適用
於美國高中學生）。 3 分成績可修讀 English 101）



Duolingo英語測試成績 95

依據表現/成績：

本科課程

 完成 BC 的強化英文課程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且綜合

技能 5 (Integrated Skills 5) 等級為 A-，學期內其他課程成績
為 B-

學士學位課程

 完成 Bridge Pathway 課程且等級為 C 從其他學院獲取相當於 BC English 101 的有效成績

Bellevue College (BC) 目前授予 12種學士學位課程。 這些課程以
職業為導向，旨在幫助學生獲取先進的知識與技能，在相應領域
專業工作的競爭中取得成功。 獲取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在美國高中或國際學校接受兩年的普通英文課程（非 ESL）且

累計 GPA 3.0 以上（個別甄選）
 完成美國使館公共外交海外英文語言學校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abroad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S embassy) 高等
5 級 (advance level 5) 課程，且成績為及格。 需提供學校正式
證明信。 這是個別甄選。

 每個學士學位課程都各自設定了相應的入學要求、申請截止

日期、費用和錄取篩選流程。 國際學生申請者必須滿足國
際學生錄取及所選擇學士學位課程的要求。
 入學採競爭方式，強烈鼓勵申請者從 BC 或美國的副學士學

以英文為官方語言或教學語言的國家
 下列英語國家的公民身份證明

位等級開始學習。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future-students/

 被錄取的國際學生在學習大三和大四課程時，將對其收取高

年級外州居民學費。 參見第 7 頁財務責任資訊。
免責聲明：一些學士學位課程僅提供網上課程，不符合F-1規定。
在申請 BC 的學士課程前請諮詢國際教育及相應課程負責人。

副學士學位和證書課程

所需文件資料:
訪問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並創建賬號
1.

包含簽名文件的網上國際學生申請表

2.

網上支付 $50 申請費，不可退還

3.

所有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快遞
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網上
申請網站。

4.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大學轉學副學士學位：
 從 BC 開始大一大二課程，先修讀通識課程和主修預備課

程，然後轉學到美國其他地方大學完成大三大四課程，並獲
取學士學位。
 獲取完整的轉學副學士學位列表，請訪問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5.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或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書
(I-134)

6.

有效的英文能力證明

7.

當前和/或先前學校的英文成績單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6&navoid=189
專業技術 (Prof/Tech) 副學士學位：
 對於以職業為中心的學生，可在 BC 接受專業訓練，選擇23

個專業技術副學士和 8個證書課程。


獲取完整列表，請瀏覽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課程完成後，F-1 學生可在獲得美國移民局 (USCIS) 批准的情

況下進行為期一年的帶薪實習，或者在 BC 進行相關領域學
士學位的後續學習。 副學士學位課程為 2-2.5 年，證書課程
為 3-18 個月。
免責聲明： F-1 學生可能需要選擇一個45 學分以上的證書課程。
有些證書課程僅網上授課。 F-1 學生要有足夠的線下課程以維持
他們的學生身份，即使這些課程並不是必修的。
英文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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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學生（16 或 17 歲）：
 學生在課程開始前應年滿 16 歲。
 填寫並簽署「有限的醫療保健授權書」表格和「實際代理

人」表格


已從原國家高中畢業且希望直接進入大學學位課程的未成年學生
應提交高中畢業證明（如文憑、IGCSE、包含英文在內至少 5 項
科目的 O-level 考試成績——第一語言、數學、科學和另外兩門
科目，且成績為 C 或以上，或學校官方出具的預期畢業證明）

國際教育
國際高中畢業文憑 (IHSC) 課程
Bellevue College 的國際高中畢業文憑 (IHSC) 課程是一個針對 16
和 17 歲、對學術學習有積極性但尚未從高中畢業的 F-1 學生的
課程。 IHSC 允許符合資格的學生同時修讀高中文憑和副學位
課程。
資格要求：
 在學期開始第一天前年滿 16 歲
 有 F-1 身份以進行全日制學習

由英語語言機構提供的課程
Bridge Pathway 課程
Bridge Pathway 是為期一個季度的學院預備課程，著重發展學生
的學院級寫作技能、批判性思維和對個人學習的責任感。 按照
學生的寫作能力評估，可有兩個路徑：
路徑一（15 學分）：
 結合學術準備 (Academic Preparation, AP) （ 10學分）和英文

93 (English 93) （5學分）

 在學生原籍或其他地區完成了與美國 9 年級相當的課程學

習。 強烈建議完成與美國 10 年級相當的課程

 綜合技能 5 (Integrated Skills 5) 講師推薦或 Writeplacer 分班

考試結果

 在學生原籍或美國尚未獲得高中學歷或其他相當的學歷

免責聲明： IHSC 課程是大學常規課程，將與本地學生一同上
課。 學生必須具有學術學習積極性和良好的學術能力。 大學可
能會要求 IHSC 學生滿足國際新生錄取要求而非轉學要求。 請提
前規劃，並與 BC 顧問及大學招生顧問保持密切聯絡。
所需文件資料:
請到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並創建賬號
1. 包含簽名文件的網上國際學生申請表
2. 網上支付 $50 申請費, 不可退還
3. 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快遞
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網上申請網站。
4.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5.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或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
書 (I-134)
6. 要直接入學大學課程的 IHSC 學生應提供英文能力證明
a. 沒有英文能力證明的 IHSC 學生可從強化 ESL 課程開
始學習
7. 包含 9 年級成績的高中成績單，應進行專業的英文翻譯
8. 專業英文翻譯, 包含 9 年級成績的高中成績單 8. 完成並簽
署 授權書 (POA) 和 實際代理人 (AIF) 表格。

路徑二（18 學分）：
 結合學術準備 (Academic Preparation, AP) （ 10學分），英文

93 (English 93) （5學分）和 ELIUP096（3學分）
免責聲明：由於夏季教學週較短，所有學生都將採用路徑一。
所需文件資料:
請到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並建立賬號
1.

包含簽名文件的網上國際學生申請表2. 網上支付 $50 申請
費, 不可退還

3.

所有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
快遞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網上申請網站。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書 		
		
(I-134)
有效的英文能力證明：
a. 托福網路測試 (IBT) 成績 58 或托福紙筆測試成績 493
b. 學術雅思總分 5.5 且單項成績不低於 5.0
c. Duolingo 英文測試 85
d. 完成 BC 的強化英文等級 5 (Intensive English level 5)
e. 在 ESL 語言中心完成強化等級 109 (intensive Level
109)
f.
在 Kaplan 完成中高級水平課程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g. 以 75% 或更高的成績完成 ALPS SIRWS 5 且在 ALPS
語言學校的 CaMLA EPT 畢業考試中成績不低於 69
h. 在強化英文學校完成最高等級學習（必須提交學校
提供的正式證明信，並將逐項審查）
英文成績單

4.
5.

6.

重要資訊：
錄取後，所有 IHSC 學生都應向 IE 寄送他們的正式成績單。 成績
單應包含 9 年級成績，並專業地翻譯成英文。 成績單應密封快
遞寄送至 IE。
 正式成績單應以簽發學校的信封密封
 可接受簽發學校以英文簽發的成績單。 簽發學校以學生母

語簽發的成績單必須經由認證翻譯師翻譯。


IE 建議學生向學校索取兩 (2) 份成績單。 第一份（非正式）
用於翻譯並上傳至線上申請，第二份（正式）以快遞寄送
至 OIE。

7.

未成年（16 或 17 歲）學生：
1.
2.

18 歲以下學生應提供高中畢業證明
完成並簽署 授權書 (POA) 和 實際代理人 (AIF) 表格。

5

國際商務專業 (IBP) 課程
國際商務專業 (IBP) 課程從秋季或春季學期開始開課，全日制，
全長 12 個月。 學生依據個人興趣規劃自己的學習和職業計劃，
在一學年的時間裡，透過參與各種學院級科目和實用英語輔助課
程，為自己在所學領域的實習做好準備。

4.
5.

資格要求：
 學生必須年滿 18 歲且高中畢業。
 學生在申請時必須達到英文能力要求。
 學生在整個課程學習過程中應保持良好的學術與移民身份，

才能在最後一學期申請課程實操訓練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CPT)。
 日本學生應透過授權機構申請 IBP 項目，詳見：

https://www.iccworld.co.jp/ibp/university/bellevue/
所需文件資料:
訪問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並建立賬號
1.
2.

包含簽名文件的線上國際學生申請表
網上支付 $50 申請費，不可返還

3.

所有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
快遞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申請網站。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33,98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書
		
(I-134)
要直接入學學院級項目（如高級專業方向）的學生應提
供英文能力證明。 專業方向 A 要求托福網路測試成績達
到 54
a. 對於專業方向 A （主專業方向），需要托福網路測
試成績 54，學術雅思成績 5.0 或 Duolingo 英文測試
成績 80，或其他認證方式。
英文成績單及高中畢業證明

4.
5.

6.

7.

6.

未成年（16 或 17 歲）學生：
7.

所需文件資料:
訪問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並建立賬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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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簽名文件的網上國際學生申請表
線上支付 $50 申請費，不可返還
所有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快
遞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線上申請網站。

完成並簽署 授權書 (POA) 和 實際代理人 (AIF)表格。

英文邊做邊學課程 (Learning English in Action
Program, LEAP)
在英文邊做邊學課程 (LEAP) 中，學生透過參與充滿活力的學習
社群，在學生、教師和項目合作者當中學習適用的英文技能和獲
得真實的文化體驗。 學生將探尋美國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
並學習可持續發展等各種重要主題。 LEAP 是為具有中高級或高
級英文能力的學生設計的。 LEAP 為 1 或 2 個學期。 LEAP 向所有
非英語母語者開放，適用於各種簽證類型（如 F-1、 H-4、 L-2、
綠卡或美國公民）。
資質要求：
 具有中高等級英文能力的學生可透過以下方式證明：

1.
2.
3.
4.
5.
6.

托福網路測試成績 52 或托福紙筆測試成績470
學術雅思單項成績不低於 4.5
托福成績 550
在強化英文分班測試中被分為 4 級
完成 BC 的強化英文課程等級 3
由英文學院指定人員進行逐項審查

免責聲明： 完成 LEAP 項目並不表示達到 BC 學院級項目的英文能
力要求。
所需文件資料:
訪問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並建立賬號
1.
2.
3.

強化英文/大學預科 (UP) 課程
強化英文課程是一個以學術為中心的課程，為學生進入 BC 的學
院級項目做準備。 本課程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生發展學院級要求的
閱讀、寫作、聽力和口說技能。學生等級將透過分班考試確定。
秋季、冬季和春季學期，課程開設在週一到週五的中午 12:30 到
下午 4:20。 夏季學期，課程開設在週一到週四的上午 9:30 到下
午 3:50。 通常，學生在進入 BC 的學院級項目前會先在這個課程
中學習 9-12 個月（3-4 季度）。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或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
書 (I-134)
英文成績單

4.
5.

6.
7.

包含簽名文件的網上國際學生申請表
網上支付 $50 申請費，不可返還
所有寄送到美國境外的包裹都需要透過 eShipglobal 支付
快遞費。 學生應將帶有完整郵寄地址的航空賬單上傳至
BC 的線上申請網站。
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a. 每位 F-2 家屬的含失效日期的護照照片頁影本
申請前 6 個月內開具的銀行存款證明，餘額不低於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屬則需多加 $5,000
b. 學生家長以外的美國財務擔保人應填寫經濟擔保書
(I-134)
英文成績單
英文能力證明——參見上文 LEAP 資格要求

轉學生
從美國其他學校轉至 BC 的學生需提交額外的文件。 強烈建議轉
學生至少在寬限期結束前兩週完成申請。 轉學至 IBP 的學生，請
聯絡國際教育，電話：(425) 564-3185。

國際教育
請上傳/提交移民文件影本：

網上申請小技巧：

 一份 F-1 簽證影本

 在「Profile」（簡況）第一頁的回答後，將看到後續的要

求。 請仔細填答。

 一份當前的 I-20 表格影本


 從上至下填寫並在最後提交「簽名文件」。

I-94 文件（從 https://i94.cbp.dhs.gov/I94/#/home 獲取）

 上傳所有文件的清晰掃描圖片。

 完成並簽署轉學資格表 (Transfer Eligibility form)

 最頂部「提交申請」 (Submit Application) 按鈕只有當全部

如何進行網上申請

步驟完成時才有效。 提交申請後，IE 會審核申請，並指導
申請人完成錄取手續。

第一步：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 ，並依照以下指引
建立賬號。

 重要提示——若學生在中介或家人的幫助下申請 BC，則必

須於錄取後更新系統賬號和密碼。

瀏覽https://
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 並創建
賬號

完成訊息填
寫，上傳所需
文件

第二步： 在審核期間（申請文件提交後）

支付申請費

 經常查看郵件，以獲取最新資訊
 將要求的文件上傳至系統

查看個人電郵
以獲取臨時
密碼

提示：

前往 eShipGlobal 網站建
立賬戶、郵寄
標籤（航空賬
單）並付費

開始
申請

 如果有任何文件不足，IE 可能會要求再次上傳文件（如過期

和餘額不足的銀行賬單）
 學生會收到自動提醒消息和個人化訊息的。

第三步：錄取後：
重設密碼並選
擇3個
安全問題

填寫個人
檔案

 經常查看郵件，以獲取最新資訊和錄取通知

閱讀並提交
簽名文件

住宿訊息
1. IE 發出的錄取通知
(Acceptance Notice)

財務責任

 查看你收到的錄取
通知上的學號與學
生和交流訪問者資
訊系統 (SEVIS) 號碼
 正本I-20 將透過從
eShipGlobal 網站上
傳的郵寄標籤（航
空賬單）來寄送

以下估計數額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學生應做好準
備以應對費用調整。  學費和雜費應在國際學生迎新當天
或第一天上課前（以較早者為準）全額支付。 BC 接受以
VISA、MasterCard、個人支票、匯票、現金或銀行電子轉賬方
式付款。  可選擇提前支付全年度學費。 如需銀行電子轉賬協
助，請聯絡我們：ie@bellevuecollege.edu。
表格中陰影部分的費用將支付給 Bellevue College。
1.
2.
3.
4.
5.

4. 安排住宿和抵達

全日制大學英語精讀課程——15 學分（3 門課程）
參加 BC 的 I-20 的F-1 學生必須加入 BC 基金會管理的醫療
保險計劃
第一學期，一次性的分班考試費，IE 活動費和 IBP 活動費
（僅適用於 IBP）
寄宿家庭及校內住宿可供選擇，費用有所不同（參見第
8 頁）
學生駕車行駛的交通費用約為每年 $1,236。
強化英文

2020-21 學年
學費1

 申請校內住宿或寄
宿家庭
 安排航班時間

2. 建立NetID
 在 BC 網站上創建
NetID
 等待至少 48 小時

5. 抵達前的
(orientation is 迎新會)

 參加迎新

 完成學習內容
(Learning Contents)

 參加分班考試

 完成網上報到

學院級

學士學位級

IBP

3 個月

9 個月

3 個月

9 個月

3 個月

9 個月

12 個月

$3,229

$9,687

$6,262

$18,786

$11,973

$423

$1,269

$423

$1,269

$423

$1,269

$1,692

書籍及用品

$310

$930

$310

$930

$310

$930

$1,240

電腦 / 其他費用3

$105

$273

$133

$287

$133

$287

$463

$3,706

$11,118

$3,706

$11,118

$3,706

$11,118

$14,824

交通5

$120

$360

$120

$360

$120

$360

$480

其他雜項

$826

$2,478

$826

$2,478

$826

$2,478

$3,304

$8,403

$25,167

$8,747

$26,129

$12,684

$37,940

$33,980

總計

$26,130

 與導師面談並選課
 交學費

$8,739

I-20 總計

6. 迎新和註冊

 用 NetID 登錄 TDS

$2,913

校外住宿/餐飲/水電4

 支付 SEVIS I-901
費用
 申請 F-1 簽證

 此後使用你的
NetID 和密碼登錄
（密碼請保密！）

2

強制醫療保險

3. SEVIS I-901 費用和
簽證過程

$35,230

$3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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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選擇：
校內住宿：

1.


Bellevue College 在 2018 年 9 月開設了第一個校內公寓式住宅社
區 有 400 個學生住宿單位。 每個單元內有設施齊全的廚房和盥洗
室，建築內也有豐富的公共空間可供學習、開會和社交。



如需獲取房型佈局、價格和申請方式，請前往
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
主要聯絡方式：宿舍部 (Housing Department)，電話：
(425) 564-1700 或郵箱：
housing@bellevuecollege.edu
常見問題 (FAQ)：請參閱
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faq/
寄宿家庭：

2.


Bellevue College 與三家寄宿公司合作，為學生安排住宿家庭或分
享住房。 請聯絡任一公司以安排寄宿家庭。 在學生入住前，寄宿
家庭公司可能需要至少八到十週來安排接待家庭。 請儘早申請。
� American Homestay Network：www.homestaynetwork.com
� Intercultural Homestays & Services, Inc.：www.homestaysinseattle.com
� USA International, Inc.：www.ushomestay.com



承租人必須年滿 18 歲，可能需要提供就業記錄和/或信用記錄報告
才能簽署承租合約

公寓：

3.



多數公寓不含傢俱，每月租金不含水電費、污水處理費、垃圾處
理費和網路服務。 在 Bellevue 一臥室公寓平均月租金為 $2,088。
在 Bellevue College 的學習很愉快。 這裡
安寧的環境吸引了每一個國際學生。
這裡有豐富多彩的活動，讓我可以
享受到多元文化。 各種各樣的學
生社團讓我探索自己的興趣，
也讓我交到了朋友。 各種工作
坊讓我開拓眼界、幫助我建立
領導技能。 更重要的是，導
師們在學習生活上給予的專
業建議幫助我實現學業目標，
也幫助我在未來的學習旅程中
樹立了自信。
——Wenyi Sun
副學位轉學生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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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
學生社團
BC 有超過 80 個學生運營的社團和 10 個學生運營項目。 加入社團或
項目將是結交新朋友、瞭解其他文化的好途徑。 我們現有的學
生社團包括非洲學生協會 (Af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ASA)、
ELI 樂隊、ESL、國際交流時間 (International Talk Time)、日英語言交流
(Katarou-Kai)、拉丁美文化社團 (Latin American Culture Club)、LGBTQ
資源中心、穆斯林學生社團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拉丁美
裔/卡其諾人和美洲原住民科學進步會 (SACNAS) 和台灣學生協會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國際學生協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與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交朋友。 全年舉辦各種活動，包
括國際之夜 (International Night)、當地節日和其他文化活動。
領導學院 (Leadership Institute)
透過課程、工作坊、務虛會、研討會和義工活動，培養你的領導能
力，美化你的簡歷。 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bellevuecollege.edu/stupro/。
表演藝術
BC 透過學分課程和學生社團提供豐富的活動，讓學生參與到音樂、
舞蹈和戲劇創作中。 完整的相關活動清單，請訪問：
www.bellevuecollege.edu/theatrearts/。
體育
BC 有多個州和國家認可的體育項目，包括網球、棒球、籃球、高爾
夫、足球、壘球和排球。 獲取更多體育隊相關資訊，請訪問：
www.bellevuecollege.edu/athletics/sports/。
我們也開設室內運動課程，包括羽毛球、空手道、排球和攀岩，也有
不少戶外課程，如遠足、皮划艇和 NW 西北健身探險等。 獲取現今課
程資訊，請訪問：www.bellevuecollege.edu/classes/。

國際教育

重要日期與截止日期

以下日期為暫定，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請訪問 IE 網站以獲取日
期更新訊息。

建議
申請截止日期1

2020-21 學年

美國境外

美國境內

暫定 遷入校內宿
舍日2

迎新和付款截
止日期

測試3和註冊

課程開始

課程結束

強化英文 (ESL) 和 Bridge Pathway
2020 秋季

8 月 10 日

9月4日

9月9日

9月 14 日

9月 15 日

9 月 21 日

12 月 10 日

2021 冬季

11 月 23 日

12 月 18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9 日

1月4日

3 月 25 日

2021 春季

2 月 26 日

3 月 19 日

3 月 31 日

4月1日

4月5日

4月8日

6 月 25 日

2021 夏季

5 月 25 日

6 月 18 日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

6 月 30 日

7月6日

8 月 19 日

大學學分課程, 包括國際高中畢業課程
2020 秋季

8 月 10 日

9月4日

9月9日

9 月 10-11 日

9 月 11-18 日

9 月 21 日

12 月 10 日

2021 冬季

11 月 23 日

12 月 18 日

12 月 27 日

12 月 28 日

12 月 23-31 日

1月4日

3 月 25 日

2021 春季

2 月 26 日

3 月 19 日

3 月 31 日

4月1日

4 月 2-8 日

4月8日

6 月 25 日

2021 夏季

5 月 25 日

6 月 18 日

6 月 28 日

6 月 29 日

6 月 30 日 - 7 月 2 日

7月6日

8 月 19 日

2020 秋季

8 月 10 日

9月4日

9月9日

9 月 10-11 日

9 月 11-18 日

9 月 21 日

12 月 10 日

2021 春季

2 月 26 日

3 月 19 日

3 月 31 日

4月1日

4 月 2-8 日

4月8日

6 月 25 日

IBP

1）這是推薦截止日期，強烈建議申請者們及早申請。 在截止日期時收到的申請將予以審查，但不保證能被錄取。
2）如果你申請 BC 的校內住宿，請在此處查看遷入日期：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important-dates/。 如果房間尚未準備好，請先在附近
酒店住宿，並由您自己承擔費用。
3）強化 ESL 學生將參加由英語語言學院安排的 ESL 分班考試。 大學學分課程學生單獨報名參加的英文與數學測試將依照考試中心
(Testing Center) 的安排舉辦，詳情請參閱： www.bellevuecollege.edu/testing/。

強制醫療保險資訊

 由 BC 授權的 IBP 轉介機構轉介的學生，且學生只參與 IBP

請仔細閱讀以下醫療保險的相關資訊。 線上簽署聲明即表示你
理解並接受以下條款，並同意遵守。

 自 2017 年秋季起，選修實踐訓練 (Optional Practical

強制參與的學院意外及疾病保險計劃：
作為參加國際學生項目的條件之一，參加 BC 的 I-20 的 F-1 簽證
持有人必須每學期參加 BC 基金會管理的醫療保險計劃，包括批
准的假期和 (Reduced Course Load, RCL) 。 請訪問
http://fiig-insurance.com/ 以瞭解相關資質與保險覆盖範圍訊息。

項目
Training) 的學生可豁免強制參加本計劃；但其保險直接由
Firebird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Group 提供。
 需要附加保險的學生，且其年度保額超過 $250,000如對保

險及
其限制條款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Firebird（電話：
(206) 909-8550)。

該計劃不包括牙科與眼科保險。 有一個預設的限制條件，即保
險包含 6 個月等待期和 3 個月回溯期。 部分學生不符合資格參
加這項計劃。包括：1）美國公民； 2）永久居民（如綠卡持有
者）； 3）未經授權的非全日制（少於 12 學分）學生；4）每個
保險計劃年度都會接受兩次（及以上）醫療 RCL 的學生。
強制醫療保險是由 BC 基金會在國際共同基金協議 (International
Shared Funding Agreement) 中提出的要求。 持 F-1 簽證學生如果
不符合 BC 基金會管理計劃的保險資質，應投保其他保險，並立
即向 IE 提交保險證明。 可豁免強制參加的情況包括：
 透過其家庭成員從美國的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計劃獲得保

險的學生
 由第三方贊助（如 SACM）支付財務與保險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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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項目
獲取完整列表，請瀏覽：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學士學位+
BAS 應用會計， 180cr
BS 計算機科學， 180cr***
BAS 數據分析， 180cr***
BAS 電子數據營銷， 180cr***
BS 健康照護資訊學， 180cr***
BAS 健康與保健， 180cr***
BAS 健康照護、管理與領導， 180cr***
BAS 資訊系統與技術 (ITS)
• 應用發展連結， 180cr***
• 商務智能， 180cr***
• 網路安全與系統管理集合， 180cr***

BAA 室內設計， 191cr***
BAS 分子生物科學， 180cr***
BS 護理學， 185cr***
BAS 輻射與影像科學
• 診療醫學超音影像連結， 180cr***
• 醫療劑量學連結， 180cr***
• 核醫學連結
技術集合
*** 選擇性入學取錄
免責聲明：一些學士課程僅提供網上課程，不滿足 F-1 規定。 在申請 BC 的學士項目前請諮
詢國際教育及相應項目負責人。

轉學副學位+ （DTA = 直接轉學協議 (Direct Transfer Agreement); MRP = 主要關聯項目 (Major Related Program)）
文理科副學士， AAS-DTA, 90cr
商科副學士， AB-DTA/MRP, 90cr
數學教育科副學士， AME-DTA/MRP, 90cr
音樂科副學士， DTA/MRP, 102-104cr
科學科副學士，專業方向 1 —— 生物、環境/資源、化學和
地球科學 科學助理，

專業方向 2 ——
• 工程 MRP** 化學與生物工程， AS
• 工程 MRP** 土木、機械與其他工程， AS
• 工程 MRP** 電子與計算機工程， AS
• 物理學、大氣科學與工程學， AS

專業技術（非轉學）†
AA會計， 92-94cr
AAS-T 會計助理， 94-99cr
AAS-T 聯綜合健康， 90cr
AA 商務管理， 90cr
AAS-T 商務管理， 90cr
AA 商務技術， 90-93cr
AAS-T 刑事司法， 90cr
AA 超音波診斷， 122cr***
AAS-T 電子數據營銷， 97cr
AA 數字媒體藝術， 90-91cr
AA 幼兒教育， 90cr
AAS-T 幼兒教育， 93-94cr
AAS-T 資訊系統軟體開發 91cr
AAS-T 資訊系統商務分析， 91cr
AA 室內設計， 95cr
AA 營銷管理， 97cr
AAS-T 分子科學技術， 94cr
AAS-T 網路服務和計算系統，
操作系統管理追蹤, 90cr
AAS-T 網路服務和計算系統，
網路管理追蹤， 93cr
AAS-T 網路服務和計算系統， 雲端架構與服務追蹤， 93cr
AA 神經診斷技術， 103cr
AA 核醫學技術， 96cr***
AAS-T 護理學， 135-140 cr （未承認）
AAS-T 護理學（全日制）， 135-140 cr***
AA 放射治療， 120 cr***
AA 放射技術， 101cr***
AAS-T 機器人與人工智慧 90 cr

CERT 會計助理， 46cr
CERT 行政助理， 51cr
CERT 高級商務技術專家， 48cr
CERT 高級影片製作， 48cr
CERT 酒精與藥物輔導， 50cr
CERT 桌面端應用支持專員， 45cr
CERT CISCO 技術支援專員， 46cr
CERT 臨床化驗室助理， 50-59cr
CERT 雲端架構與服務， 46cr
CERT 數據庫報告開發， 45cr
CERT 幼兒教育，47cr
CERT 急診科技師， 52cr
CERT 醫療資訊學， 49cr
CERT 健康部門協調， 63-72cr
CERT 人事助理， 48cr
CERT 醫療行政助理， 48-57cr
CERT 醫療助理， 83cr
CERT 醫療賬單與編碼， 63cr
CERT 醫療影像劑量， 83cr***
CERT 微軟網路支援， 45cr
CERT NET 編程， 45cr
CERT 操作系統支援專家， 45cr
CERT 靜脈切開技術員， 45-54cr
CERT 移動和 Web 開發編程， 45cr
CERT 推廣營銷， 45cr
CERT 放射影像醫師助理， 89 cr***
CERT 零售營銷， 45 cr
CERT 網路營銷專家， 54-56 cr
+截至出版時。 訪問網站以獲取最新列表。
***擇優錄取。 學生必須被該學科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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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

轉學協議

第 1 和第 2 年

第 3 和第 4 年

@ 在 Bellevue College =

@ 在 Bellevue College

副學位

或轉到大學

Bellevue College 與以下美國大學簽訂了轉
學協議。 學生可以申請以下學校的有條件錄
取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Gonzaga Un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eattl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一般歡迎函）
University of Idaho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thel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學士學位
（4 年）

Bellevue College 的國際學生已經成功轉學至
美國的許多大學。 在 2018-2019 年，我們的
學生轉去了：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 at
Binghamton, Buffal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The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CAD),
Atlant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Davis, Los
Angeles, San Diego, Santa Barbara 等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Bothell, Tacom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及許多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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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教育
請將你的申請提交至：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llevue College
3000 Landerholm Circle SE
Bellevue, WA 98007-6484 U.S.A.
(425) 564-3185
(425) 641-0246 傳真
ie@bellevuecollege.edu
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
Bellevue College 在所有活動中不會有基於種族、膚色、原國籍、語言、、民族、
宗教、退伍軍人身份、性別、性向（包括性別認同或表達）、殘疾和年齡的歧視。
查看 4150 政策，請訪問： www.bellevuecollege.edu/policies/。 下列人員已被指定處理有關
反歧視政策的諮詢：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協調員，425-564-2641，辦公室
C227 及 EEOC/504 合規師，425-564-2178，辦公室 R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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