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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期间，Bellevue College (BC) 教会我积极
主动和尊重多样性。 通过与其他同学及教
职工一起参加各种课外活动，让我学会珍
视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背景。 4 年 BC 学

习生涯过后，我不仅满载学识而归，还培
养出一颗充满爱和同情的心，并对未来 怀

憧憬。

— Francois Mukaba 
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BS-CS) 

刚果民主共和国

BELLEVUE 市
Bellevue 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城市，
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充满活
力的文化。 Bellevue 市居民大都接
受过高等教育（超过 60% 的居民持
有学士学位），且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39% 在境外出生），因此可为国际
学生营造舒适友好且互帮互助的社
区氛围。

为何选择 Bellevue 
College？

校园 
在郁郁葱葱的长青树环抱下，占地 
96 英亩的 Bellevue College 校园显得
格外美丽，堪称安全无忧的现代化
学习场所。  在这里，学生们可使用
世界一流的设施，包括崭新的校内
学生宿舍。 Bellevue College 鼓励学
生们积极学习和体验，争取获得丰
富全面的大学体验，并设有 80 多个
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休闲娱
乐活动，还提供各种音乐、舞蹈及戏
剧作品供学生们学习鉴赏。

大西雅图地区
大西雅图地区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绝佳的就业机
会及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 西雅图是热闹喧嚣的国
际化大都市，其工业、商业及文化事业繁荣兴盛，不
过，却也始终保留着一丝质朴低调与随性。 西雅图
拥有引以为傲的大型竞技场、数十个博物馆与画廊，
及无数公共艺术典范，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咖啡馆。

1,000+

60+

17

1,000 名国际学生

来自 60 个国家

在《2019 年美国国际教
育协会门户开放报告》
中，BC 在接收国际学生
的前 40 所联合学院中位
列第 17 位。

29,120+ 名学生

全系列课程

• 学士学位
• 大学转学学位
• 专业学位和技术

学位

• 证书
• 英语课程
• 国际高中毕业

BC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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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

国际学生支持： 
由国际教育部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提供从入学到课外活动到文化适应的全面支
持，并由经验丰富的国际顾问就移民及学业问题提供个别咨询。

位置： 
地处大西雅图地区，这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新、水源洁净，微
软、任天堂、亚马逊和星巴克等标志性企业均云集于此。

学术优势：
 小班教学、以学生成功为己任而兢兢业业的专职教师、以及丰富的学生资

源服务，包括免费辅导、个别咨询服务和综合全面的就业资源。

大学转学： 
高转学率，可转至华盛顿州最大的两所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和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以及包括 Columbia、Cornell、Purdue、Berkeley、UCLA 等全美顶尖大学。

学生领导力发展机会： 
在这里，国际学生可参加各种义工活动、学生社团、项目及组织，因
此拥有大量发展自己的个人技能及领导力技能的机会。 他们还可
在校内谋求就业机会，通过担任朋辈导师 (peer-mentor) 或国际学生
领袖 (Global Leader) 来为 Bellevue College 的多样性及多元文化贡献
自己的力量。

选择 BELLEVUE COLLEGE 的五大理由

 
  

 



大学课程项目

学士学位项目

Bellevue College (BC) 目前可授予 12种学士学位。 这些项目以职
业为导向，旨在帮助学生获取相应领域内的高阶知识与技能，在
专业工作的竞争中取得成功。 获取更多信息，请浏览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 每个学士学位项目都设定了相应的入学要求、申请截止日
期、费用和录取筛选流程。 国际申请者必须同时满足国际
学生录取及所选学士学位项目的录取要求。  

 � 入学择优录取，竞争激烈，因此建议申请者从 BC 或美国其
他院校的副学士学位等级开始学习。 

 � 被录取的国际学生在学习大三和大四课程时，将对其收取高
年级非居民学费。 参见第 7 页财务责任信息。

免责声明：部分学士项目仅提供线上课程，不满足 F-1 规定。  
在申请 BC 的学士学位项目前请咨询国际教育部门及相应项目负
责人。

副学士学位项目和证书项目

大学转学副学士学位：  

 � 从 BC 开始你学士学位的前两年学习，先修读通识课程和专
业预科课程，然后转学到美国任意一所大学完成剩余两年的
学习，并获取学士学位。 

 � 获取完整的转学副学士学位列表，请浏览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6&navoid=189 

专业技术 (Prof/Tech) 副学士学位： 

 � 适合以就业为向导的学生，可从 23 个专业技术副学士项目
和 81 个短期证书项目中进行选择，在 BC开始接受专业培
训。获取完整列表，请浏览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 学业完成后，F-1 学生可在获得美国移民局 (USCIS) 批准的情
况下进行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或者在 BC 进行相关领域的
学士学位学习。 

 � 完成副学士学位预期需要 2-2.5 年，大多数证书的获取需要 
3-18 个月。 

免责声明： F-1 学生可能需要选择一个至少含 45 学分的证书项
目。 部分证书课程仅线上授课。 F-1 学生将被要求加入足够的线
下课程以维持他们的学生身份，即使这些课程可能并不是项目中
所必须的。

英文水平要求： 
承认的英文能力测试结果：

 � 托福网络测试成绩 61 或托福笔试测试成绩 500 
 � 学术雅思总分 6.0 且单项成绩不低于 5.5
 � 以英文为第一语言，在 IGCSE 或 O-level 考试中获得  C 级
 � AP 英文语言或文学/写作成绩 3（3 分成绩可进修 English  
101）

 � IB English A 测试成绩不低于 4（4 分成绩可进修 English  
101）  

 � Smarter Balanced 英语语言艺术 (ELA) 成绩 3（此选项仅适用于
美国高中学生。 3 分成绩可进修 English 101）

 � Duolingo英语测试成绩 95 

以课业表现/成绩为基准： 

 � 完成 BC 的强化英文课程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且综合
技能 5 (Integrated Skills 5) 等级为 A-，学期内其他课程成绩 
为 B-

 � 完成 Bridge Pathway 课程且等级为 C-
 � 从其他学校的英语分级考试中获得进修相当于 BC English 101 
的资格成绩

 � 在美国高中或国际学校接受两年的常规英文课程（非 ESL）且
累计 GPA 3.0 以上（依据学生情况具体分析）

 � 完成美国使馆公共外交海外英文语言学校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abroad of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US embassy) 高等 
5 级 (advance level 5) 课程，且成绩为及格。 需学校官方人员
提供证明信。  将依据学生情况具体分析。 

以英文为官方语言或教学语言的国家
 � 下列英文国家的公民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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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付

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至 BC 的线
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或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保书   

  (I-134)  

6.  有效的英文能力证明
7.  当前和/或先前学校的英文版成绩单

未成年学生（16 或 17 岁）： 

 � 学生在课程项目开始前须年满 16 岁。 
 � 填写并签署“有限的医疗保健授权书”表格和“事务代理人” 
表格

 � 已从原国家高中毕业且希望直接入读大学课程项目的未成年学生
须提交高中毕业证明（如文凭、IGCSE、包含英文在内至少 5 项科
目的 O-level 考试成绩——第一语言、数学、科学和另外两门 科
目，且成绩为 C 或以上，或学校官方出具的预期毕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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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中毕业文凭 (IHSC) 项目 

Bellevue College 的国际高中毕业文凭 (IHSC) 项目是一个针对 16 
和 17 岁、学习积极自主，但尚未从高中毕业的 F-1 学生的项
目。 IHSC 允许符合资质的学生同时修读高中文凭和大学转学副
学士学位课程。  

资格要求： 

� 在学季开始前须年满 16 岁
� 持有有效F-1 身份以进行全日制学习
� 在学生原国家或其他地区完成了与美国 9 年级相当的课程学

习。 强烈建议完成与美国 10 年级相当的课程学习
� 在学生原国家或美国尚未获得高中学历或其他相当的学历

免责声明： IHSC 课程是大学常规课程，将与美国本地学生一同
上课。 学生必须具有学习积极性和良好的学术能力。 大学可能
会要求 IHSC 学生满足国际新生录取要求而非转学要求。 请与BC 
学术顾问及大学招生顾问保持密切联络，提前规划学习计划。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付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
至 BC 的线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 

 影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或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保 

 书 (I-134)
6. 希望直接入读大学课程项目的 IHSC 学生应提供英文能力

证明
 a.  没有英文能力证明的 IHSC 学生可从强化 ESL 课程开 

 始学习
7. 包含 9 年级成绩的高中成绩单，须经过专业的英文翻译
8. 完成并签署 授权书 (POA) 和 事务代理人 (AIF) 表格。

重要说明： 
录取后，所有 IHSC 学生都应向 IE 寄送他们的正式成绩单。 成绩
单应包含 9 年级成绩，并须经过专业认证的译员翻译成英文 副
本应密封快递寄送至 IE。
� 正式成绩单应以签发学校的信封密封
� 可接受签发学校以英文签发的成绩单。 签发学校以学生母

语签发的成绩单必须经过专业认证的译员翻译成英文。 
� IE 建议学生向学校索取两 (2) 份成绩单。  第一份（非正式）

用于翻译并上传至网上申请，第二份（正式）以快递寄送至 
OIE。

由英语语言学院提供的项目
 
Bridge Pathway 项目

Bridge Pathway 是为期一个学季的大学课程预备项目，着重发展
学生的大学写作技能、批判性思维和对个人学习的责任感。 根
据对学生的写作能力评估，此项目提供两条学习途径：

途径一（15 学分）： 

� 结合学术准备 (Academic Preparation, AP) （ 10学分）和英文 
93 (English 93) （5学分）

� 由综合技能 5 (Integrated Skills 5) 讲师推荐或 Writeplacer 分
班考试成绩决定

途径二（18 学分）： 

� 结合学术准备 (Academic Preparation, AP) （ 10学分），英文 
93 (English 93) （5学分）和 ELIUP096（3学分）

免责声明：由于夏季教学周较短，所有学生都将采用途径一。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付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至 
BC 的线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保书  

  (I-134)  
6. 有效的英文能力证明： 

a. 托福网络测试 (IBT) 成绩 58 或托福笔试测试成绩 493
b. 学术雅思总分 5.5 且单项成绩不低于 5.0
c. Duolingo 英文测试 85
d. 完成 BC 的强化英文等级 5 (Intensive English level 5) 
e. 在 ESL 语言中心完成强化等级 109 (intensive Level 

109)
f. 在 Kaplan 完成中高级水平课程 (High Intermediate 

level)
g. 以 75% 或更高的成绩完成 ALPS SIRWS 5 且在 ALPS 

语言学校的 CaMLA EPT 毕业考试中成绩不低于 69
h. 在强化英文学校完成最高等级学习（必须提交学校

官方人员提供的证明信，并将根据学生情况具体分
析）

7. 英文版成绩单

未成年（16 或 17 岁）学生：  

1. 18 岁以下学生应提供高中毕业证明
2. 完成并签署 授权书 (POA) 和 事务代理人 (AIF)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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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https://s.bellevuecollege.edu/wp/sites/180/2018/04/PowerofAttorneyForm040218.pdf
https://s.bellevuecollege.edu/wp/sites/180/2014/10/AttorneyInFactContactInfoForm101314.pdf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https://s.bellevuecollege.edu/wp/sites/180/2018/04/PowerofAttorneyForm040218.pdf
https://s.bellevuecollege.edu/wp/sites/180/2014/10/AttorneyInFactContactInfoForm101314.pdf


国际商务专业 (IBP) 项目
国际商务专业 (IBP) 项目从秋季或春季开课，全日制，为期 12 个
月。 学生依据个人兴趣规划自己的学习和职业计划，在一学年
的时间里，通过参与各种科目的大学课程和实用英语辅助课程，
为自己在所学领域的实习做好准备。 

资格要求： 

� 学生必须年满 18 岁且高中毕业。
� 学生在申请时必须达到英文能力要求。  
� 学生在项目学习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学习成绩与留学生身

份，才能在最后一学期申请课程实习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CPT)。 

� 日本学生应通过授权机构申请 IBP 项目，详见： 
https://www.iccworld.co.jp/ibp/university/bellevue/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付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
至 BC 的线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33,98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保书  

  (I-134)  
6. 要直接入学学院级项目（如高级专业方向）的学生应提

供英文能力证明。  A班（高级班）要求托福网络测试成
绩 54
a. 对于A班 （主班），需要提供托福网络测试成绩  

54，学术雅思成绩 5.0 或 Duolingo 英文测试成绩  
80，或其他认证方式。

7. 英文版成绩单及高中毕业证明

强化英文/大学英文预备 (UP) 项目
强化英文项目是一个以学术为中心，为学生进入BC 的大学课程
做准备的项目。 本项目的目标在于帮助学生发展大学课程要求的
英文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技能。学生等级将通过分级考试确
定。  秋、冬和春学季，课程开设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 12:30 到
下午 4:20。 夏学季，课程开设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 9:30 到下午 
3:50。 通常，学生在进入 BC 的大学课程项目前会先在强化英文
项目中学习 9-12 个月（3-4 季度）。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

付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至 
BC 的线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或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 

  保书 (I-134)
6. 英文版成绩单 

未成年（16 或 17 岁）学生：  

7. 完成并签署 授权书 (POA) 和 事务代理人 (AIF)表格。

英文活学活用项目 (Learning English in Action 
Program, LEAP) 

在英文活学活用项目 (LEAP) 中，学生将通过由学生，教师，项
目搭档构成的活跃社群，学习实用的英文技能和获得真实的文化
体验。 学生将探寻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学习可持续
发展等各种重要主题。 LEAP 是为具有中高级或高级英文能力的
学生设计的。 LEAP 可通过1 个或 2 个学季进行。 LEAP 向所有非
英语母语者开放，适用于各种签证类型（如 F-1、 H-4、 L-2、绿
卡或美国公民）。 

资格要求： 

� 学生须具有中高等级英文能力并通过以下方式证明： 
1. 托福网络测试成绩 52 或托福笔试测试成绩470
2. 学术雅思单项成绩不低于 4.5
3. 托业成绩 550
4. 在强化英文分级测试中被分为 4 级
5. 完成 BC 的强化英文项目等级 3
6. 由英语语言学院特定人员根据学生情况具体分析

免责声明： 完成 LEAP 项目并不表示学生达到 BC 大学课程项目
的英文能力要求。

应提交资料： 
前往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并创建账号

1. 线上国际学生申请表（含签名文件）
2. 线上支付 $50 申请费，不可返还
3. 所有寄送到美国境外的录取文件都需要通过 eShipglobal 

支付快递费。 学生应将附有完整邮寄地址的空运单上传
至 BC 的线上申请网站。

4. 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印件
a. 每位 F-2 家属的护照资料页（含护照有效期）影 

印件
5. 申请前 6 个月内开具的银行存款证明，余额不低于 

$26,130
      a.  每增加一位 F-2 家属则需多加 $5,000的存款证明

b.  学生家长以外的美国财务担保人应填写经济担保书 
(I-134)  

6. 英文版成绩单 
7. 英文能力证明——参见上文 LEAP 资格要求

转学生 

从美国其他学校转至 BC 的学生需提交额外的文件。  强烈建议转
学生至少在宽限期结束前两周完成申请。 转学至 IBP 的学生，请
联络国际教育部门，电话：(425) 56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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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https://
www.bellevuecol-
lege.edu/interna-
tional/ 并创建

账号

查看个人电子
邮箱以收取临

时密码

重设密码并
选择 3 个安全

问题

完成讯息填
写，上传所需

文件

开始申请

填写个人简况

支付申请费

前往 eShip-
Global 网站创建
账户、邮寄标签
（空运单）并支

付快递费

阅读并提交签
名文件

请上传/提交学生身份文件影印件：
� 一份 F-1 签证影印件
� 一份当前的 I-20 表格影印件
� I-94 文件（从  https://i94.cbp.dhs.gov/I94/#/home 获取）
� 完成并签署转学资格表 (Transfer Eligibility form)

如何进行网上申请 
第一步：  前往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 , 并依照以下
指引创建账号。

1. IE 发出的录取通知 
(Acceptance Notice)

 � 查看你的录取通
知邮件以获取学
生号以及学生和
交流访问者信息
系统 (SEVIS) 号码

 � I-20原件将通过
从 eShipGlobal 网
站上传的邮寄标
签（空运单）来
寄送

2. 创建 NetID

 � 在 BC 网站上创建 
NetID

 � 等待至少 48 小时
 � 此后使用你的 

NetID 和密码登
录 （密码请保
密！）

3. SEVIS I-901 费用和
签证过程

 � 支付 SEVIS I-901 
费用

 � 申请 F-1 签证

4. 安排住宿和抵达

 � 申请校内住宿或
住宿家庭

 � 安排航班

5. 抵达前的 新生培训

 � 用 NetID 登录 
TDS

 � 完成学习内
容 (Learning 
Contents)

6. 迎新和注册

 � 参加迎新会
 � 参加分级考试
 � 与学术顾问面谈
并选课

 � 交学费
 � 完成网上报到 

网上申请小提示： 
� 在 “Profile”（简况页）提供的回答将会生成申请表后续的要

求 请仔细填答。  
� 从上至下填写申请表，并在最后提交“签名文件”。 
� 上传所有必需文件的清晰扫描图片。 
� 只有当全部步骤完成时，最顶部 “Submit Application” (提交

申请) 按钮才有效。  提交申请后，IE 会审核申请，并指导申
请人完成录取手续。

� 重要提示——若学生在机构或家人的帮助下申请 BC，则必
须于录取后更新账号的登录名和密码。 

第二步：  在申请审核期间（在申请文件提交后）  
� 经常查看电子邮件，以获取最新信息
� 将要求的文件上传至系统 

提示： 
� 如果有任何文件不齐全，IE 可能会要求您再次上传文件（如

过期和余额不足的银行账单）
� 学生既会收到申请系统的自动提醒也会收到针对学生个人申

请情况的邮件。 

第三步：录取后：
� 经常查看电子邮件，以获取最新消息和录取通知

住房讯息

财务责任
以下估计数额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学生应做好准备以应
对费用调整。  学杂费应在国际学生迎新当天或第一天上课前（
以较早者为准）全额支付。 BC 接受以 VISA、MasterCard、个人
支票、汇票、现金或银行电子转账方式付款。  可选择提前支付
全年度学费。 如需银行电子转账协助，请联络我们： 
ie@bellevuecollege.edu。

表格中阴影部分的费用将支付给 Bellevue College。 

1. 全日制大学英语精读课程——15 学分（3 门课程） 
2. 使用 BC 的 I-20 的F-1 学生必须加入 BC 基金会管理的医疗

保险计划
3. 仅在第一学季一次性收取的分级考试费，IE 活动费和 IBP 

活动费（仅适用于 IBP）
4. 寄宿家庭及校内住宿可供选择，费用有所不同（参见第  

8 页） 
5. 学生驾车行驶的交通费用约为每年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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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学年
                强化英文                                    大学课程级                                     学士学位级                                IBP    

3 个月 9 个月 3 个月 9 个月 3 个月 9 个月 12 个月

学费1 $2,913 $8,739 $3,229 $9,687 $6,262 $18,786 $11,973 

强制医疗保险 2 $423 $1,269 $423 $1,269 $423 $1,269 $1,692 

书籍及用品 $310 $930 $310 $930 $310 $930 $1,240 

电脑 / 其他费用3 $105 $273 $133 $287 $133 $287 $463 

校外住宿/餐饮/水电4 $3,706 $11,118 $3,706 $11,118 $3,706 $11,118 $14,824

交通5 $120 $360 $120 $360 $120 $360 $480

其他杂项 $826 $2,478 $826 $2,478 $826 $2,478 $3,304 

总计 $8,403 $25,167 $8,747 $26,129 $11,780 $35,228 $33,976 

I-20 总计 $26,130 $35,230 $33,980

https://international.bellevuecollege.edu
mailto:oie@bellevuecollege.edu


学生生活

学生社团
BC 有超过 80 个学生运营的社团和 10 个学生运营项目。 加入社团或项
目是结交新朋友、了解其他文化的好途径。 部分现有的学生社团包括
非洲学生协会 (African Student Association, ASA)、ELI 乐队、ESL、国际
交流时间 (International Talk Time)、日英语言交流 (Katarou-Kai)、拉美
文化社团 (Latin American Culture Club)、LGBTQ 资源中心、穆斯林学生
社团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拉美裔/卡其诺人和美洲原住民科
学进步会 (SACNAS) 和台湾学生协会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国际学生协会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

与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交朋友。 全年举办各种活动，包括
国际之夜 (International Night)、当地节日和其他文化活动。

领导学院 (Leadership Institute)

通过课程、研习班、静修会、研讨会和义工活动，培养你的 
领导能力，丰富你的简历。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bellevuecollege.edu/stupro/。

表演艺术
BC 通过学分课程和学生社团的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到音乐、舞蹈和
戏剧创作中。 获取完整的相关活动列表，请浏览： 
www.bellevuecollege.edu/theatrearts/。

体育
BC 有多个得到州和国家认可的体育项目，包括网球、棒球、篮球、高
尔夫、足球、垒球和排球。 获取更多体育队相关信息，请浏览：  
www.bellevuecollege.edu/athletics/sports/。

我们也开设室内健身课程，包括羽毛球、空手道、排球和攀岩，也有
不少户外课程，如远足、皮划艇和 NW 健身探险等。 获取当前开设课
程信息，请浏览：www.bellevuecollege.edu/classes/。

住房选择： 
1. 校内住宿：
� Bellevue College 在 2018 年 9 月开设了第一个校内公寓式住宅社

区 有 400 个学生住宿单元。 每个单元内有设施齐全的厨房和盥洗
室，建筑内也有丰富的公共空间可供学习、开会和社交。  

� 如需获取房型布局、价格和申请方式，请前往   
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 
主要联络方式：住宿部 (Housing Department)，电话： 
(425) 564-1700 或邮箱： 
housing@bellevuecollege.edu  
常见问题 (FAQ)：请参阅 
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faq/

2. 住宿家庭：
� Bellevue College 与三家住宿公司合作，为学生安排住宿家庭或分

享住房。 请联络任一公司以安排住宿家庭。  在学生入住前， 
住宿家庭公司可能需要至少八到十周来安排接待家庭。 请尽早 
申请。  
� American Homestay Network: www.homestaynetwork.com 
� Intercultural Homestays & Services, Inc.: www.homestaysinseattle.com 
� USA International, Inc.: www.ushomestay.com 

3. 公寓：
� 承租人必须年满 18 岁，可能需要提供就业记录和/或信用记录报

告才能签署承租合约
� 多数公寓不含家俱，每月租金不含水电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

理费和网络服务。 在 Bellevue 一居室公寓平均月租金为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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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ellevue College 的学习很愉快。 这

里安宁的环境吸引了每一个国际学
生。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我可以享受到多元文化。 各种
各样的学生社团让我探索自己
的兴趣，也让我交到了朋友。 
各种研习班让我开拓眼界、
帮助我建立领导技能。 更重
要的是，学术顾问们在学习
生活上给予的专业建议帮助我

实现学业目标，也帮助我在未
来的学习旅程中树立了自信。 

               ——Wenyi Sun  
大学转学副学士学位 

中国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
mailto:housing@bellevuecollege.edu
https://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
http://www.homestaynetwork.com
http://www.homestaysinseattle.com
http://www.ushomestay.com


2020-21 学年
建议 申请截止日期1 暂定迁入校内宿

舍日2
迎新和付款截

止日期 测试3和注册 课程开始 课程结束
美国境外 美国境内

强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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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课程项目，包括国际高中毕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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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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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期与截止日期 

强制健康保险信息
请仔细阅读以下健康保险的相关信息。 一旦签署了网上的签名
文件，即表示你理解并接受以下条款，并同意遵守。

强制参与的学院意外及疾病保险计划：
作为加入国际学生项目的条件之一，使用 BC 的 I-20 的 F-1 签证
持有人必须每学季参与 BC 基金会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包括批
准的假期和第一次减负 (Reduced Course Load, RCL) 期。 请前往 
http://fiig-insurance.com/  以了解相关资格与保险覆盖范围讯息。

该计划不包括牙科与眼科保险。 针对已经存在的旧病，保险设
有限制条件，包括 6 个月等待期和 3 个月追溯期。 部分学生不
符合资格参加这项保险计划。包括：1）美国公民； 2）永久
居民（如绿卡持有者）； 3）未经授权的非全日制（少于 12 学
分）学生；4）每个保险计划年度都会接受两次（及以上）医疗 
RCL 的学生。

强制医疗保险是由 BC 基金会在国际共同基金协议 (International 
Shared Funding Agreement) 中提出的要求。 持 F-1 签证学生如果
不符合 BC 基金会管理计划的保险资质，应投保其他保险，并立
即向 IE 提交保险证明。  可豁免参加强制保险的情况包括： 

 � 通过其家庭成员从美国的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获得保
险的学生

 � 由第三方赞助（如 SACM）支付财务与保险的学生

 � 由 BC 授权的 IBP 机构转介的学生，且学生只参与 IBP 项目
 � 自 2017 年秋季起，专业实习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中
的学生可豁免强制参加本计划；但学生可从Firebird Interna-
tional Insurance Group 直接投保。 

 � 需要附加保险的学生，且其年度保额超过 $250,000如对保险
及其限制条款有任何疑问，

请联络 Firebird（电话：(206) 909-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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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推荐的截止日期，强烈建议申请者们及早申请。 在截止日期时收到的申请将予以审查，但不保证录取。
2）如果你申请 了BC 的校内住宿，请在此处查看入住日期：www.bellevuecollege.edu/housing/important-dates/。 如果房间尚未准备好，请先在附

近酒店住宿，并由您自己承担费用。
3）强化 ESL 学生将参加由英语语言学院安排的 ESL 分班考试。 学院级学生单独报名参加的英文与数学测试将依照考试中心 (Testing 

Center) 的安排举办，详情请参阅： www.bellevuecollege.edu/testing/。

以下日期暂定，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请访问 IE 网站以获取日期更新讯息。

http://fiig-insurance.com/


学习项目
获取完整列表，请访问： https://catalog.bellevuecollege.edu/content.php?catoid=7&navoid=292

AA会计， 92-94cr
AAS-T 会计助理， 94-99cr
AAS-T 联合健康， 90cr
AA 商务管理， 90cr
AAS-T 商务管理， 90cr
AA 商务技术， 90-93cr 
AAS-T 刑事司法， 90cr
AA 超音波诊断， 122cr***
AAS-T 数字营销， 97cr
AA 数字媒体艺术， 90-91cr
AA 幼儿教育， 90cr 
AAS-T 幼儿教育， 93-94cr
AAS-T 信息系统软件开发 91cr
AAS-T 信息系统商务分析， 91cr
AA 室内设计， 95cr
AA 营销管理， 97cr 
AAS-T 分子科学技术， 94cr
AAS-T 网路服务和计算系统， 
操作系统管理追踪, 90cr
AAS-T 网路服务和计算系统， 
    网路管理追踪， 93cr
AAS-T 网路服务和计算系统，      云架构与服务追踪， 93cr
AA 神经诊断技术， 103cr 
AA 核医疗技术， 96cr*** 
AAS-T 护理学， 135-140 cr （未承认） 
AAS-T 护理学（全日制）， 135-140 cr*** 
AA 放射治疗， 120 cr*** 
AA 放射技术， 101cr*** 
AAS-T 机器人与人工智慧 90 cr

专业技术（非转学）†

CERT 会计助理， 46cr
CERT 行政助理， 51cr 
 CERT 高级商务技术专家， 48cr 
 CERT 高级影片制作， 48cr
 CERT 酒精与药物咨询， 50cr 
 CERT 桌面端应用支持专员， 45cr 
 CERT CISCO 技术支持专员， 46cr
 CERT 临床化验室助理， 50-59cr 
 CERT 云架构与服务， 46cr 
 CERT 数据库报告开发， 45cr
 CERT 幼儿教育，47cr
 CERT 急诊科技师， 52cr 
 CERT 医疗照护信息学， 49cr 
 CERT 健康部门协调员， 63-72cr 
 CERT 人事助理， 48cr 
 CERT 医疗行政助理， 48-57cr 
 CERT 医疗助理， 83cr
 CERT 医疗账单与编码， 63cr
 CERT 医疗影像剂量， 83cr***
 CERT 微软网路支持， 45cr 
 CERT NET 编程， 45cr
 CERT 操作系统支持专家， 45cr 
 CERT 静脉切开技术员， 45-54cr
 CERT 移动和 Web 开发编程， 45cr 
 CERT 推广营销， 45cr
 CERT 放射影像医师助理， 89 cr***
 CERT 零售营销， 45 cr 
 CERT 网路营销专家， 54-56 cr

学士学位+

转学副学位+  （DTA	=	直接转学协议	(Direct	Transfer	Agreement);	MRP	=	主要关联项目	(Major	Related	Program)）

BAS 应用会计， 180cr
BS 电脑科学， 180cr***
BAS 数据分析， 180cr***
BAS 数字营销， 180cr***
BS 健康照护信息学， 180cr***
BAS 健康与福祉， 180cr***
BAS 健康照护、管理与领导， 180cr***
BAS 信息系统与技术 (ITS)
•  应用发展连结， 180cr***
•  商务智慧集合， 180cr***
•  网路安全与系统管理集合， 180cr***

BAA 室内设计， 191cr***
BAS 分子生物科学， 180cr***
BS 护理学， 185cr***
BAS 辐射与影像科学
•  诊疗医学超音影像连结， 180cr***
•  医疗剂量学连结， 180cr***
•  核医学连结
技术集合

*** 择优录取
免责声明：一些学士项目仅提供线上课程，不满足 F-1 规定。 在申请 BC 的学士学位项目前
请咨询国际教育部门及相应项目负责人。

艺术与科学助理， AAS-DTA, 90cr
商务助理， AB-DTA/MRP, 90cr
数学教育助理， AME-DTA/MRP, 90cr
音乐助理， DTA/MRP, 102-104cr
科学助理，专业方向 1 —— 生物、环境/资源、化学和地球	
	 科学 科学助理，

专业方向 2 ——
•  工程 MRP** 化学与生物工程， AS
•  工程 MRP** 土木、机械与其他工程， AS
•  工程 MRP**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AS
•  物理学、大气科学与工程学， AS

+截至出版时。	浏览网站以获取最新列表。
***择优录取。	学生必须被该项目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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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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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欢迎函）
� University of Idaho
�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thell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第  3  和第  4  年
@ 在 Bellevue College 或转

到大学

学士学位
（4 年）

第  1  和第  2  年
@ 在 Bellevue College =  

副学士学位

Bellevue College 与以下美国大学签订了转
学协议。 学生可以申请以下学校的有条件录
取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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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更多学校！

Bellevue College 的国际学生已经成功转学至
美国的许多学校。 在 2018-2019 年，我们的
学生转学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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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你的申请提交至：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ellevue College   
3000 Landerholm Circle SE  
Bellevue, WA 98007-6484 U.S.A.

(425) 564-3185 
(425) 641-0246 传真
ie@bellevuecollege.edu 
www.bellevuecollege.edu/international

PS Rev. 7-20

国际 
教育

Bellevue College 在项目与活动中不会有基于种族、肤色、国籍、语言、民族、宗
教、退伍军人身份、性别、性向（包括性别认同或表达）、残疾和年龄的歧视。 
查看 4150 政策，请访问： www.bellevuecollege.edu/policies/。 下列人员已被指定处理有
关非歧视政策的咨询：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425-564-2641，办公室 
C227 及 EEOC/504 合规官，425-564-2178，办公室 R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