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德蒙社区学院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附近 
 
你的大学文凭从这里开始 

轻松地升到 4年制大学完成本科文凭 

设有宿舍和住宿家庭 

低廉的学费、无托福成绩要求 
 
我们在哪里？ 

艾德蒙社区学院是一所公立两年制的学院，位于西雅图以北 24公里处。我们拥有坐落于
美丽、安全、和郊外的的 Lynnwood社区的 50 英亩大的校园。校园附近有商店、银行公
寓、咖啡厅和多个餐厅。 
 
我们的社区 

艾德蒙社区学院距离西雅图市中心以北 25分钟车程，距离西雅图国际机场 45分钟车程。
我们位于美国的西北部，距离加拿大温哥华大概 1.5小时的车程。从校园到 Puget海峡的
海滩和水边公园只有几分钟的车程。 
 
我们的校园位于一个安全、安静的西雅图郊区地带，为学生提供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50

英亩大的校园包括高尔夫球场。从校园就可以步行到商店、银行和餐厅。 
 
Lynnwood市以配套有影剧院、主要的商店和各种各样的餐厅的 Alderwood 大型购物商场
为特色。 
 
附近的 Edmonds市是在 Puget海峡边上的一个安静的城镇, 它是太平洋的主要海湾之一。
它提供各种层次的餐厅, 购物点, 艺术画廊, 和来回于 Olympic Peninsula （Olympic 国家公
园的所在地）的游船. 
 
西雅图地区– 波音公司、微软公司、星巴克咖啡公司和阿马逊购物网公司的所在地, 是一
个美国的主要商业文化中心。它还是很多专业运动的所在地，比如 Mariners 棒球队，
Sounders FC 英式足球队，还有 Seahawks 美式足球队。 
 



西雅图是一个高新科技、艺术、商业和文化著名的大都市。出色的剧场、歌剧、交响乐、
流行演唱会和艺术品展览会都是西雅图的“商标”。另外，到世界水平的滑雪、划船和登山
等项目只是短程的驾驶。城市的餐厅以欧洲和亚洲风味的烹调艺术著名。 
 
一流的、支付得起的教育  

艾德蒙社区学院的学费比大多数 4年制大学的学费的一半还低廉。前两年的副学士学位可
以算成整个美国的 4年制大学的本科学位的前两年。 
 
坐落于校园中的大学. 为你提供大学的学习经历。 

中央华盛顿大学(CWU) 在艾德蒙社区学院的校园内提供很多 4年制的大学课程，包括会
计本科课程、工商管理课程、信息技术管理课程、法律课程、社会科学课程和会计的研究
生课程。  
 
艾德蒙社区学院和中央华盛顿大学的学生在同一栋教学楼里上课，一齐在图书馆、校园餐
厅 ，学生公寓和学生宿舍体验大学生活。 
 
从这里开展你的大学体验之旅。 

 2 年社区学院 

 + 
 2 年 4年制的大学 

 = 
 4 年的本科学位 
 
副学士学位和升学 

我们提供 2年的副学士学位, 艺术副学士学位、科学副学士学位、或者技术副学士学位 。
在完成副学士学位以后，学生可以转到 4年制大学完成他们的第三、第四年的大学以获得
本科学位。以下是很受欢迎的课程：   
  
文凭 

艺术副学士学位: 



会计, 商业, 人类学, 建筑学预备课程, 艺术，交流, 经济, 教育, 英语, 法语, 地里学, 德文, 历
史, 国际学, 日语, 新闻学, 音乐, 哲学, 政治科学, 心理, 社会学, 西班牙语, 演讲交流, 戏剧, 视
觉交流/多媒体等等… 
 
科学副学士学位: 

天文学, 生物, 化学,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 环境科学, 地里, 数学, 医科预备课程, 护士预备课
程, 营养学等等… 
 
技术副学士学位: 

商业信息技术, 工商管理, 计算机管理, 计算机信息系统, 施工管理, 数码音乐, 早期儿童教育, 

联合健康, 园艺, 酒店旅游管理, 材料科学和航空生产, 律师助手, 网页设计和应用学等等… 
 
大学 

我们的学生已经转到以下的美国著名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华盛顿州立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康乃尔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普度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拉特格斯大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西根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Indiana    印第安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乔治亚信息学院 

Seattle University        西雅图大学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Texas       德州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新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Kansas          堪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uffalo, N.Y.         水牛城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uffalo       纽约州立大学  水牛城分校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三藩市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学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中央华盛顿大学 

还有很多其他著名大学… 
 
高中转大学课程 

一边修读高中课程一边获得大学学分. 如果你年满 16周岁，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高中转大学
课程。很多课程都是大学副学士学位的课程，这些课程计算在高中文凭和本科文凭以内。 
 
艾德蒙州立学院从 1993年开设国际高中课程，有超过 500个学生成功毕业。我们是美国
对该项目最有经验的大学。 
 
你将节省时间和金钱! 
 

 半年高中课程(在国内读完高二的学生需要平均半年高中毕业, 取决于学生的起

步水平) 

 一年半 副学士学位课程 

 + 
 2 年 4年制大学的课程  

 = 
 4 年获得高中毕业证、副学士学位和本科学位 
 
职业学位和工作经验 

在 2年内获得职业的文凭和/或者半年的资格训练证明. 文凭可以用于转到 4年制的本科课
程或者开始工作。              
 
通过实习签证获得在美工作经验 

通过 OPT项目，学生在完成一个文凭或学位以后, 可以在美国选择学习的领域范围内的工
作实习一年。之后，你可以选择留在美国继续深造学习或者返回祖国。 



 

 半年高中课程(在国内完成高二的学生平均用半年获得高中毕业证书, 取

决于学生的入学水平) 

 1 或者 2 年社区学院学习 

 + 
 1 年工作实习 

 + 
 2 年在 4年制大学的本科学习 

 + 
 1 年工作实习 

 = 
 4 - 6 年获得证书或一个副学士学位，一个本科学位，和多达 2年的工作经验 
 
英语强化 

通过我们的英语强化项目快速提高英语。为学院和大学做好准备或者为你的职业或个人兴
趣进修语言技能。我们提供: 

每周 20小时的语言培训 

小班教育 

分成从基础到高级的 5个等级 

托福准备课程 

招生时间: 每学期开学后的前 4周都可以入读。 

拥有一个现代的资源中心: 专业的老师运用软件、电脑、互联网等设施提高学习效率 

设有和美国学生交流的会话活动 
 
学生每天上 4门课程，练习不同的语言技能： 

阅读 

语法 

写作 



会话/听力 
 
特殊高级课程：  

发音 

高级会话/听力 

大学准备 
 
社区伙伴 

通过社区伙伴获得难忘经验! 为社区里的学校、服务组织当义工。 
 
学生服务: 帮助您成功 

国际学生服务拥有经验丰富的顾问和懂得多种语言的助手。我们的老师都很热心，随时乐
意解答您的课业问题。我们这里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建议和顾问 

专业的顾问为学生关于学业、签证或个人、文化等的需要提供援助。每个学期，我们都为
新生开展培训周。通过培训周，学生可以学习关于学院的更多信息，结识新朋友，了解我
们的社区，包括西雅图。 
 
升学计划 

我们的升学顾问帮助国际学生寻找合适的 4年制度大学和准备申请材料，在申请过程中提
供一对一的帮助。每年，我们的学生都成功地转到美国各地的主要大学。  
 
课余活动和校园互动  
 
学生可以通过参加社团来认识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知几朋友。我们的社团涉及领域很广，
从音乐到电脑游戏。加入学生会后者在校内的某个部门工作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实践并减
轻经济负担的机会。学生可以在附近的商场购物或到西雅图市中心游玩。和说地道英语的
朋友聊天、建立长久的友谊。学生可以在校园内打篮球，排球，足球和进行其他运动项
目。也可以为学生报纸或我们的文学期刊写文章。加入一个戏剧团或学习小组提高学习
吧。 
 



校园服务包括运动设施，一个学生娱乐室、餐厅、咖啡厅、书店、图书馆、提款机和电脑
室。您可以结交新朋友和得到需要的帮助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您将会享受我们的校园生活
和我们的社区。 
 
奖学金 

秋季、冬季和春季都有奖学金开放给新生和就读的学生。  
 
住宿 
 
学生宿舍 
Rainier Place 
入住我们全新的校园内的学生宿舍, Rainier Place. 和美国本土或国际学生分享公寓形式的
住所。每个单元都设有单人的房间和浴室。步行去课堂只要几分钟。 
 
Features: 
单人的房间 

四房单元/两个浴室，带有煮食和起居区域 

床, 书桌, 家具 

无线网络, 电话, 电视信号网络 

洗衣房 

搬房工具 
 
Rainier Place，坐落于校园内的宿舍 

每层都设有宿舍管理人员 24小时服务。 

学生可以通过派对、旅行和学习小组等组织的活动认识新朋友 

181个为美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准备的床位  
 
寄宿家庭和租房家庭 

寄宿家庭的成员为欢迎学生做足准备，他们将会把国际学生当作自己家庭中的一员或者让
国际学生分享他们的家、独立地生活。自从 1980年，精选的寄宿家庭欢迎国际学生来到
我们的社区。通过我们的寄宿项目, 我们和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保持密切联系。 
 
寄宿家庭 



学生可以交新朋友, 提高英语水平，和美国家庭一起用餐，感受家庭生活。寄宿家庭将会
带领你熟悉美国的多元化文化和生活。 
 
租房家庭 

学生可选择性地参加美国家庭的活动, 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 和美国家庭一起用餐，或者自
己用餐。 
 
机场接送服务 

住在学生宿舍的新生或者加入寄宿家庭项目的新生都可以在机场会面然后由我们的工作人
员接送回到校园。我们将把他们介绍给他们的寄宿家庭。 
 
社区里的方便的公交服务 

当地的公交车密集地穿梭于社区之间。校园内就设有公交车中转站。在读学生佩有免费乘
车卡。 
 
申请过程 

网络申请! 从 Http://international .edcc.edu下载申请表 

把申请表传真到 425.774.0455 

把申请表电邮到 iss_desk@edcc.edu 

把申请表寄到: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 
20000 68th Avenue West 
Lynnwood, Washington 98036, U.S.A. 
 
我们不要求托福和其他语言成绩. 取而代之，新生要在到达校园以后进行英语测试。如果
英语水平未达到大学的标准，学生可以参加我们的语言课程提高英语以便为大学课程打好
基础。 
 
学生有以下托福成绩或者更好的，可以直接就读大学课程获得大学学分。 

托福  IBT 55, CBT 157 or PBT 480 或更好,  

雅思每个部分 5.0 或以上,  

或者剑桥第一证书 A, B, 和 C级  
 



你必须年满 16周岁或者高中毕业才能申请. 
 
在艾德蒙开始你的学习 

秋季学期: 9月 

冬季学期: 1月 

春季学期: 4月 

夏季学期: 7月 
 
艾德蒙州立学院被西北大学联盟（the Northwest Commission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和华盛顿州社区学院和技术学院联盟(the Washington State Board of 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s)认可和监督. 
 
地址： 
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20000 68th Avenue West 
Lynnwood, Washington 98036, U.S.A. 
 
电话: 425.640.1518 

传真: 425.774.0455 

电子邮箱：iss_desk@edcc.edu 

网站：http://international.edcc.edu 
 
 
艾德蒙州立学院对于其课程和活动不对种族、肤色、国籍、性别、残疾、性取向或年龄作
产生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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