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德蒙社區學院 

位于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附近 
 
妳的大學文憑從這裏開始 

輕松地升到 4年制大學完成本科文憑 

設有宿舍和住宿家庭 

低廉的學費、無托福成績要求 
 
我們在哪裏？ 

艾德蒙社區學院是壹所公立兩年制的學院，位于西雅圖以北 24公裏處。我們擁有
坐落于美麗、安全、和郊外的的 Lynnwood社區的 50英畝大的校園。校園附近有
商店、銀行公寓、咖啡廳和多個餐廳。 
 
我們的社區 

艾德蒙社區學院距離西雅圖市中心以北 25分鍾車程，距離西雅圖國際機場 45分鍾
車程。我們位于美國的西北部，距離加拿大溫哥華大概 1.5小時的車程。從校園到
Puget海峽的海灘和水邊公園只有幾分鍾的車程。 
 
我們的校園位于壹個安全、安靜的西雅圖郊區地帶，爲學生提供壹個完美的學習環
境。50英畝大的校園包括高爾夫球場。從校園就可以步行到商店、銀行和餐廳。 
 
Lynnwood市以配套有影劇院、主要的商店和各種各樣的餐廳的 Alderwood 大型購
物商場爲特色。 
 
附近的 Edmonds市是在 Puget海峽邊上的壹個安靜的城鎮, 它是太平洋的主要海灣
之壹。它提供各種層次的餐廳, 購物點, 藝術畫廊, 和來回于 Olympic Peninsula 

（Olympic 國家公園的所在地）的遊船. 
 
西雅圖地區– 波音公司、微軟公司、星巴克咖啡公司和阿馬遜購物網公司的所在地, 

是壹個美國的主要商業文化中心。它還是很多專業運動的所在地，比如 Mariners 

棒球隊，Sounders FC 英式足球隊，還有 Seahawks 美式足球隊。 
 



西雅圖是壹個高新科技、藝術、商業和文化著名的大都市。出色的劇場、歌劇、交
響樂、流行演唱會和藝術品展覽會都是西雅圖的“商標”。另外，到世界水平的滑
雪、劃船和登山等項目只是短程的駕駛。城市的餐廳以歐洲和亞洲風味的烹調藝術
著名。 
 
壹流的、支付得起的教育  

艾德蒙社區學院的學費比大多數 4年制大學的學費的壹半還低廉。前兩年的副學士
學位可以算成整個美國的 4年制大學的本科學位的前兩年。 
 
坐落于校園中的大學. 爲妳提供大學的學習經曆。 

中央華盛頓大學(CWU) 在艾德蒙社區學院的校園內提供很多 4年制的大學課程，
包括會計本科課程、工商管理課程、信息技術管理課程、法律課程、社會科學課程
和會計的研究生課程。  
 
艾德蒙社區學院和中央華盛頓大學的學生在同壹棟教學樓裏上課，壹齊在圖書館、
校園餐廳 ，學生公寓和學生宿舍體驗大學生活。 
 
從這裏開展妳的大學體驗之旅。 

 2 年社區學院 
 + 

 2 年 4年制的大學 
 = 

 4 年的本科學位 
 
副學士學位和升學 

我們提供 2年的副學士學位, 藝術副學士學位、科學副學士學位、或者技術副學士
學位 。在完成副學士學位以後，學生可以轉到 4年制大學完成他們的第三、第四
年的大學以獲得本科學位。以下是很受歡迎的課程：   
  
文憑 

藝術副學士學位: 



會計, 商業, 人類學, 建築學預備課程, 藝術，交流, 經濟, 教育, 英語, 法語, 地裏學, 德
文, 曆史, 國際學, 日語, 新聞學, 音樂, 哲學, 政治科學, 心理, 社會學, 西班牙語, 演講
交流, 戲劇, 視覺交流/多媒體等等… 
 
科學副學士學位: 

天文學, 生物, 化學, 計算機科學, 工程學, 環境科學, 地裏, 數學, 醫科預備課程, 護士
預備課程, 營養學等等… 
 
技術副學士學位: 

商業信息技術, 工商管理, 計算機管理, 計算機信息系統, 施工管理, 數碼音樂, 早期兒
童教育, 聯合健康, 園藝, 酒店旅遊管理, 材料科學和航空生産, 律師助手, 網頁設計和
應用學等等… 
 
大學 

我們的學生已經轉到以下的美國著名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華盛頓州立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康乃爾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普度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拉特格斯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密西根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Indiana    印第安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學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喬治亞信息學院 

Seattle University        西雅圖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Texas       德州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威斯康新大學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明尼蘇達大學        

University of Kansas          堪薩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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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uffalo       紐約州立大學  水牛城分校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三藩市州立大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學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中央華盛頓大學 

還有很多其他著名大學… 
 
高中轉大學課程 

壹邊修讀高中課程壹邊獲得大學學分. 如果妳年滿 16周歲，妳可以加入我們的高中
轉大學課程。很多課程都是大學副學士學位的課程，這些課程計算在高中文憑和本
科文憑以內。 
 
艾德蒙州立學院從 1993年開設國際高中課程，有超過 500個學生成功畢業。我們
是美國對該項目最有經驗的大學。 
 
妳將節省時間和金錢! 
 

 半年高中課程(在國內讀完高二的學生需要平均半年高中畢業, 取決于學

生的起步水平) 

 壹年半 副學士學位課程 

 + 

 2 年 4年制大學的課程  

 = 

 4 年獲得高中畢業證、副學士學位和本科學位 

 
職業學位和工作經驗 

在 2年內獲得職業的文憑和/或者半年的資格訓練證明. 文憑可以用于轉到 4年制的
本科課程或者開始工作。              
 
通過實習簽證獲得在美工作經驗 



通過 OPT項目，學生在完成壹個文憑或學位以後, 可以在美國選擇學習的領域範圍
內的工作實習壹年。之後，妳可以選擇留在美國繼續深造學習或者返回祖國。 
 

 半年高中課程(在國內完成高二的學生平均用半年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取

決于學生的入學水平) 

 1 或者 2 年社區學院學習 

 + 

 1 年工作實習 

 + 

 2 年在 4年制大學的本科學習 

 + 

 1 年工作實習 

 = 

 4 - 6 年獲得證書或壹個副學士學位，壹個本科學位，和多達 2年的工
作經驗 
 
 
英語強化 

通過我們的英語強化項目快速提高英語。爲學院和大學做好准備或者爲妳的職業或
個人興趣進修語言技能。我們提供: 

每周 20小時的語言培訓 

小班教育 

分成從基礎到高級的 5個等級 

托福准備課程 

招生時間: 每學期開學後的前 4周都可以入讀。 

擁有壹個現代的資源中心: 專業的老師運用軟件、電腦、互聯網等設施提高學習效
率 



設有和美國學生交流的會話活動 
 
學生每天上 4門課程，練習不同的語言技能： 

閱讀 

語法 

寫作 

會話/聽力 
 
特殊高級課程：  

發音 

高級會話/聽力 

大學准備 
 
社區夥伴 

通過社區夥伴獲得難忘經驗! 爲社區裏的學校、服務組織當義工。 
 
學生服務: 幫助您成功 

國際學生服務擁有經驗豐富的顧問和懂得多種語言的助手。我們的老師都很熱心，
隨時樂意解答您的課業問題。我們這裏爲您提供以下服務： 
 
建議和顧問 

專業的顧問爲學生關于學業、簽證或個人、文化等的需要提供援助。每個學期，我
們都爲新生開展培訓周。通過培訓周，學生可以學習關于學院的更多信息，結識新
朋友，了解我們的社區，包括西雅圖。 
 
升學計劃 

我們的升學顧問幫助國際學生尋找合適的 4年制度大學和准備申請材料，在申請過
程中提供壹對壹的幫助。每年，我們的學生都成功地轉到美國各地的主要大學。  
 
課余活動和校園互動  
 
學生可以通過參加社團來認識擁有共同興趣愛好的知幾朋友。我們的社團涉及領域
很廣，從音樂到電腦遊戲。加入學生會後者在校內的某個部門工作可以給學生提供



壹個實踐並減輕經濟負擔的機會。學生可以在附近的商場購物或到西雅圖市中心遊
玩。和說地道英語的朋友聊天、建立長久的友誼。學生可以在校園內打籃球，排
球，足球和進行其他運動項目。也可以爲學生報紙或我們的文學期刊寫文章。加入
壹個戲劇團或學習小組提高學習吧。 
 
校園服務包括運動設施，壹個學生娛樂室、餐廳、咖啡廳、書店、圖書館、提款機
和電腦室。您可以結交新朋友和得到需要的幫助以實現自己的夢想。您將會享受我
們的校園生活和我們的社區。 
 
獎學金 

秋季、冬季和春季都有獎學金開放給新生和就讀的學生。  
 
住宿 
 
學生宿舍 
Rainier Place 
入住我們全新的校園內的學生宿舍, Rainier Place. 和美國本土或國際學生分享公寓
形式的住所。每個單元都設有單人的房間和浴室。步行去課堂只要幾分鍾。 
 
Features: 
單人的房間 

四房單元/兩個浴室，帶有煮食和起居區域 

床, 書桌, 家具 

無線網絡, 電話, 電視信號網絡 

洗衣房 

搬房工具 
 
Rainier Place，坐落于校園內的宿舍 

每層都設有宿舍管理人員 24小時服務。 

學生可以通過派對、旅行和學習小組等組織的活動認識新朋友 

181個爲美國學生和國際學生准備的床位  
 
寄宿家庭和租房家庭 



寄宿家庭的成員爲歡迎學生做足准備，他們將會把國際學生當作自己家庭中的壹員
或者讓國際學生分享他們的家、獨立地生活。自從 1980年，精選的寄宿家庭歡迎
國際學生來到我們的社區。通過我們的寄宿項目, 我們和寄宿家庭和國際學生保持
密切聯系。 
 
寄宿家庭 

學生可以交新朋友, 提高英語水平，和美國家庭壹起用餐，感受家庭生活。寄宿家
庭將會帶領妳熟悉美國的多元化文化和生活。 
 
租房家庭 

學生可選擇性地參加美國家庭的活動, 擁有自己的獨立房間, 和美國家庭壹起用餐，
或者自己用餐。 
 
機場接送服務 

住在學生宿舍的新生或者加入寄宿家庭項目的新生都可以在機場會面然後由我們的
工作人員接送回到校園。我們將把他們介紹給他們的寄宿家庭。 
 
社區裏的方便的公交服務 

當地的公交車密集地穿梭于社區之間。校園內就設有公交車中轉站。在讀學生佩有
免費乘車卡。 
 

申請過程 
網絡申請! 從 Http://international .edcc.edu下載申請表 

把申請表傳真到 425.774.0455 

把申請表電郵到 iss_desk@edcc.edu 

把申請表寄到: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 
20000 68th Avenue West 
Lynnwood, Washington 98036, U.S.A. 
 



我們不要求托福和其他語言成績. 取而代之，新生要在到達校園以後進行英語測
試。如果英語水平未達到大學的標准，學生可以參加我們的語言課程提高英語以便
爲大學課程打好基礎。 
 
學生有以下托福成績或者更好的，可以直接就讀大學課程獲得大學學分。 

托福  IBT 55, CBT 157 or PBT 480 或更好,  

雅思每個部分 5.0 或以上,  

或者劍橋第壹證書 A, B, 和 C級  
 
妳必須年滿 16周歲或者高中畢業才能申請. 
 
在艾德蒙開始妳的學習 

秋季學期: 9月 

冬季學期: 1月 

春季學期: 4月 

夏季學期: 7月 
 
艾德蒙州立學院被西北大學聯盟（the Northwest Commission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和華盛頓州社區學院和技術學院聯盟(the Washington State Board of 

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s)認可和監督. 
 
地址： 
Edmonds Community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s 
20000 68th Avenue West 
Lynnwood, Washington 98036, U.S.A. 
 
電話: 425.640.1518 

傳真: 425.774.0455 

電子郵箱：iss_desk@edcc.edu 

網站：http://international.edcc.edu 
 
 
艾德蒙州立學院對于其課程和活動不對種族、膚色、國籍、性別、殘疾、性取向或
年齡作産生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