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I E R  C E  C O L L E G E   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 
英语强化课程（IEP） 

副学士学位大学转读课程 

高中文凭快速通道课程 

短期课程 

www.pierce.ctc.edu/IE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https://www.pierce.ctc.edu/ie
https://www.instagram.com/piercecollegeie/
https://twitter.com/PierceCollegeIE
https://www.facebook.com/piercecollegei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JSnyk11Nde7yOGuz7xGXw/play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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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华盛顿州 
n位于华盛顿州。该地区以风景秀 n自然风光：国家公园（雷尼尔山、 n您可以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直
丽、环境宜人和高科技经济发达 奥林匹斯山、北瀑布）、太平洋海 飞前往美国大部分的大城市。 
而闻名。 岸海滩、喀斯喀特山脉、热带雨林 n户外娱乐活动：水上运动、雪上运
n微软、星巴克、艾派迪、阿拉斯加 和河流。 动、徒步旅行和登山，且车程都在
航空、亚马逊和REI等多家公司的 n驱车一小时之内即可到达：西雅 1至2小时之内。 
总部均设于此州。 图、塔科马、奥林匹亚（州政府所

n专业体育球队：水手队（棒球队） 在地）。 

、海鹰队（美式橄榄球队）和海湾 n驱车四小时之内即可到达：加拿大
人队（足球队）。 维多利亚市和温哥华、俄勒冈州的

波特兰和太平洋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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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rce College 的 Steilacoom
和 Puyallup校区
该校成立于1967年；是美国排名前10％的社区学院；其学术
成绩和学生所取得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广受认可；这所州立
大学经过资格认定，可提供副学士和学士学位、专业证书和
短期课程。

Pierce College拥有两座美丽的校区，彼此之间仅相隔30分钟
距离。校区内均设有现代化综合教学楼，环境优美，坐拥山
顶景致，教学区域宽阔的窗户打造出独特的学习空间。每个
校区都拥有友善、安全而温馨的环境。学生可以全天在校园
内活动，在舒适惬意的学习区学习，到拥有众多选择的美食
区用餐，并参加学生俱乐部、音乐和体育活动等。

去年在Pierce就读期间，我申请了四所综合大学，都被录取
了。其中有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在NYU，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华尔街几所著名公
司的就业机会。在Pierce College受到的一系列教育，让我
的梦想成为可能。” 

Yotsaphon Sangnil,泰国学生 
毕业于Pierce College及纽约大学 

Pierce College2016年杰出校友

校园设施： 

n国家认可的一流图书馆 

n先进的计算机实验室 

n新科学楼 

n免费上网 

n拥有众多选择的美食区 

n辅导和写作中心 

n表演剧院 

n健身中心 

n Science Dome 科学馆和
天文馆

所获奖项：

声望极高的美国阿斯本研
究所（Aspen Institute）
将Pierce College列为
全美十大最佳社区学院之
一。 

Pierce College被 
Achieving the Dream
组织评为领导学院
（Leader College），
该组织致力于帮助学生
继续在大学就读，并实现
他们的学业目标。

Pierce College获得全美第二大的学
生成就奖——Leah Meyer Austin奖
项。



 

 

 

 

 

 

 

 

 

 

 

 

 

校园生活

校内及校际活动

在学习、交友和体验大学生活方面，Pierce College为学
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在取
得学业成就与享受校园生活之间达到平衡。

校园里有很多社团，学院还会举办各种学生活动。简要列
出如下： 

n服务学习项目——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志愿者经验和社
会责任感 

n参加多彩校园活动，鼓励学生进行滑雪、雪地滑轮胎、
购物、观光、野营等各种活动，还可以参加音乐会、参
观博物馆 

n新兴领导学院（ELA）帮助学生培养领导力 

n多文化领导学院（MLI）鼓励校园内多元化意识 

n学生会给所有学生提供机会，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学生会
选拔 

n你可以加入乐队、合唱团或管弦乐队，释放青春 

n也可以参与戏剧制作，制作数字电影 

n学院运动队欢迎所有同学的加入 

n你也可以选择成为学生大使，帮助其他学生 

n校园内的社团包括国际社团、太鼓及文化社、日本游戏
动漫社、足球社、环保社、文学写作社、音乐表演社、
乒乓球社、商业工程管理社等 

n K-Pop Club

Pierce College为来自Fort Steilacoom和Puyallup学院
的学生运动员提供机会，参加西北体育大会（NWAC）
中的校际体育运动，来自华盛顿州、俄勒冈州、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的36所学院的运动员都会参与此次
体育大会，竞争激烈。Pierce College鼓励就读于本校
的所有学生积极参与校运动队。 

n女子运动项目包括篮球、垒球、足球和排球。 

n男子运动项目包括棒球、篮球和足球。



 

 国际办公室
服务：
Pierce College国际办公室欢迎世界各地的学
生前来咨询。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服
务和学业支持，确保他们有机会在学业、专业
和人生目标方面取得成功。

本校的教职员工具有很好的全球意识，每位员
工都有在国际环境中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经
验。我们尊重每个学生的独特性，并将帮助他

们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我们将把来到Pierce College
的每一位学员视作我们大家庭
的一份子，给予他家庭般的
温暖。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
位学员提供引导和帮助，带
领他们实现理想。 

我们将为您提供：

1 

2 

3 

4 

5 

6 

7 

8 

9 

10 

申请、入学和签证过程的一对一指导

机场接机（如在预定日期的抵达，本项服务免费）

校园参观及欢迎派对

全球学员住宿中心条件，或寄宿家庭住宿条件

校内外多彩的活动及短途旅行

学术咨询和个人一对一咨询服务，包括深度转读咨询

保证学生能够获得相关的优惠条件，进入我们的合作大学

对学生成就给予特别认可

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机会，让学生能够在校园里见面、交友并建
立深厚联系


提供学习和工作机会，帮助学生获得成功


现有学生奖学金及职场体验机会：

1 

2 

3 

4

学生大使奖学金

学生可以向国际教育办公室申请学术奖学金

学生可以申请校园工作，每周最多工作20小时

本校办公室根据学生兴趣，为学生提供各类研讨课程 



 

 

 

 

 

 

 

 

 

 

 

  英语强化课程 
（ IEP）

我在Pierce College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英
语强化课程项目。这个项目的老师都非常
棒，我学习的过程非常轻松有趣。我也很
喜欢‘对话伙伴’项目。有一个美国朋友，
随时能够聊聊天，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也能让我快速地学习英语。我现在
能够很自信地说英语了。” 

Thi Nguyen, 越南学生，
就读于英语强化课程项目。

Pierce College的强化英语课程提供了一种快速学习英语的好方
法，让学生可以在没有托福或雅思成绩的情况下入读我们的学术
课程。

我们将为您提供： 

n完成IEP课程后，保证学生入读Pierce College 

n滚动招生；学生每年可以有四次机会进入IEP或其他学术课程学习 

n课程从初级到高级，共分四级，可供学生选择 

n每周20小时的全日制课堂教学 

n学术英语课程内容包括阅读和写作、听力和口语以及英语语法 

n小班教学——每班学员人数少于20人，平均每班12-14人 

n ESL教师经验丰富，且均拥有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 

n学生可以随意使用校园设施 

n游览本地景点，参加项目中所有娱乐活动 

n加入“对话伙伴”项目，与美国学生交友 

n访问辅导中心，免费获得课程帮助

短期课程项目： 

我们每年提供为期四周的英语强化课程和学院成功课程。



 

 
 
 
 
 
 
 

 
 
 
 

 
 
 
 
 
 
 
 
 
 

 
 
 

 
 
 
 
 
 
 

 
 
 

 
 
 
 
 
 

  

    

 

副学士学位和大学转学项目
学生可以选择完成两年的副学士学位学位要求，或者完成一般学位要求，然后转入我
们的合作大学，或自行申请喜欢的大学。近期的毕业生录取院校包括：哥伦比亚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佩珀代因大学、普渡大
学、华盛顿大学及许多其他优秀学校。

专业领域
四年制学校可供学生选择的专业见下文 

n人类学 
n考古学 
n艺术 
n天文学 
n大气科学 
n生物学 
n业务转型 

n会计 
n行政 
n金融 
n管理 

n化学 
n传播学 
n施工管理 
n刑事司法 
n数字设计 
n数字电影 
n戏剧 
n经济 
n教育 
n工程 

n航空 
n生物工程 
n化学 

Recent Pierce College International graduates have transferred to top 
universities throughout the USA, including: 

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 Rutgers University 
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n Columbia University n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n New York University n Indiana University 

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 Purdue University 
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Davis / San Diego / Irvine n Pepperdin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 Berkeley n University of Florida 

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Many other universities offer conditional guaranteed       
   admission to Pierce students 

n 政治学 
n 心理学 
n 社会服务/心理健康 
n 社会学

我2018年被哥伦比亚大
学录取。” 

Joshua 
Ryu, Hong Jae

我2018年被普渡大学录
取。” 

Jay 
Choi, Ji-Hyung

n土木 n 历史学 
n计算机 n 人文学 
n电力 n 公共服务及药物滥用 
n环境 n 新闻学 
n工业 n 运动机能学 
n材料 n 法律预科 
n机械 n 数学 

n英语 n 微生物学 
n环境科学 n 音乐 
n外语 n 海洋学 

n 美国手语 n 哲学 
n 法语 n 体育 
n 韩语 n 物理学 
n 西班牙语 

n 地理 
n 地质学 
n 健康教育/健康 
n 保健科学 

n牙科预科 
n医学预科 
n护理预科 
n职业疗法预科 
n药学预科 
n理疗预科 

特色学士课程
（具有特殊入学条件和限制） 

n 早期儿童教育 
n 口腔卫生 
n 国土安全 



 

国际高中课程快速完成项目
如果国际学生没有获得本国的高中毕业文凭，并且在课程开始时已经年满16周岁，可以
在Pierce College就读高中，并取得高中毕业文凭。

1 

2 

参加Fast-Track高中课程有两个主要优势： 

节省时间和金钱
国际快速通道课程的学生可以在高中毕业之前就参加大学课程。他们将会获得华盛顿州
高中毕业文凭，同时获得大学副学士学位证书。

为成功做准备
学生将会获得关键的学习技能，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并在进入四年制大学之前了解美
国文化。

该课程的长度取决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高中成绩。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大部
分学生都能在两年或两年半的时间里完成课程，然后进入大学，完成他们的学士学位。 

通过Fast-Track高中课程，我可以很快
获得高中文凭和副学士学位，然后继续
上大学完成我的学士学位。事实上，我
已经考入乔治梅森大学，并将在那里完
成我的学士学位！” 

Erim Pala, 土耳其学生
高中课程完成项目



 
 
 
 
 
 

 

 
 
 
 
 

 
 

 
 
 
 
 

 
 
 

住宿选择
学生可以选择居住在本校宿舍或寄宿家庭中。无论学生选择住在哪里，他们都能够获得交友空间，练习英语
并了解美国文化。

寄宿家庭
与美国家庭同住，了解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寄宿家
庭生活重视跨文化交流，并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友谊。
每个月，学生都需要向寄宿家庭支付津贴以支付住房
费用。

所有寄宿家庭房屋设施包括： 
n床和床上用品在CGS的生活设施 所有宿舍单间均包括： 

包括： n单人床 n书桌和台灯 
n网络连接 n迷你冰箱 n好客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支持 
n共用厨房 n衣柜 n与校园距离较近，交通发达 

全球学员宿舍中心（CGS）
在这里，学员学会独立、专注于学术成就、参与多彩
活动，并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交友，从而提高
自己的文化能力。 
学生住宿的宿舍楼安全可靠，宿舍管理人员将为学生
提供支持和保障。 

n书房 

n内部洗衣房 

n电视/游戏室 

n方便的公共交通

nWiFi服务

寄宿费用
不供应三餐的寄宿家庭： 每月500美元
一天供应2餐的寄宿家庭： 每月650美元

请访问本校住宿情况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www.pierce.ctc.edu/ie-housing

n桌椅 

nWiFi服务

宿舍收费
三人间： 每月567美元
双人间： 每月700美元
单人间： 每月867美元

https://www.pierce.ctc.edu/ie-housing


 

 

      

               
              

                              

     

     

    

     

     

Pierce College申请入学步骤：
欢迎您随时申请Pierce College。我们会向您提供具体的“提前申请日期区间”，以确保您有足够
的时间申请签证，前往美国，获得良好的住宿选择。

选择最适合您的注册时间。我们每年提供四个日期，供学生申请（见下图）

申请完成后48小时内进行受理 

通过DHL接收I-20表格，支付SEVIS费用，在您所在国家的美国领事馆预约进行签证面签

申请住宿

购买机票，确保在课程开始前至少一周抵达美国

安排机场接送（若您在我们的提前日期区间中抵达，则此项服务免费——日期区间请在申请时询
问）

抵达机场后，我们将接送您去往您的住宿地点，做好初步住宿安排

之后，您将参加学术课程或强化英语课程的水平考试，然后进行入学注册

参观校园后，我们将为您举办欢迎聚会，之后您可以自由参加社团和活动，结识新朋友

支付学费，开始上课 

Open start dates 
Spring 2019 - April 8 
Summer 2019 - July 6 
Fall 2019 - Sept 23 
Winter 2020 - Jan 6 
Spring 2020 - April 6

2019-2020学年的预计费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学费* $2,750 $8,250 $3,257 $9,771

书籍和用品 $250 $750 $300 $900

健康保险费用 $331 $993 $331 $993

住宿和餐费650美元/月 $1,950 $5,850 $1,950 $5,850

个人支出 $750 $2,250 $750 $2,250

总费用（预估） US $6,031 US $18,093 US $6,588 US $19,764 

强化英语课程 学术课程

项目 季度 学年 季度 学年
（3个月） （9个月） （3个月） （9个月）

*学费按照取得15学分计算; 具体花费取决于所获得的学分。 
*遵照州法律法规和大学政策的规定，Pierce College保留更改任何费用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如何申请

1 

2 

3 

4 

5 

我们希望您申请Pierce College的过程轻松愉快。如果您在申请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发送
邮件至international@pierce.ctc.edu询问。我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复。若申请表格没有全部完
成也不用担心，您可以向我们发送您目前已拥有的信息，我们将帮助您进行申请。

填写申请表
申请表可在我们的网站 www.pierce.ctc.edu/ie-apply 上下载

收集相关文件： 
n护照复印件 

n官方银行账单，显示已缴纳相关费用：大学课程为 at least $20,000 USD 美元，强化英语课程（IEP）
为 OR $18,000 美元， 

n非官方成绩单： 

n 对于直接入学学生或参加强化英语课程（IEP）的学生，请提供高中毕业证书或学院/大学出勤证明。 
n 对于参加高中课程快速完成项目的学生：

 提供英文版的高中成绩单（9年级及以上或从14岁开始的成绩单）
 

n大学入学英语水平证明; 托福61或雅思5.5
 我们也接受：Eiken 2-A、GTEC IBT 1050、ELS 109、EF B2-3（请参阅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选项）
 如果参加强化英语课程（IEP），没有英语要求

请通过电子邮件将您的申请和相关文件发送至 international@pierce.ctc.edu

支付材料处理费和运费（$ 50），我们会向您发送付款说明

您的录取通知和签证文件（I-20）将在之后一个工作日寄送给您

我们将向您发送关于签证面试、住宿申请、入学时间表以及成功入读Pierce College后后续步骤
的说明 

6 

mailto:international@pierce.ctc.edu
mailto:international@pierce.ctc.edu
https://www.pierce.ctc.edu/ie-apply


 

 

 

立即在线申请！ 
www.pierce.ctc.edu/ie-apply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 
www.pierce.ctc.edu/IE

随时联系我们：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pierce.ctc.edu
电话： 253-964-6229
传真： 253-964-6256

位置： 
Pierce College 国际教育办公室 
9401 Farwest Drive SW 
Lakewood, Washington 98498-1999, USA 

#YouAreWelcomeHere

Pierce College不会因为种族、肤色、国籍、年龄、身体或精神残疾、怀孕、遗传信息、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婚姻状况、信仰、宗教信仰、荣
誉退伍退伍军人或军人身份、使用导盲犬或服务型动物对学员产生歧视。如需查询合规情况，请联系Pierce College第九区协调员，电话： 
253-964-6519 |地址：9401 Farwest Drive SW, Lakewood WA 98498。

Pierce College注重公平、多元化和包容性，保证不会将残疾人排除在外，不会由于缺乏辅助器材或服务而拒绝接受残疾人士。我们为所有学院主办
的活动提供住宿。如果您预计需要住宿或对提供的实际无障碍设施有疑问，请联系无障碍设施及残障服务部门，电话：253-964-6468，或访问相关
网站：ADS@pierce.ctc.edu。如果您在活动举办前至少2周时进行联系和告知，我们便能够为您的相关请求提供最有效的服务。

关注Pierce College的社交媒体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Piercecolleg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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