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兰学院 
美国西雅图 官方微信 

shorelinecc 
可中文联系 
国际办公室 
工作人员



雪兰学院专门为国际学生配有六位Academic Advisors (选课及转学辅导老 
师)，六位老师全部都是高校硕士学历，并且都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经 
历，所以特别能理解国际学生可能会面对的困难和所需帮助。入学之后，我 
们会和自己专属的advisor进行一对一课业规划，平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不 
需要预约直接来咨询。每学期，advisors会组织不同主题的转学讲座，帮助 
我们了解如何成功转升自己理想的四年制大学。我最喜欢的讲座活动是雪兰 
校友回到母校分享他们转学后的经历。每年秋季和冬季学期，还会有120多 
所四年制大学招生官来到雪兰校园参加转学教育展，为我们直接解疑答惑。

全美招收国际学生 

社区大学中排名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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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西雅图市中心15分钟 

车程，波音、微软、星巴 

克、亚马逊总部皆设于此

美国NWCCU和中国教育部 

共同认可的公立两年制、 

文理综合性高等院校 

华盛顿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纽约大学 

波士顿大学 
罗切斯特大学

密歇根大学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佐治亚理工大学

康奈尔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

商科 心理学 工程类 计算机科学 生物

热门就读专业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北卡罗来纳大学 
教堂山校区

明尼苏达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 
博尔得校区

我们的学生成功转去众多顶尖四年制大学

全校总人数约一万名， 

其中国际学生1000名， 

来自55多个不同国家。

简介 
关于雪兰

加州大学尔湾校区 

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 
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校区

俄勒冈大学 



四 类 课 程 项 目

2+2转升四年制大学 高中大学联读 
在雪兰完大一大二的课程后，学生可获得副学 
士学位。并且，在专业的选课及转学辅导老师 
的帮助下，学生可顺利转入四年制大学继续学 
习大三大四的课程，进而取得本科学士学位。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节省学费开支，而且也 
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我们的课堂全部采用小班教学，平均师生比为 
1:18。雪兰学院并与20多所四年制大学签有双 
录取协议，100%保证所有完成预备学位的同学 
可以顺利转入这些大学。学生在收到雪兰录取 
通知书的同时，就可收到这些四年制大学的预 
录取通知书。

如果你的有关成绩如下，可直接跳过ESL第5级： 
托福：总分58/写作15  雅思：总分5.0/写作5.0 

直读大学英语及其它大学课程成绩要求： 
托福：总分70/写作20  雅思：总分5.5/写作6.0

高中大学联读 (High School Completion Plus)， 
又称早读大学项目，是美国华盛顿州特有的教育 
创新，非常适合不打算在国内参加高考的同学。 
国际学生选择此项目，可以同时完成高中和大学 
所需学分，并获得华盛顿州政府颁发的高中毕业 
证书。选择此项目的要求： 

入学当天年满16周岁 
已完成9年级学业 

除传统副学士学位外，雪兰学院还可提供短期或 
长期职业培训，为实践工作学习更具针对性的知 
识和技能。国际学生可在已有副学士学位专业基 
础上额外添加此类职业技术学习，如果只是想单 
独学习职业技术类项目，申请前请先和国际办公 
室工作人员确认其项目是否开放给国际生。 

EN 英语语言预科 职业技术类证书 
雪兰录取不需要托福或雅思成绩。新生入学后， 
学校会安排英语分级测验，根据你的英语水平分 
到相对应的英语课程级别。通过ESL第5级后即可 
添加大学级别课程和英语衔接课程，这样循序渐 
进的过渡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更有效率，成绩也更 
胜一筹。 

90多个专业供学生选择 www.shoreline.edu/areas-of-study/
更多专业及介绍，请浏览官网“专业”页面

财会 
化学 
金融 
历史 
商科 
数学 
物理 
戏剧 

音乐 
哲学 
政治学 
海洋学 
环境学 
建筑学 
人类学 
社会学

天文学 
心理学 
药剂学 
营养学 
超声诊断 
大众传媒 
电影创作 
护士护理

理疗康复 
汽车技术 
清洁能源 
市场营销 
物流贸易 
刑事司法 
牙科保健 
艺术设计

地理/地质 
生物/生化 
法学院预科 
计算机科学 
医学院预科 
运动机能学 
国际问题研究 
健康信息管理

外国语言文学 
语言及听力科学 
工程类学科包括： 
  电子、电脑、航空、 
  土木、制造、材料、 
  机械、塑料复合、生 
  物/化学、等详细领 
  域划分 
 



费用概览 

学费 (15个学分) 
其它费用 
课本 
共计 

$3,172 
$161 
$150 

$3,483 

$9,516 
$483 
$450 

$10,449 

1学期 学校费用 1学年 (3个学期) 

19,935美元 1学年总费用 约合人民币14万元

食宿 
医疗保险 
其它 
共计 

$2,475 
$337 
$350 

$3,162 

$7,425 
$1,011 
$1,050 
$9,486 

1学期 生活费用 1学年 (3个学期) 

申请雪兰
雪兰申请流程非常简单快捷。 
全年有四个学期可以选择入学：

2021冬季学期 
(1月6日-3月24日) 
新生入学：待定

2020春季学期 
(4月6日-6月19日) 

新生入学：3月30日

2020秋季学期 
(9月23日-12月10日) 
新生入学：9月14日

2020夏季学期 
(6月29日-8月20日) 
新生入学：6月22日

住宿信息

申请所需材料
入学申请表（纸质或网上填写） 

成绩单或毕业证 

银行存款证明 

50美元申请费（国际快递加收35美元）

了解更多信息及网上申请，请前往 

www.shoreline.edu/international 

Shoreline Community College is committed to nondiscrimination. To request this information in an alternate format or for disability accommodation, 
contact Servic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206-546-4545, 206-546-4520 TTY, ssd@shoreline.edu) or visit www.shoreline.edu/accessibility. 

16101 Greenwood Avenue North 
Shoreline, Washington 98133 USA 
电话:+1.206.546.4697 
邮箱: international@shoreline.edu 

微信：shorelinecc（公众号见右） 
QQ: 1745875177 
新浪微博：@雪兰学院 
Instagram: shoreline_international

Linda Du (杜晓涵) 

国际项目负责人兼中国学生辅导老师

美国高校管理(大学学生事务)专业硕士学 
历，全年在国际办公室工作。Linda老师可 
为我们中国留学生提供额外辅导，例如语 
言方面协助、校内外志愿者等活动资讯、 
辅助教授与学生跟进课程情况等等。

*申请者需在入学时年满16周岁；成绩单/毕业证及银行存款 
证明提供扫描复印件即可；存款证明需是6个月内开具的， 
且金额不少于$19,935。

对初来乍到的新生来说，当地寄宿家庭最受欢迎。新生可通过与本校合作
的三家寄宿家庭直接申请，这样既可以享有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也可以
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家庭文化，并提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当然学生也可以
选择自己或和室友合租学校附近的公寓或独立房屋。学校校内全新单间宿
舍于2019年秋季已正式开放。更多信息请浏览官网“住宿”页面：
www.shoreline.edu/international/hou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