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

您在這裡：歡迎來到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費城學院位於費城中心位置，是東海岸最具活力的城市中心之一。
學院建校於1964年，頗具歷史意義的費城鑄幣局大樓是校區最引
人注目的建築。

Philadelphia, PA
www.ccp.edu

費城學院有200名來自50個不同國家
的國際學生，學生群體文化內涵豐富
多彩。

NAFSA：國際教育者協會在最新出
版的《校園國際化》報告稱該學院
為模範社區學院。

費城也被稱為“博愛城”，是賓夕法尼亞州最大的城市。從獨立
鐘、福吉穀國家歷史公園和獨立大廳（美國獨立宣言和憲章簽署之
地）便可一窺這座城市豐富的歷史。西爾維斯特·史泰龍
（Sylvester Stallone）飾演的洛奇（Rocky）跑上費城藝術博物館
的72級石階也是這座城市的標誌性建築。遊客可在這個城市找到品
嘗美國經典菜品——著名的費城乳酪牛排三明治地方。
費城學院處於文化氛圍濃厚的大都市，因此吸引了不同年齡、興趣
和背景的學生到這裡學習。除了探索這座城史的著名餐廳、博物館
和公園之外，學生還可以參加各種社團、組織和體育活動，享有多
姿多彩的校園生活。
使命：費城學院是一所實行開放式入學制並可授予副學士學位的院
校，為所有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該校的人文科學、職業技
術和基礎學術技能課程為轉學、就業和終身學習打下了良好基礎。
學院説明學生成為見多識廣、關心公眾事務的市民，積極參與城市
的文化生活，讓他們有能力應對不斷變化的商業、工業與專業領域
的需求。

費城學院是費城最大規模的高等教
育公立學院，是賓夕法尼亞州第六
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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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學院

為了幫助解決這座城市內外的經濟、文化與政治問題，學院將不
同年齡和背景的學生集合在一起，並努力提供他們需要的方案和
支援，從而實現各自的目標。
願景：作為首要學府（學生的成功證實了這座多文化城市社區學
院的實力）為費城服務。
價值觀：正直誠信、學業優秀、多樣發展、專心教學、溝通、尊重。

學生總數：
性别

%

全日制

費城最近被指為世界遺產城市，列入2016年孤獨星球最佳旅遊
地之一。這裡有世界聞名的文化中心與研究機構，如費城大學、
天普大學和德雷塞爾大學。費城更像互動學習課堂。在這裡，您
可以參觀自由鐘、費城藝術博物館和佛蒙特公園，一探美國民主
的發祥地。花上一天的時間或一個週末，搭乘火車不到2小時便
可到紐約和華盛頓一遊。

%

入學率（按考勤）

%
觀光計畫：旅遊勝地、藝術與娛樂

|
|

%
部分時制

人種/種族劃分

非洲裔美國人/黑人
高加索人/白人
西班牙人/拉丁美洲人
亞洲人/太平洋島居民
多種族
其它種族

到這裡
費城國際機場（PHL）：

費城

距校區17公里。

紐約
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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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溫度
最熱月份-七月到八月
日間溫度：30⁰C，夜間溫度：20⁰C
最冷月份-十二月至一月
日間溫度：7⁰C，夜間溫度：-2⁰C

費城學院

專業及專業方向介紹與教員
學：專業及專業方向介紹
費城學院幫助學生們做好準備工作，以
便將來從事高需求職業或實現轉學。學
院為殘疾學生提供全面學術支援和服
務、以及一系列的職業和個人支援服
務。
研修領域包括
• 建築與施工
• 藝術、設計與媒體
• 商業與技術
• 法律與公共服務
• 科學
• 社會與公共事業服務

教員統計資料
全職教員
兼職教員
後勤人員
學生教師比例

第5章 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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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635
460
15:1

費城學院
精英團隊
地區主管- Alyson Krawchuk
Alyson Krawchuk是American Honors和American Success的地區課程主管
，負責監管賓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和德克薩斯州的學校與員工的工作，她的
工作重心是要求她的團隊每天將學生工作放在第一位，協助他們實現夢想。她
擁有西肯塔基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學位。

課程副主任和致勝課程輔導員-Kerri Rizzotto
Kerri Rizzotto是美國榮譽與學院課程的American Honors 與 American
Success輔導員。Kerri獲得了新學院大學應用雙語和英語課程設計（一門全球語
言課程）的MATESOL（英語教學碩士學位）。過去八年，她曾分別作為教師和
學生留學顧問在兩年制和四年制院校內執教綜合國際橋樑課程。此外，她曾在多
次國際英語語言會議上發表演講，演講題目包括“文化多樣性認識”、“傳授關
鍵思考能力提高全球課程學習效率的重要性”等等。

Ismail
國家

埃及
“學習American Honors的學生都來自不同的國家，這是一件美妙的事
情。我們能夠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包括中國、印尼和越南等等。
我們通常會一結伴遊玩，週末去費城中心享受中餐或晚餐。周內有時我
們也會聚在一起討論問題，相互幫助。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們彼此
幫助，真的太好了！”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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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校園設施
用餐選擇
餐廳有主校區、西北和東北地區中心的Colonial咖啡館，以及
主校區的Bonnell Cofee Express。 所有咖啡館的功能表都提
供了大量的菜品選擇。 在主校區各個角落以及每個區域中心都
設有自動販賣機。

校園藝術
費城學院的公共藝術收藏品的陳列在主校區，在鑄幣局、
Bonnell、西區建築和商業與工業中心的大廳內展覽。

穿
費城四季分明，氣候變化較大。因此很有必要做好充分的準
備。夏炎天氣炎熱時，溫度在21~32攝氏度這間，冬季溫度在
8~4攝氏度之間，通常伴有冰雪天氣。
費城學院學生與教職員工著休閒裝扮。典型的冬季外套為毛
衣、牛仔褲/長褲、靴子/厚夾克。夏天氣候較熱時，多數學生
穿短褲、T恤或連衣裙上課。

一年四季必備衣物包括
• 防雨夾克和（或）雨傘
• 厚型冬裝夾克
• 春秋裝

衛生和保健
費城學院安排了大量活動和報告性事件，在校園內提高有關健
康問題、健康篩查和生活方式選擇等相關的知識。此外。學院
通過提供教育課程和延伸服務，説明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
式、態度和行為，支持學院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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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學院
安全和安保
費城學院致力於為學生提供豐富、安全的學術體驗。 學院每年都會
對安保措施進行評估，確保學生、教師和職工的安全，讓每個人感
受到安全、舒適的學校氛圍。

周邊遊：交通服務
費城的SEPTA（賓夕法尼亞州東南地區交通局）提供公車、火車和
電車等各種交通工具，讓您出行方便快捷。
SEPTA通過大學公車票計畫，為學院學生提供打折的公車票。您可
以盡興遊覽這座城市，或者到其它城市旅遊。
SEPTA City Bus, Train, and Trolley
(215) 580-7800 | www.septa.org
Broad Street Subway: 出口在春天花站（学院位于春天花园1700
号和第17大街）
2號公車線: Nicetown到费城南
33號公車線:Tioga到Penn's Landing社区
43號公車線:Parkside到Northern Liberties和Kensington社区
Amtrak Train Station
2955 Market Street, 30th Street
Station Philadelphia, PA 19104
www.amtrak.com

單車共用
費城是一個自行車出行便利的城市，該市為騎行者設計了專門的自
行車道。Indego是費城推出的單車共用計畫。城市周圍的車站都會
提供自行車供人們使用。購買一張票卡或到任何電話亭用信用卡或
借記卡支付單次出行費用即可使用自行車。
www.rideinde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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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競技體育
加入社團：社團和組織

社團包括
• Internat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

加入費城學院的學生活動，這是校園生活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通過各類活動與其它學生和教員加強聯
繫，從中獲得寶貴的團隊精神、培養學生領導能力
和組織能力，豐富學習生活。

• Africa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Club
• Asian American Association
• Muslim Student Association
• Muslim Women League

通過國際學生組織的野外旅行、遊戲之夜和社團服
務專案，美國學生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之間
的溝通交流變得加容易！

• LASO (Latin American Student Organization)
• Phi Theta Kappa (Beta Epsilon Iota)*
• Ritmo Latino Club

此外，學生會組織、優等生榮譽聯合會、學生專案
委員會、學生大使志工團、先鋒盾學生新聞和費城
L.E.A.D.S.也提供了許多學生領導力提升機會。

• Haitian Student Organization (Club Creole)
• Alpha Beta Gamma (Business Honor Society)
• Christian Women Alliance
• Women of Many Backgrounds (WOMB)
• Gay Straight Alliance
*優先生榮譽聯合會 （PTK)是兩年制學院國際榮譽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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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競技體育
費城學院希望幫助學生挖掘他們在運動、體能和學術
方面的潛力。無論是對經驗豐富或者是有體育抱負的
運動員，還是簡單的體育愛好者，費城學院都提供了
各種各樣的活動機會，在完成學業的同時還擁有一個
更加健康、更加積極的生活方式。
體育中心設有舉重訓練室、配備了單車和跑步機的有
氧運動中心以及健美操課和瑜珈課使用的體操室。
加入費城學院這個大家庭來吧！加入任何一個您喜歡
的男子或女子運動隊，見證該院第一年成為國家認可
的國家大學聯合委員會會員的這一段歷史！

校際運動隊
• 男子和女子籃球
• 男子和女子越野
• 男子和女子網球
• 男子和女子田徑
• 女子排球
騰出時間健身和娛樂吧！費城學院的學生、老師、
職員和校友們歡迎你加以下專案：
校內項目
• 足球錦標賽
• 戶內足球聯賽
• 極限飛盤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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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住宿
住宿選擇
學生們可選擇住在The Edge 或費城國際公寓裡。

The Edge
The Edge對您的學生生活而言，是一個完美的地方。在這裡，
您可以到天普藝術中心欣賞喜劇表演，或到學生中心聆聽現場音
樂表演、享受免費食物，或在星期五的晚上與同學們一起玩各種
遊戲。如果您想改變一下環境，搭乘公車到佛蒙特公園體驗綠植
遍地的森林小徑、與公園內著名的洛奇雕像合影，或者在陽光燦
爛的日子裡與朋友一道野餐。

便利設施
• 安全門禁系統
• 烹飪設備
• 可提供傢俱
• 共用浴室或私人浴室
• 電視房
• 自行車車庫
• 含水
• 電腦室

• 有線電視
• 維修小組
• 停車場
• 體育館
• 洗衣房
• 圖書館學習區域
• 寬頻

離學校距離
公共交通工具-13分鐘

或開車-10分鐘
費用*（美元）
雙人间

單人间

545美元/月/人

909美元/月/人

Khanh
國家

越南
“我住在the Edge的公寓。我們都有自己的臥室，但是共用客廳和廚房。
想像的還要大，這裡的人和教職員工非常友好。”

Universit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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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國際公寓
費城國際公寓是費城的大學城街區的首選之地，鄰近賓夕法尼亞
州大學、德雷塞爾大學、天普大學、傑弗森大學、費城大學、美
國藝術大學和費城科學大學。公共交通便利。可以靈活選擇簽訂
短期或長期租住協議。
便利設施
• 7天24小時前臺服務和安保服務
• 7天24小時開放的電腦中心和自習室
• 公共區域Wi-Fi
• 本地電話服務-房內語音郵箱
• 所有公用事業設備
• 電視室、游泳池和乒乓球桌
• 電影、音樂會和重大活動場地
• 室外天井和庭院
• 安靜的學習區域
• 音樂練習室
• 自行車車庫
• 咖啡館
• 自動取款機/自動售貨機
• 會議室
• 有線電視
• 洗衣房
• 床上用品

費用*（美元）**

離學校距離
公共交通工具—30分鐘，開車—15分鐘

單人間/ 共用浴室

795–950/月/人

單人間/ 共用浴室和廚房

855–980/月/人

單人間 / 私人浴室

975–1050/月/人

小型公寓

1,050–1,115/月/人

大型公寓

1,105–1,160/月/人

一居室公寓

1,290–1,350/月/人

文化和社交項目
• 免費觀看國際公寓放映的電影和參加在這裡舉辦的音樂會與文化
慶典活動。
• 免費的現場英語和外語課堂
• 免費參加社交活動、舞會、聚會和招待會
• 領導力發展機會

*價格可能會調整。
**費用按住宿時間確定，需支付350美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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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學院課程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美國榮譽課程（American Honors）是為學業和英語水準優秀的國際學生專設的課程，這些國際
學生希望獲得與普通大學類似的具備支持性和挑戰性的教育體驗。因此，可以選擇在費城學院學
習美國榮譽課程，然後轉入頂尖美國名校，在那裡渡過大學的第三學年和第四學年。

University Transfer
費城學院課程是為需要額外學術和（或）語言支援的國際學生提供的課程，該課程提供補充準
備，確保順利轉入美國的大學。
費城學院課程是兩年制學院課程，學生可以通過修習該課程取得副學士學位，並為轉入美國大學
做好準備，在那裡渡過大學的第三年和第四年，最終取得學士學位。學生入學之時必須年滿16周
歲，並持有高中畢業證書方能申請錄取。

課程和入學條件
入學條件
課程

學術要求

橋樑課程組成

英語要求*

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有較強的學習能力
要求視訊預錄面試

獲得高中畢業證書
有較強的學習能力
要求視訊預錄面試

或同等水準

或同等水準

入學之時學生必須年滿17周歲，並持有高中畢業證書，方能申請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或University Transfer。
* 強烈建議申請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的學生在提交申請時提供符合上文最低分數要求的英語測試結果證明。根據學院政策，除了托福分數
達到77分或以上的學生之外，其它學生應在到校後接受入學分級測試，確保恰當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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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ilia
國家

台灣
“在美國學習，您會更多地參與課堂活
動，不停地思考問題，而不僅僅是坐
在這裡聽老師講課。”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學費和預估費用（美元）
课程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完成美國榮譽課程後

University Transfer

時間

每学年

每学年

學費

15,300美元

13,800美元

健康保險

1,300美元

1,300美元

書本

1,000美元

1,000美元

住宿

8,775美元

8,775美元

其它費用

1,425美元

1,425美元

27,800美元

26,300美元

總費用

上表所列價格和費用可能會調整。一旦調整，學校招生專員會發送通知。

開學日期與截止期限
開學時間

課程

秋季
（九月）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六月下旬
University Transfer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春季
（一月）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十一月下旬 一月上旬 一月上旬
University Transfer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夏季
（六月）

申請截止日期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Honors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University Transfer
University Transfer Pathway

五月上旬

迎新日

開課時間

八月下旬 九月上旬

六月上旬 六月上旬

根據課程設置不同，學生每學期修12~15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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