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

歡迎來到華盛頓州斯波坎學院！
斯波坎社區學校建校於1963年，共有兩個校區，分別是斯波
坎學院和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兩個校區相距6英里/9.7公里
（20分鐘路程）。
Spokane Community College
(SCC)
1810 N. Greene St.
Spokane, WA 99217
Spokane Falls Community College
(SFCC)
3410 W. Fort George Wright
Dr. Spokane, WA 99224
www.ccs.spokane.edu

斯波坎學院聯合招生約25,000名。

健康科學部是華盛頓州的社區學院和
技術學院中最大規模的院系。
為了赴美學習的日本學生，斯波坎瀑布
學院與武川庫女大學攜手開展合作。

第5章：學院簡介

華盛頓州斯波坎市是一座繁榮的大學城，傍河而建，周圍植
物蒼翠繁茂、美景天成。斯波坎被譽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戶外活動精彩紛呈：激流划艇、滑雪、沿著頗具歷史意
義的斯波坎百年小徑騎車而行、或徒步穿越自然保護區、前
往76座湖泊中任意一個湖畔露營……這些只是眾多選擇中的寥
寥列舉。斯波坎不只是意味著豐富的戶外活動，這座城市也
有理想的購物所、世界一流餐館、音樂廳、劇院和藝術中心
等等。在斯波坎學院，您可以發現學生自營的鮮花店和學院
烹飪藝術課程學生經營的餐廳、學生經營汽車維修中心和美
容中心。
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的學生活動中心面積達70,000平方英尺
，學生們可在這裡享受露天瀑布咖啡、學院商店和電視休息
室。娛樂中心內設置了乒乓球室、檯球室和遊戲室。
使命：提供高品质、规划清晰、普通家庭可以承受的学习机会，
充分发挥人的潜力，为社会培养出更加杰出的学生。
願景：斯波坎學院致力於改變生活，崇尚人文主義，鼓勵學生
形成領導力、建設國家、豐富世界。
價值觀：卓越、開放、成就、引領、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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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計畫：旅遊勝地、藝術與娛樂
斯波坎的活動多種多樣：冬季滑雪或溜冰、夏季飄流順河而下。還
有自行車道、瀑布和許多公園供大家遊玩。

學生總數：
性別比例

斯波坎是世界性娛樂活動舉辦之地，這裡會舉辦藝術活動、音樂
會、博物館和各種社區活動。由於城鎮規模較小，因此交通可靠、
空氣潔淨。在市中心享受晚餐的同時，您還可以欣賞到喜劇影片或
斯波坎交響樂團的表演。遊覽過斯波坎後，可以週末到西雅圖、波
特蘭甚至加拿大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

|

%

入學率（按出勤）

%

|

全日制

%
非全日制

轉學率

就業率

%

|

%

人種/種族劃分

高加索人/白人
非洲裔美國人/黑人
西班牙人/拉丁美洲人
亞洲人/太平洋島居民
阿拉斯加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
多種族
其它種族

斯波坎
西雅圖

如何到達
斯波坎國際機場（GEG）
距校區12公里，15分鐘路程；有9大型
航空公司運營，包括美國航空公司、達
美航空公司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西雅圖
( SEA ) 距此僅1小時飛行距離。

舊金山

平均溫度
最熱月份 - 七月至八月
日間溫度：270C；夜間溫度：120C
最冷月份 - 十二月至一月
日間溫度：00C；夜間溫度：-60C

29

斯波坎學院

專業及專業方向介紹和教員
學：專業和專業方向介紹
提供多種學術課程，為未來的成功奠定基礎！
完成副學士學位、為轉入大學做準備，或者提升
當前技能。

研修領域
•
•
•
•
•

藝術
商業
電腦科學
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
護理預科

教員統計資料
全職教員：
全職員工：
學生教師比例：

第5章：學院簡介

30

斯波坎學院
精英團隊
榮譽課程院長—Kevin Brockbank
Kevin Brockbank是斯波坎學院戰略合夥關係副院長和榮譽課程院長。他擁有蒙
大納大學商業教育技術學士學位和課程研究碩士學位。Kevin Brockbank在過去
20多年裡一直是學院教員和管理人，曾擔任鹽湖社區學院應用技術與職業發展
學院院長。

地區主管- Anna Rost Watson
Anna Rost Watson是地區主管，主管印第安那州、華盛頓州和密西根州
的美國榮譽課程支持課程。她一直從事American Honors工作，並曾直
接主管常春藤技術社區學院榮譽課程，為時三年。此外，她還在長達10年
的時間投入高中學生和學院學生工作。在從事American Honors工作之
前，她曾是“為美國而教”的教師和教員之一。Anna擁有伊利諾伊大學
傳播專業學士學位和印第安那大學與普渡大學印弟安納波里斯聯合分校
（IUPUI）公共事務與環境學院（SPEA）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榮譽課程留學顧問- Ben Faulkner
Ben Faulkner是斯波坎學院美國榮譽課程和美國致勝課程的副學士課程主任。
他畢業于加爾文學院，擁有哲學和心理學學士學位。Ben曾在洪都拉斯的德古西
加巴國際學校教授了三年的高中社會科學和人文課程，並在該校的最後一年擔任
系主任。
他負責向學生提供有關兩個校區的建議。此外，他在斯波坎學院協助課程主任管
理日常課程活動。
榮譽課程留學顧問- Sarah Kenney
Sarah Kenney是斯波坎學院的榮譽課程留學顧問，擁有惠特沃思大學歷史與英語
文學學士學位和中等教育碩士學位。身位一名榮譽課程留學顧問，她通過提供綜
合建議幫助學生實現他們的學術目標、轉學目標和職業目標，並負責組織和協助
召開轉學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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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校區設施
用餐選擇
斯波坎學院的Bigfoot Bistro和咖啡館是放鬆、學習和朋友閒逛
的好去處。如果餓了，選擇速食小零食還是午餐？這裡有漢堡三
明治、各式各樣的零食或新鮮烘焙糕點供您選擇！
在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的小咖啡館裡，可以在每日特色功能表選
擇烤肉、新鮮的沙拉或匹薩等各類食物。

表演藝術
SCC的演員們為斯波坎學院和斯波坎社區獻藝並開展各類活動。
吸納斯波坎學院學生充當演員、劇組人員和電影攝製人，能夠豐
富學生的生活體驗，並提供演出地點，豐富個人生活。
在SFCC美術長廊有為不同媒體工作的地區、國家和國際藝術家
舉辦的特色展覽活動，為學生和斯波坎社區帶來頗具教育意義的
體驗。所有展覽會和演講均免費向大眾開放。

穿
斯波坎夏季氣候乾燥、溫暖，但冬季寒冷、潮濕。學生和教職員
工在斯波坎學院均著休閒裝扮。典型冬裝為牛仔服、靴子和毛
衣。夏季氣溫較高，多數學生穿著短褲和涼鞋到教室上課。春秋
兩季的羊毛外套是一年當中很好的選擇。

第5章：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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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與健康
學生衛生所對所有已登記在冊的SCC學生和SFCC學生開放。在
免預約診所內，華盛頓州執業護士（ARNP）可提供有限的健康
護理服務。服務專案包括小病小傷診斷與管理、穩定慢性疾病間
隔管理、簡單診斷測驗、返校學習或工作許可、TB測試、健康促
進服務和轉診和教育課程與運輸部門要求的體檢專案。大部分服
務都免費向學生提供。

安全與保護
在斯波坎學院，校區是安全是重中之重。教職員工努力為學生、
教員和外來人員提供安全、友好和積極向上的氛圍。校區安全辦
公室負責以下領域的監督：安保、緊急管理和停車服務。

周邊旅遊：交通服務
周邊遊覽出行便利。乘座公車或火車就可領略風光並瞭解您周圍
的環境。

斯波坎城市公車站
（本季度學生收費標準）
公車站位於：The Plaza 701 W. Riverside Avenue ,
Spokane, WA 99201 (509) 456-PASS (456-7277) |
www.spokanetransit.com
格雷伊公车站
斯波坎聯合運輸中心
221 W. 1st Avenue, Spokane, WA 99201 (509)
624-5251 | www.greyhound.com
美鐵火車站
斯波坎聯合運輸中心
221 W. 1st Avenue, Spokane, WA 99201 (800)
872-7245 | www.amtrak.com
斯波坎河百年小徑-供自行車騎遊和步行
www.spokanecentennialtrail.org
斯波坎計程車
(509) 5斯波-波000 | www.spo-c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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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競技體育
加入社團：社團和組織
社團和社團開展學生活動帶動教育、文化、社會和娛樂項目。
學生們負責規劃、協調和實施活動項目，豐富課堂學習體驗。學校設立了各種各樣迎合特殊興趣和教學領域
（如戲劇、護理、Skills USA和烹飪藝術）的社團與組織。所有學生都可以加入這些社團和組織。兩個校區都
有國際學生社團，以及專注于慶祝特定文化的社團。學生會主持放映電影、舉辦聚會、音樂會或召開其它形式
的活動。
斯波坎學院社團包括

斯波坎學院社團包括
International Club—The International/Intercultural
club is designed to promote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diﬀerent cultures. In addition, it
supports students on campu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cultures.
French Club

International Club
Latin American Student Organization (LASO)
ACC (Arab Culture Club)
Black Student Union (BSU)
National Society of Leadership and Success
Phi Theta Kappa (Beta Epsilon Iota)*

LUA (Latinos Unidos Association) Club

Disability Awareness League

Spanish Club

LDSSA—Latter Day Saint Student Association

Japanese Club

Student Association for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SANE)

Black Student Union
Far East Coast Club

Student Awareness League (SAL)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Interpreter Training Program Club

*優等生榮譽聯合會(PTK)是2年制學院國際榮譽協會 。

Beta Gamma Kappa (Honors Society)
Alliance (LGBT) Club
Associated Women Students
Falls Christian Fellowship
LDSSA (Latter Day Saints Student Association) Club
Service-Learning Club
The Communicator (campus newspaper)
The Wire Harp (creative arts magazine)

第5章：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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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競技體育
斯波坎學院和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兩個校區的學生有機會參加各種
各樣的校內校外體育活動。此外，游泳池和體育館每天定時向學生
與教職員工開放。
社區學院還設置了各類校際體育課程，向兩個校區的全日制學生開
放。男子隊和女子隊可參加西北地方競技社區學院協會的活動。
體育運動項目包括
• 男子和女子籃球
• 男子和女子越野
• 男子和女子高爾夫
• 男子和女子足球
• 男子和女子田徑
• 棒球
• 壘球
• 網球
•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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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住宿
國際學生校園住宿——校區外
在充滿生機並頗具歷史意義鄰近街區有裝備齊全的學生公寓，是
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和斯波坎學院國際學生的理想住處。宿舍生
活安全、方便，並且可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一同體驗獨立、豐
富的生活。
地點
斯波坎國際學生公寓位於風景美麗、歷史悠久的布朗附加建築街
區，鄰近斯波坎市中心，距兩個校區都非常近。學生們可搭乘公
車前往SFCC、斯波坎機場或其它斯波坎地區。步行即可到達到
便利店、餐廳和咖啡館。另外，斯波坎國際學生公寓緊鄰格赫達
倫公園和藝術文化博物館。
公共汽車站在街道對面：
距離斯波坎瀑布社區學院5千米
（大約10分鐘車程）
距離斯波坎學院10千米
（大約30分鐘車程）
距離斯波坎國際機場10公里
（大約14分鐘車程）
便利
•
•
•
•

直接搬進設施齊全的學生公寓。
穿過大街即達公交站，不到30分鐘即達校區；
步行即可抵達斯波坎中心、飯店和便利店；
自己選擇室友或讓我們為你選配室友。

安全
•
•
•

所有地方都安裝有安全攝像頭
所有寄宿工作人員監控整個場地
每位學生進入公寓鍵控管理

邀請
•
•
•
•

參加美國學生和國際學生社團。
住在風景優美、歷史悠久的布朗附加建築街區。
參加社區活動、比如街道集市、藝術節、霜淇淋聯誼會、公
園音樂會以及在附近藝術文化博物館舉行著名的展覽活動。
參加組織性活動、如籃球、電影之夜、騎馬、燒烤、遠行參
加曲棍球比賽、Scarywood、以及您公寓管理員發起的其它
活動。

第5章：學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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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實惠
•
•

根據你的預算選擇單人臥室或與舍友共用一個房間
在房間內製作餐食或在食堂用餐。

便利設施
斯波坎國際公寓提供以下設施
• 1居室或2居室，設施齊全
- 1居室公寓面積為550平方英尺（有51.1平方米）
- 2居室公寓面積有735 平方英尺和 795平方英尺
（68.3平方米和73.9平方米）。
- 公寓設施齊全，包括：床、書桌、寫字椅、沙發和
幾把椅子、配四把椅子的餐桌
- 廚房配套齊全，包括：冰箱、爐子、水槽、烤箱、
基本廚具（盤子、玻璃杯、銀制餐具、炊事用 具、茶壺）
• 可選的床上用品和浴室用品：床單、枕頭、毯子、浴巾
• 可選的膳食安排：每週7天均提供2餐（早餐和晚餐）
• 住房安全可靠，提供24小時安全保障
• 現場公寓管理員
• 免費高速寬頻
• 所有公共費用*（電、暖氣、垃圾處理和寬頻）均包括在租金內
• 在公共活動室可以結識其他學生、在超大3D高清電視上觀看電影
和電視、玩遊戲、放鬆休閒
• 現場洗衣設備
• 男女分住

家庭寄宿
與美國家庭一起生活，房間配套齊全，提
供一日三餐，乘公車到學校。住宿家庭與
校區距離通常在45分鐘車程(公共交通工
具)之內，交通便利。

家庭寄宿費用（美元）*：
費用/月
18歲以下
18歲以上，與他
人共用一個房間
**
18歲以上，單獨
一個房間**

校園住宿費用（美元）*：
單人間

雙人間

費用/季度

3,362美元

2,535美元

押金

250美元

250美元

850美元
(包含餐費）

400美元
（不包含餐費）

650美元

（包含餐費）

費用
300美元

200美元

200美元

每個學生的費用。包含機場接送：
學生需在抵達前兩周提出機場接機要求。
* 對未成年人（開課日期前年滿16、17周歲
的學生）。在收到入學申請、寄宿申請和一
次性費用後才會簽發I-20g表格。

** 年满18周岁以上的学生（開課日期前）。收到
初次錄取申請文件後可提交家庭寄宿申請和一
次性費用。

*每個學生費用；價格可能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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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坎學院
American Honors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Honors
美國榮譽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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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波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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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波坎學院也錄取美國榮譽高中文憑課程學生。學生
們必須辦理學業審查程式，確保他們修習了獲得高中
文憑和副學士學位所要求的必要課程。斯波坎學院美
國榮譽高中文憑課程的畢業生將獲得美國高中畢業證
和斯波坎學院副學士學位。到美國後，必須年滿16周
歲的學生才能被錄取。

斯波坎學院的American Honors學生可取得以下優勢
榮譽級專業學者、進入70多所美國大學的轉學網路、
榮譽留學顧問、領導力和專業發展研討會、融合當地
學生和國際學生的榮譽課程社團。

Win

American Honors
國際學生轉學錄取榜

轉入學校

美國羅格斯大學
國家

%

中國
“作為一名國際學生，我知道身在異國他鄉
將要面臨的困境和挑戰。但是選擇American
Honors，你不會感到孤獨。”

全美前200強名校

%

Takayuki
轉入學校

德克薩斯大學

全美前100強名校

國家

日本
“我從斯波坎學院American Honors中習得
的知識對於轉入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大有
裨益。雖然課程很有挑戰性，但我收穫良多！”

* 斯波坎學院截止2016年春季的American Honors國際學生轉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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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前50強名校

斯波坎學院
American Success
美國致勝課程是為需要加強學術能力和（或）英語提升的
國際學生提供的課程，該課程提供額外準備，確保順利轉
入美國的大學。因此，您可以選擇在斯波坎學院學生美國
致勝課程，然後轉入美國大學，在那裡渡過第三學年和第
四學年。

在斯波坎學院學習American Success，您將獲得以下
優勢：核心/預備學術知識/ESL，進入CCS的轉學網
路、私人留學顧問、領導力發展研討會和支持團體。

Shawn
轉入學校

喬治華盛頓大學
國家

中國
“轉學手續非常複雜；有很多繁瑣的準備工作要做。我的留學顧問一直不斷
的幫助我，完成所有手續後，我進入了喬治華盛頓大學。非常感謝的我的留
學顧問。”

Hanna
轉入學校

貢薩格大學
國家

越南
“我不是來自大城市，因此我真的很喜歡斯波坎的氛圍。我的寄宿家庭在一個
非常安全的街區，我們經常一起散步或徒步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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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坎學院
课程和入学条件
入学条件
课程

American Honors

学术要求

英语要求*

课程内容

或同等水平
YEARS

American Honors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Success

或同等水平
YEARS**

或同等水平

Intensive ESL
TERMS

Academic
Courses
YEARS

入學之時學生必須年滿17周歲，並持有高中畢業證，方能申請American Honors或American Success。對於學習美國榮譽高中文憑
課程的學生，到美之時必須年滿16周歲。

*強烈建議申請American Hono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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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2.5年為預計時間，實際取決於學生的定級分數、專業選擇、成功完成高中畢業證書和副學士學位要求的學分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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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波坎學院
學費和預計費用（美元）
American Honors

完成课程后

Transfer to a Leading
US University
YEARS

American Success

13,469美元

13,469美元

13,469美元

健康保險

777美元

777美元

777美元

書本

465美元

465美元

465美元

住宿

6,000美元

6,000美元

6,000美元

921美元

921美元

921美元

21,632美元

21,632美元

21,632美元

學費

其它費用

Transfer to a Leading
US University

American Honors
HS Completion

總費用

表所列價格和費用可能會調整。一旦調整，招生官會發送通知。

YEARS

開學日期與截止期限
Transfer to a
US University

申請截止日期

迎新日

開課時間

開學時間

課程

秋季
（九月）

American Honors
American Honors HS Completion
American Success

八月上旬

冬季
（一月）

American Honors
American Honors HS Completion
American Success

十一月中旬

春季
（四月）

American Honors
American Honors HS Completion
American Success

二月中旬

三月下旬

三月下旬

夏季
（七月）

American Honors HS Completion
American Success

五月中旬

六月下旬

六月下旬

YEARS

九月上旬

一月上旬

九月中旬

一月上旬

根據課程設置不同，學生每學期修12~15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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