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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亚教育 U.S. Asia Education 

 全方位留学咨询服务    

 2+2特色转学项目 

 工薪级别留美费用 

 两年后续追踪服务 

贴身定制服务，为您省心 

捷径名校之路，为您分忧 

优化留学方案，为您省钱 

助学生迅速适应留美生活 

美国美亚教育 U.S. Asia Education 

网址：www.uaeamerica.org 

微信公众号：UAE_USA 

联系人： 

Email:  

电话/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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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色转学项目 

先进入美国两年制教育型大学完成基础课程学习，之后

再转入四年制研究型大学完成专业课程。无需参加任何

雅思托福等考试，年满十六周岁的高中生皆可申请。两

年内同时修完美国高中文凭及大学副学士学位，成绩优

秀且满足条件的学生们可通过录取协议直接转入排名前

50-100的名牌大学。更值得一提的是前两年低价的学费

（平均每年9000美元）将为留学生及其家庭减轻不少负

担。 

小留学生/小交换生 

年满十四周岁的初/高中生，可以申请进入美国私立高

中或部分公立高中内完成高中学业。他们将接受最原汁

原味的美国K9-12年级的高中教育，体会到与国内截然

不同的学习体验。同时在美国高中就读过程中的成长与

学习经历也将使学生申请大学时更具竞争力。 

本科&硕士留学 

美国美亚教育与美国多所高校都有人才合作项目。多年

以来，在我们的帮助下很多看起来条件薄弱的中国大学

生，都经过我们的推荐后，实现了到美国大学实现留学

的梦想。我们会帮助学生免去在中国学习托福和GRE的

时间和费用，每个学生大约会节省两到三年的时间以及

十几万元学费。  

业务概览 



3  

WWW.UAEAMERICA.ORG                                                                                                                                       3 

 

教师赴美进修&提供外教 

组织国内教师，学者前往美国大学进修，帮助联系学

校，代缴申请费用，辅导申请J-1访问学者签证。也可为

国内有需求的院校联系并提供外教，前往中国教学。。 

游学团&夏/冬令营 

上午进入大学接受原汁原味的英语课程学习，下午和小

伙伴们一同游览西雅图著名景点。去太空针上俯瞰西雅

图美丽的景色；到著名的波音、微软公司一探究竟；美

国美亚教育每年举办的夏/冬令营让您的孩子在学习的

同时也能尽情体验美国文化。学生可以当场申请大学，

带着录取通知书回家。  

高中大学连读项目 

华盛顿州独有的国际生高中大学连读项目（HSC)允许

符合条件的学生入读华盛顿州2年制的教育型大学，并

在同一时间拿到华盛顿州高中毕业证和副学士学位

（之后可以转入4年制名牌大学攻读大三大四），是节

省时间和经济的绝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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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公司于2009年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目前分支

代表处已超过五十余处。作为美国院校官方招生代

表，美国美亚教育与各校国际留学生部同步进行招

生工作，为学生提供最直接的美国各院校招生信

息。美国美亚教育开展小留学生、小交换生、美国

高中留学、16岁上大学、2+2美国大学连读、本科

硕士留学、教师及校长赴美培训、中美教育交流合

作办学和短期游学等教育项目。 

 美国美亚教育(U.S. Asia Education)是致

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美国教育机构，于2009年在美

国华盛顿州西雅图注册。从1996年起与美国东西海

岸和中西部地区50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被

授权为官方招生机构。美国美亚教育与美国高等院

校共同工作，向学生、家长提供最直接、最真实、

最有效的美国大学信息。 

http://www.uaeamerica.org/#!team/gallery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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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管理团队为您子女的留学之路提供更多的保障 

曾燕教授，美国教育学硕士，北美中国理事会教育总监，美国波塞尔商会会员，曾在多

所美国大学担任教授及国际部负责人多年，也曾于国内担任中学校长，对中美两国的教

育系统有着深刻的了解，多年来致力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接受高等教育。曾教授及其团

队2009年在西雅图创办美国美亚教育，现为美国华盛顿州多所公立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及

招生部总负责人。曾教授和她的团队在为美国大学输送了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同时，也圆

了许多中国学生的美国梦。她以超过二十年在教育领域的丰富经验，以及对教育事业无

限的热爱，为中国学生开辟了从留学到就业，到成功的一条龙绿色通道。  

曾燕<美国美亚教育总裁> 

李庆民<美国美亚教育市场总监> 

李庆民，硕士，高级工程师，国家管理咨询师、二级心理咨询师、企业培训师。从事大

企业工作二十六年，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管理经验，先后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十几项管

理、科技、质量课题攻关和政策研究，获得国家、省市及行业奖励。结合工作实际，对

工程技术、设计、施工、财务、预决算、法律事务、企业管理、营销实务、质量管理、

心理疏导、教育培训等学以致用，乐此不疲。又特别受百年树人的教育魅力导引，他长

期关注国际教育并多有实践，愿将自己未来时间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期待为各位学

生和家长及朋友们竭诚提供负责任的教育服务。  



6  

WWW.UAEAMERICA.ORG                                                                                                                                       6 

 

16岁留美读大学项目可以让学生在被美国大学录取时，会同时受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为华盛顿州基

础教育大学的通知书，让学生修大一、大二基础课。另一份为华盛顿大学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也可以是别

的名校，公司会按照学生的要求和水平来申请）。学生完成基础课后，同时收到美国高中毕业证和美国大学

本科副学士学位证（证明学生已经完成2年大学基础课）。满足条件（学生成绩、课余活动经历、学生的个

人陈述）后，学生可直接转入到华盛顿大学或者申请到其他名牌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等）完成大三、大四专业课学习，而这时入学已无“国际招生名额限制”。学生毕业后，会收到华盛顿大学

或相应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  

 

申请条件：（华盛顿州政府规定） 

◆ 申请人必须年满16周岁 

◆ 有无高中毕业证均可；高中、中专院校在读均可 

◆ 高一及以上（至少一学期成绩单） 

所需材料： 

◆ 护照复印件 

◆ 银行证明（人民币30万6个月有效期） 

◆ 在校成绩单（高一高二）或高中毕业证 

 

 

 

 

 

 

 

 

 

根据美国华盛顿州各大学的要求和学生自身的情况，美国美亚教育会提供额外的支持信，帮助学生录取     
并顺利获得签证。    

◆ 《大学申请介绍信》    - 提高录取率 

◆ 《美国大使馆签证信》    - 我们还会给学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签证辅导，以提高学生签证通过率 

◆ 《大学奖学金推荐信》    - 帮助学生提高获得校内、外奖学金的机会 

◆ 《大学校内外工作推荐信》-  帮助学生提高校内工作和校外实习以及毕业工作的机会 

申请流程： 

◆ 留学生个人美国大学咨询 

◆ 选择美国大学和专业 

◆ 填写留学生《基本信息登记表》 

◆ 签署《留学生咨询协议书》并汇款 

◆ UAE帮助学生提交申请材料 

全方位了解2+2 

http://www.uaeamerica.org/#!two-plus-two/c17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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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独有的国际生高中大学连读项目（HSC)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入读华盛顿州2年制的

教育型大学，并在同一时间拿到华盛顿州高中毕业证和副学士学位（之后可以转入4年制名牌

大学攻读大三大四），为节省时间和经济的绝佳选择。 

Student Qualifications 

入学要求 

◆ 16周岁以上 

◆ 国际留学生，学生签证（F-1) 

◆ 高一及以上（有至少一学期成绩单） 

◆ 未获得高中毕业证 

◆ 个人资产证明（30人民币，3-6个月有效期） 

华盛顿州国际学生高中大学连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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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此项目 

◆ 高一及以上但还没有取得高中毕业证想

要尽快来美国读大学的学生 

◆ 努力刻苦学习想尽快读大学的学生 

住宿要求 

◆ 18周岁以下要求住在寄宿家庭或学校宿

舍 

◆ 18周岁以上可以住在寄宿家庭、学校宿

舍或校外公寓 

需要多久能完成此项目 

◆ 完成副学士学位需要90个学分，大部分

学生需用两年完成 

◆ 可以同时获得副学士学位和华盛顿州高

中毕业证 

◆ 若学生的英文水平没有达到大学水平则

需先在本大学读语言课程 

 注：学生获副学士学位毕业后会自动获得

由州政府颁发的高中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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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2+2项目彰显优势 

◆ 进入华盛顿州基础两年制教育型大学修习大一，大二基础

课（入学门槛更低） 

◆ 学费低廉(为您减轻更多经济压力） 

 

◆ 两年后取得副学士学位，满足条件后转入华盛顿大学（或其他名校） 

◆ 录取率更高（无国际招生名额限制） 

 

 

2+2特色转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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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亚教育 U.S. Asia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

学 

 Indiana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IUPUI)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

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South Bend  印第安纳大

学 

 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  约翰逊与威尔士

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北亚利桑那大学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旧金山州立

大学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西雅图太平洋大

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加州大学

欧文分校 

 University of Oregon 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California 太平

洋大学加州分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othell 华盛顿大

学博瑟尔分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Tacoma 华盛顿大

学塔科马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华盛顿州立大学 

通过2+2项目可转入的院校 

 

部分合作大学简介 

卡斯卡迪亚大学以学习环境和高水平学术能

力著称。与华盛顿大学博塞尔分校位于同一

个校区，共享校园设施包括：图书馆、活动

中心、书店及部分餐厅。卡斯卡迪亚社区大

学在《华盛顿月刊》列出的美国顶尖30所社

区学院中位列第二名.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使

该校学生能够顺利地转入到包括华盛顿大学

在内的一些美国优秀大学。与综合性大学相

比，卡斯卡迪亚社区大学学费更低；四分之

三的卡斯卡迪亚学生在这里获得副学士学位

后转入四年制大学。  

南西雅图社区大学的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

美，交通便利，是学习和生活的好地方。学

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师都是来自相关行业

的精英人物，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专业

知识。同时学校配有良好的现在化设施，使

学生能够获得最好的教育和培训。  

西北大学（科克兰）是一所经过认证的综合

性大学，成立于1934年，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的柯里兰。西北大学起初名为西北圣经学

院，于1960年更名为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该校提供广泛的专科、本科

和研究生专业。该大学由文理学院、商学

院、教育学院、Mark & Huldah Buntain护理

学院、神学院、社会与行为研究学院组成。

西北大学在2014年《美国新闻世界报道》的

最佳大学期刊中获得“最佳西部大学”第十

五位以及“最有价值院校”第六位。 

雷克华盛顿理工大学是一所被西北大学与学

院委员会认可的可颁发学士学位的院校，并

且该校是华盛顿州第一所理工学校，雷克华

盛顿理工学院和中国教育部有长期合作关

14 

http://www.iupui.edu/
http://www.iupui.edu/
https://www.iusb.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JZJ8sBrQg_zT3-lzrDxPZK8b-azowQGJXPWopiWWpOVtDHldt_RZ0edmhH7IaaBzT6QdQdSddR2Z-VqFSR2hg_&wd=Indiana%20University%2C%20South%20Bend&tn=baidu&ie=utf-8&f=3&rsp=0&inputT=5856&bs=%E2%80%A2%09Indiana%20University%2C%20Purdue%20University
http://www.jwu.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Lrgmyx81BoIN9Rbc8iG8JzMQLHCryHtqNohWQtvu8ga&wd=Johnson%20%26%20Wales%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3&rsp=0&inputT=2209&bs=Indiana%20University%2C%20South%20Bend
http://www.baidu.com/link?url=Lrgmyx81BoIN9Rbc8iG8JzMQLHCryHtqNohWQtvu8ga&wd=Johnson%20%26%20Wales%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3&rsp=0&inputT=2209&bs=Indiana%20University%2C%20South%20Bend
http://nau.edu/
http://www.baidu.com/#wd=%E5%8C%97%E4%BA%9A%E5%88%A9%E6%A1%91%E9%82%A3%E5%A4%A7%E5%AD%A6&tn=baidu&ie=utf-8&f=1&rsv_bp=1&rsv_sug3=12&rsv_sug4=3819&rsv_sug1=5&rsp=0&inputT=2330&bs=Johnson%20%26%20Wales%20University&rsv_spt=3&oq=Northern%20Arizona%20University&u
http://www.sfsu.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QrW-IOnMv7YLKZUgQSon7NAGcb9O1EKqZhDTT9XwuepdPcvBzZwBpKUIFbFXq73AftucO21Ew1_HcDbYeAG7Va&wd=%E2%80%A2%09San%20Francisco%20State%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Northern%20Arizona%20University
http://www.baidu.com/link?url=QrW-IOnMv7YLKZUgQSon7NAGcb9O1EKqZhDTT9XwuepdPcvBzZwBpKUIFbFXq73AftucO21Ew1_HcDbYeAG7Va&wd=%E2%80%A2%09San%20Francisco%20State%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Northern%20Arizona%20University
http://www.spu.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YbfsvK51ydhWAJg56nmGBe6xfTRgjk-MMlg31RzpQ0X4CaBYVgk-KzbJOhqs0S&wd=%E2%80%A2%09Seattle%20Pacific%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2%80%A2%09San%20Francisco%20State%20University
http://www.baidu.com/link?url=onYbfsvK51ydhWAJg56nmGBe6xfTRgjk-MMlg31RzpQ0X4CaBYVgk-KzbJOhqs0S&wd=%E2%80%A2%09Seattle%20Pacific%20University&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2%80%A2%09San%20Francisco%20State%20University
http://www.ucdavis.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_ZJaH9PJ9DtiCyVJ9vuNIr4JO-GcSYvHhy1D7ryJpyCZGy_gxfN2iYG5jGWwxffRvGINLGvX8A3-TSOz8bgtRYqy75AO2lAdzefcM3hPWI9R5nV7SEuX5ctUp_C6J61C&wd=%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20Davis&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
http://www.baidu.com/link?url=_ZJaH9PJ9DtiCyVJ9vuNIr4JO-GcSYvHhy1D7ryJpyCZGy_gxfN2iYG5jGWwxffRvGINLGvX8A3-TSOz8bgtRYqy75AO2lAdzefcM3hPWI9R5nV7SEuX5ctUp_C6J61C&wd=%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20Davis&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
http://www.uci.edu/
http://www.baidu.com/link?url=ipq89r4qcfbhe9XWNMYtoDy1pWtUvjC0MhU-GgkNLVhayXStwEcsRBcNcLGVUMNWUwNy0CfEJZywJiY_UP24Ca&wd=%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20Irvine&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
http://www.baidu.com/link?url=ipq89r4qcfbhe9XWNMYtoDy1pWtUvjC0MhU-GgkNLVhayXStwEcsRBcNcLGVUMNWUwNy0CfEJZywJiY_UP24Ca&wd=%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20Irvine&tn=baidu&ie=utf-8&f=8&rsp=0&inputT=3278&bs=%E2%80%A2%09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C
https://www.uoregon.edu/
http://www.pacific.edu/
http://www.uwb.edu/
http://www.tacoma.uw.edu/
http://www.w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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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波 坎 社 区 大 学 是 由 两 个 社 区 学 院

（Community Colleges of Spokane 和

Spokane Falls Community College）所组成

的学院区。该校拥有其他社区学院甚至一些大

学校区所没有的新设施、新课程和自然美景。

斯波坎社区大学共有大约 38,000 名学生，以

及 300 多名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学生们选择该所院校是因为其收费低、教育质

量好、小班授课、教职员工尽责敬业，以及优

质的寄宿家庭项目。该校特别设有美国荣誉项

目，提供两年极具竞争力的荣誉课程项目。使

部分合作大学简介 

美国美亚教育 U.S. Asia Education 

更多可转入院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Fordham University 福特汉姆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罗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德克萨斯大学

奥斯丁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马科斯 

 Central Washington University 中央华盛顿

大学 

 Evergreen State University 常青州立大学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西华盛顿大

学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Pepperdine University 佩伯代因大学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俄勒冈州立大学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宾州州立大

学 

 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大学 

 Gonzaga University 冈察加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亥俄州立大学 

 Seattle University 西雅图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塔拉哈西学院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

西市，名列全美两年制院校第14位。高科技

的教室、先进的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卓

越的教学支持中心即学习共享空间为学生共

同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位于佛罗里

达州的首府，也是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中心，

当地还有一个机场。当地的气候夏季温暖，

冬季凉爽。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诸多蜿蜒小

径，名胜古迹，墨西哥湾，这些共同组成了

塔拉哈希无与伦比的美景。此外，许多世界

知名的艺术家和表演家也在此举办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使塔拉哈西成为学习和生活的

理想之地。 

绿河社区大学 建于1964年，毗邻西雅图，是

华盛顿州的一所两年制公立大学，在学术和

技术课程领域提供超过75 种不同的学位和证

书。大学占地186英亩，公园式的校园内绿树

参天，以其安全、友好以及平和的学习环境

而远近闻名。  

斯卡吉特河谷学院坐落在华盛顿美丽的芒特

弗农的小镇上，这座小镇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之间。该校经西

北部大学与学院委员会认证，创办于1926年。

斯卡吉特河谷学院弗农校区一共拥有近4000

名学生，其中包括来自20个国家的近160名国

际留学生。  

http://www.csusm.edu/
http://www.cwu.edu/
http://www.evergree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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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学成功案例 

刘同学 

2012年3月赴美就读于美国卡斯卡迪亚大学 

学位：工程系 

签证：经美国美亚教育辅导后一次通过 

2013年9月转入康奈尔大学 

在中国的最后学历：高中毕业 

工作经历：Goldman Sachs 

转学特点：有美国GED高中毕业证，先考到卡

斯卡迪亚大学读大一然后转入康奈尔大学，出

国前有考过雅思。 

“我在2012年初 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去了Cascadia，

一年半之后转入康奈尔大学现在主修计算机科学和工

业工程。现在的学校更大了机会也更多了当然学习压

力也是非常大。在学校我加入了多个社团并有幸在本

科阶段加入到教授的research group中，获益匪浅。

我觉得转校后能很快适应融入新环境得益于在

Cascadia的一年半的学习。在卡斯卡地亚大学学习

中，最大的好处就是班级小能够 与教授很好的接

触，这样能帮助刚来美国的我们融入美国的大学生

活，让我们学会如何与同学和老师相处。在Cascadia

的学习中我得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及其 他人的关心，

这些都帮助了我日后成功转校。”   

--刘同学  

 

留学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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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小班授课，没有大学里讲堂里

一望无际的人头和无法与老师互动的沮丧，也没有中国高中

课堂里的不断重复的做题、背诵和埋头苦学时的压抑，课堂

气氛非常自由轻松，老师会引导我们大胆地把自己的想法表

达出来，把自己的故事与同学分享，敢于质疑，不怕犯错。

作为留学生，老师对我非常的理解，考虑到刚来到新的环境

会出现的各种不适，也经常开导我，当然这是在我主动寻求

帮助的前提下。” 

 “短短的三个月，我经历了新奇、探索、沮丧、孤

独、害怕、振奋、收获的酸甜苦辣，它们都化成了我学习和

充实生活的动力，有时我都渴望挑战可以更多一些，因为每

迈过一个坎，我就变得更坚定，更有信心。出国让我感受到

自己的舞台其实很大。” 

 

—李同学 

李同学 

2012年3月赴美就读于卡斯卡迪亚大学 

学位：商科 

签证：经美国美亚教育辅导后一次通过 

2014年9月转入华盛顿大学 

在中国的最后学历：高中毕业 

工作经历：副学位实习一年 

个人故事：经美国美亚教育的推荐和介绍，李

同学提早结束了高中国际部的学习，选择通过

美国美亚教育2+2特色项目提前出国。在卡斯

卡迪亚大学取得副学士学位后，李同学通过

OPT在美国获得了一年宝贵的工作经验，后经

由美国美亚教育的协助进入华盛顿大学修习本

科课程。 

 “孩子在国内学习扎实、发展全面、身心轻松，到

美国后很快适应了学习和生活，心情愉快，趋势良

好，家长放心安心，证明了这条路是适合大众的绿

色通道 

    -李同学的父亲 

两年制州立大学是通往四年制大学的很好方式，中国学

生可以很好的适应美国生活，来学习英语进入四年制大

学，这种方式更为简单。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为

未来进入四年制大学打下好的基础，这是一个很好机

会。                           —Cascadia 副校长  

更多案例 

家长的话 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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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风险申请美国大学 

通过我们的零风险申请美国大学业务，我们可以做到让您真正的不承担任何申校的经济

风险，替您分忧，让您更放心。另一方面，通过此项服务，我们可以更有效率地为您办

理各种业务，学校申请、签证与寄宿家庭的安排速度将大大提高。 内容包括： 

◆ 见到录取通知书再付款 

◆ 录取和签证效率提高 

◆ 我们承担风险，让家长更放心 

两年后续追踪服务 

不同于传统的商业化留学服务中介，美国美亚教育致力于提供更人性化、更全面、

更贴心的一站式留学咨询服务。为此，我们推出了两年后续追踪服务，旨在帮助成

功留学后的同学们快速适应美国文化、生活、学习等等。我们会定期举办各种活

动、派对、讲座、随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生活需求，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

助，为您解决后顾之忧，让您享受实实在在的放心与优质业务。 

美国美亚教育特色 

http://www.uaeamerica.org/#!/c19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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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美好瞬间 

2014年9月20日“西雅图我来了”新生欢

迎活动 

2014年10月24日学生舞会 

保龄球健身走起来 参观EB-5项目，了解美国法律 

 两年后续追踪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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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学生/小交换生美国高中留学 

美国高中留学 

入学申请服务 

◆ 流水线的处理程序 

◆ 与联盟学校的招生团队合作  

◆ 有条件录取招生项目提高录取的可能性 

◆ 模拟面试准备和培训 

◆ 无需额外费用让学生随时获得一些实用的建议来帮助他们认知和适应新的学校  

 

招生后期服务 

◆ 多个入学日期可供选择 

◆ 事故和疾病福利保障 

◆ 有双语员工为家长、学生和学校职工的交流提供翻译    

◆ 定期反馈学生的最新进展和意愿 

◆ 联盟学校提供英语和文化课程 

250+ 所高中 

分布于全美 39 个州 

 

$20000 - $65000 

国际学生平均学费 

 

学校网络 

Chttp://www.uaeamerica.org/#!/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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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留学生/小交换生美国高中留学 

入学住宅服务 

美国美亚教育合作的寄宿公司为跨越全美的留学生项目提供实地的住宅支持， 该公司的寄宿计划负责留学

生宿舍的设计和运营，全美任何留学生都能申请到该寄宿服务，它不仅能保证您的安全，更能丰富个人完整

的留美体验。 

家庭寄宿服务 

1. 招聘和筛选（包括家庭住宅检查和背景审查）所有寄宿家庭 

2. 当地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如每月情况登记等 

3. 文化活动，包括新生出国前的指导， 到达美国后参与全年活动计划 

4. 定期反馈学生的最新进展和意愿 

食宿服务 

1. 雇佣，培训，管理一批有资质的在校生服务团队 

2. 安排学生日常交通和三餐 

3. 文化活动，包括新生出国前的指导，到达美国后参与全年活动计划 

 

翻译 

调解 

全方位支持 

居住 

英语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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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荣誉项目 

 国内的学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后为了能够进入大学必须参加高考。人们常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竞争之大可想而知。为此大量的的中国学生们选择留学北美最后成功的走向了职场。 但是，在

美国想进名牌大学特别是像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常春藤大学是什么情况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千军万

马攀藤条”。对于条件一般的同学，进这一类的学校的门槛可是相当的高，为了达到目的而所付出的时间和

金钱也是巨大的。 

 美国美亚教育一直致力向广大中国学生推广北美的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如何能帮助更多的学生进入美

国名校甚至是常春藤名校。学校是一个教学机构，是属于硬件范畴，而名校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代名词，属于

软件范畴。以哈佛这样的常青藤名校为例，一个百年不衰的大学集中了几代教育精英的心血经验换来了最先

进的教育体制并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政治家，富商以及社会名流更有人称之为“精英教育体制”。如今

这些名扬海外的学校，尽管被学子趋之若鹜但高高门槛和有限的招生名额变成了教育的奢侈品很多学生被拒

之门外。 

 美国美亚教育机构介绍的荣誉项目就是为解决上述难题而诞生。荣誉项目核心是把藤校的精英教育体

制放在一些入学门槛较低的学校进行，自从荣誉项目的我们开始就积极参与实践并与有关学院紧密合作。目

的是让更多的学生们不进藤校也“攀藤”。现在正式向学生，家长以推介这个难得的好项目也是经过了极大

的努力才得以实施的全新项目。而且目前实施该项目的院校为数不多，该项目优势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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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荣誉项目 

美国荣誉项目（American Honors Program) 的优势是什么？ 

 庞大的转学网络与保障录取衔接课程。此项目的转学网络为学生提供许多顶尖美国大学的保障录取名

额，以及其他更多大学的竞争性录取名额。 

 小班制互动式课堂体验。在于教授和同期无压力沟通的环境中，愉快进行引人入目的荣誉课程。 

 全方位支援与帮助，一对一咨询服务。从注册到转学，您都可以在学位计划，课程选择，学校选择，助

学金和奖学金等方面获得个人化的指导。 

英语能力测试成绩要求： 

IELTS 6.0 + 

TOEFL iBT 71 + 

* 若无英语能力成绩，将给予条件式录取（conditional admission is awarded), 无需SAT.  

什么是美国荣誉课程? 

美国荣誉课程让学生的受教育水平接近顶尖的四年制大学的受教育水平。 

高级别课程 

只针对优秀的学生，普通社区学院的学生只选择一到两门荣誉科目，美国荣誉课程的学生半数科目必须为荣

誉科目 

高度的参与性 

大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在课前充分学习，课堂时间主要用来讨论、辩论、称述，以及项目完成等。学生与老

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非常多深层次理解知识 

深层次理解知识 

老师激励学生从更深的层次理解课程内容，更多地运用并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优秀的老师 

所有的老师都是特别挑选的，专业突出，有能力营造参与性极强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http://www.uaeamerica.org/#!americanhonors-program/cq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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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美亚教育与美国多所高校都有人才合作项目。多年以来，很多看起来条件薄弱的中国大学生在我

们的帮助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到美国大学实现他们留学的梦想。我们的项目免去了学生在中国学习托福和

GRE的时间和费用，每个学生大约会节省2-3年的时间以及十几万人民币。 

  

 我们的本科和硕士服务人群主要为： 

◆ 中国的在校大学生。从大一到大四均可带学分转入美国大学 

◆ 中国的专科学校、职业学院和职业中专学生，以及中国政府认可的电视大学、函授大学、成人教育、网

络学校毕业生均可以带部分学分转入美国大学转升本并进入美国名校 

   我们可以为学生办理美国名校的有条件双录取通知书 

 

 另外，我们与华盛顿多所优秀公立和私立大学有合作协议，我们评估学生的实力也都被各大学所认

可，凡是美国美亚教育推荐的合格留学生：  

 

◆ 可以免去托福、雅思、SAT、ACT等成绩要求 

◆ 可以免去研究生院入学考试：GRE、GMAT(申请商科）、LSAT(申请法律） 

◆ 美国美亚教育的教授可以为学生提供推荐信 

◆ 留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和校内带薪工作以及两种OPT校外工作机会 

 

 我们会与每个学生沟通，然后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留学和人生发展计划。尤其是成绩相对薄弱的学

生，我们会结合其语言与其他考试的实际情况，分步规划，务实地帮其达到上美国名校的目的。  

 

本科/硕士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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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美亚教育与美国多所大学合作，共同举办为期1-2周的美国英语及文化强化

班。通过密集的课程安排，使中国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美食英语的特点及语

言技巧，并能自信地与美国人交流。同时我们也会安排参观美国著名城市，进一

步了解美国风土人情、人文景观，并参观美国著名大学、高科技公司、博物馆、

著名风景区等，让学生团在最短时间里取得最大的收获。 

游学团参加高空拓展训练-克服恐惧、激发潜

能 

游学团游览西雅图 

游学团/夏/冬令营 

美国美亚教育曾教授带同学们参观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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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就业技能培训 

由资深美国企业高管，美国美亚教育就业技能培训部门主管Roy Hirst主持，特别针对中国留

学生特点，一对一地训练学生如何在毕业后在美国寻觅到理想的工作。Roy多年来担任过多家

五百强企业的人事和高管职位，深谙美国公司如何在面试中甄选候选人的过程，他的课程将

带给中国留学生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图为Roy当面教授留学生毕业面试技巧 

◆ 英语技能培训 

美国美亚教育也提供英语专业培训服务。美国美亚教

育本着专业和负责的原则，将从听说读写每个细节入

手，为渴望提高英语能力的同学量身打造个性化的英

语学习方案，帮助那些怀揣美国梦的学子或从业人士

打开一闪智慧之门。 

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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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那些认真上进、有才华、努力学习的学生并回报他们的支持，美国美亚教育设

立了一系列奖学金。 

优秀学业奖学金 

 

通过美国美亚教育赴美留学的学生在完成第一学年的课业后，可申请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递交申请的

同时学生还需提交英语写作一篇，文章中需涵盖赴美留学后的感悟与收获，校内外活动经历以及在学习

或生活上克服的困难。 

为了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来美国大学学习而设立的奖学金。为了帮助学生顺利进入美国并开始自己梦寐以求

的大学生活，UAE会竭力帮助学生做好学校申请、签证辅导与各种留学咨询。出国前的充足准备将奠定一

个好的开始，也是学生对留学这一决定重视的体现。为此，UAE设立新生奖学金来评估并奖励在这一过程

中积极配 合并有一定进步的同学。  

通过美国美亚教育选择 2+2项目（两年教育型大学转四年制研究型大学）赴美留学的学生，不仅在申请转学

的过程中可以得到美国美亚教育的全力帮助，还能在成功转入心仪的四年制大学后申请获得美国美亚教育的

转学奖学金。申请的学生需提交英语写作一篇。（可以使用申请大学时所写的Personal Statement）  

美国美亚教育为了鼓励学生在各领域上发展，拥有更多的特殊才能而设立的奖学金。在美术、音乐、文学等

方面有着杰出表现的留学生，或着在赴美留学期间掌握了一门（或多门）特殊才能的学生都可申请特殊才艺

奖学金。申请的学生需提交英语写作一篇，介绍自己的才艺以及如何在留学期间运用到这些特长并有所收

获，将体验和感悟写成一篇500-700字的作文。  

新生奖学金 

转学奖学金 

特殊才艺奖学金 

 美国美亚教育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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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合作大学校长寄语 

 

Lisa Avery博士(副教务长，斯波坎社区大学)： 

我们很荣幸能和UAE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很高兴和欢迎能够在斯波坎

接收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学校坐落于华盛顿美丽和多山的地区，我们的

学校很安全学费也相对便宜。我们的中国留学生曾转学到像华盛顿大

学、罗格斯大学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样优秀的大学。我们有很好的

语言项目并向那些优异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项目。UAE让学校，同学们，像

个大家庭一样走到一起，我很高兴我们可以亲密合作。 

 

 

Lei Wang(塔拉哈西大学副校长)： 

美国美亚教育可以为那些希望转入两年制大学的中国学生提供最值得信

赖的服务。塔拉哈西大学很高兴可以与这样优秀的一个机构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塔拉哈西大学是一所顶尖的两年制大学，坐落于美国佛洛里达

州的东南部，我们拥有非常著名的转学项目。 

 

 

Gene Baker(南西雅图大学国际营销总监)： 

南西雅图大学非常感谢美国美亚教育U.S. Asia Education(以下称UAE)

分享我们的热情，你可以“从这里出发，去任何地方”。为了确保国际

学生可以受到最大限度及最好的教育经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通过UAE进入南西雅图大学可以让你得到许多其他学生得不到的

机遇。我们与许多顶尖大学的项目和合作伙伴关系会让你变得非常具有

竞争力。我们友好和热情的工作人员会在这里欢迎你并全程陪伴在你受

教育的旅程中。“从这里出发，去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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