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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州高中大學連讀
2+2，實現名校夢想

高中錄取學校不理想不知
道下一步要往哪裡走
怎麼辦？

國際班學生沒準備好申請美
國名校卻參加不了大學學測
怎麼辦？

有留學美國的夢想
但4年學費高昂無法負擔
怎麼辦？



美國社區大學項目介紹

畢業時間比較表

1716 18 20 21 22
年齡（歲）

19

華州高中連讀
2+2途徑
學費: 10萬美金/4年

學費: 10萬美金/4年

傳統2+2途徑

學費: 16萬美金/4年

傳統美國大學
途徑

無需高中畢業證書和
語言檢定成績，只要
年滿16歲，即可參加
入學考試

18／19歲獲得華州
高中文憑，AA／
AS副學士學位
(高中＋AA／AS畢
業證書）

國內高中三年 就讀社區大學
修讀大一大二課程

20／21歲獲得AA／AS副學士學位
（AA／AS畢業證書）

22／23歲獲得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證書）

就讀社區大學修讀高中
和大一大二課程

無需語言和SAT／ACT考試，
只需參加入學考試

國內 高中三年

考 SAT/ACT托福/雅思

就讀四年制大學

22／23歲獲得學士學位（大學畢業證書）

轉至四年制大學
修讀大三大四課程

什麼是美國 2+2 升學？

什麼是社區大學？ 

什麼是華州高中
聯讀2+2 ？

在美國教育體系裡，美國 2+2 是很常見的一種高等教育升學方式。先
進社區大學修完大一大二的基礎學分，再轉到四年制大學完成大三大
四的課程，就能順利取得大學學位。修完社區大學要求的通識學分，
可以轉到全美其他學校，不受州、學校和專業科目的限制。

社區大學是美國兩年制公立大學，多數提供副學士學位（Associate’s 
Degree），也有少數授予學士學位（Bachelor’s Degree）的選擇。全美
總共有942所社區大學，而華盛頓一州就擁有多達34所，華州社大的發展
已相當成熟且蓬勃。

華州社區大學允許沒有高中畢業證書，但年滿16歲的學生入學就讀。修完
大一大二的基礎課程，同時取得華州高中畢業證書及副學士學歷，就能順
利轉進四年制大學就讀。提早畢業，提早開啟成功人生！

轉至四年制大學
修讀大三大四課程

20／21歲獲得大學學位
（大學畢業證書）



傳統2+2途徑

華州週高中連讀2+2途徑

不同途徑優缺點

傳統美國大學途徑

如何從華州社區大學轉入四年制大學？

學分直轉協議
DTA / AS-T

保證錄取協議
Guaranteed Acceptance Pathways

直接入讀大學，無需轉學。優勢：

劣勢：

優勢：

劣勢： 

優勢：

語言、成績、考試等門檻高，較難申請到好大學；
入學課業負擔重，難以適應；學費高昂；一年一次入學。

無語言及其他考試要求，具有入讀名校第二次機會，
緩衝期能適應文化和教育體系。

有些社區大學會要求高中畢業證書，年滿18歲。

無需高中畢業證書，無語言檢定門檻；節省2年高中時間；
一年四次入學機會；具有入讀名校第二次機會，
緩衝期適應文化和教育體系；節省學費；
獲得三個畢業證書。

為簡化轉學過程，華州社區大學與四年制大學會簽訂不同的轉學協議，由社大負責大一至大二課程，而四年制
大學將完成後兩年的課程。其方法有二：

華州的社區大學，普遍和華州的
公立大學，及大部分私立大學都
有簽署DTA（學分直轉協議）或
AS-T （理科直轉協議），在社
區大學修完四年制大學所要求的
90個學分，取得AA／AS等副學
士學位，可直接將學分轉入四年
制大學，並從大三開始就讀。

部分社區大學會與華州及外州四年制
大學合作，簽署「保證錄取協議」。
學生進入社區大學後，可申請有合作
協議的一所四年制大學，學校會提供
一份「有條件錄取通知書」只要大一
大二達到理想四年制大學的申請條件
，即可保送該校，並可將社大學分納
入大學畢業學分，從大三開始就讀。



提供高中畢業證書

請參考附件成功轉入四年制大學案例

學費便宜

小班制教學

相較四年制大學，一年可省下約台幣100萬左右的學費。同時社區大學
針對國際學生發放的獎學金很多，國際學生可以利用自己的課外表現或
學業成績爭取獎學金，減輕學費負擔。

社區大學採用小班制教學，一個班級約15-25人，師生關係良好，提供
國際學生需要的額外協助，競爭壓力較小。

轉學成功率高
社區大學與四年制大學簽署協議，幫助學生能順利轉入知名大學，錄取
門檻較低。 國際學生免考SAT／ACT和語言檢定，只需參加入學考試。

縮短在學時間 凡年滿16歲，無需等到高中畢業，即可申請華州社區大學，可以比同齡
人更早開始修大學課程，提早畢業。

於社大畢業時，只要達到高中畢業門檻，即可同時取得高中畢業證書。

多元學科，靈活轉換 
社區大學學系選擇多達50多種，可考專業執照，選課彈性，可隨時轉系，
也提供學生較長適應期。

兩次OPT實習機會 社區大學畢業時，可以使用OPT實習機會，未來至四年制大學畢業時，
也可以再申請一年OPT累積實戰經驗。

多次入學時機
社區大學有春夏秋冬四個學期，國際學生可以依照自己需求選擇入學
時間，減少在國內等待的時間。

華州社區大學有什麼好處 ？



VIGP 如何协助您利用华州高中联读 2+2 项目，取得留学成功！

若要申請2+2高中大學項目，VIGP 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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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選擇VIGP?

專業團隊

對教育充滿熱情，旨在助您成功。

團隊成員均有留學經歷。

擁有心理輔導經驗，確保您的心理健康。

位於美國

能夠即時提供諮詢與服務。

緊急情況24小時全天待命。

可即時獲取最新留學新聞及相關政策資訊。

客製化服務

基於您的個性與能力，客製專屬於您的
留學方案。

在學業、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提供全
方位的支持。

提供個案諮詢，幫助您規劃客製化的成
功之路。

以專業測驗評估
，協助學生探索
個人興趣及職涯
方向，作為選擇
校系之依據。

協助檢視各校系申
請要求及所需資料
，確定申請１－２
所社區大學。

輔導學生完善備審
資料、申請表單及
遞交學校申請，並
追蹤後續進度。

錄取後，協助簽證申
請、留學住處安排、
行前文化適應等及留
學後的長期輔導。

錄取後，協助簽證申
請、留學住處安排、
行前文化適應等及留
學後的長期輔導。



附件一: 社區大學成功轉入名校案例

波士頓大學
康乃爾大學

喬治亞理工學院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

加利福尼亞大學
爾灣分校

加利福尼亞大學
洛杉磯分校

加利福尼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加利福尼亞大學
聖塔芭芭拉分校

華盛頓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

紐約大學

邁阿密大學

印地安那大學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商學院

威斯康辛大學

維吉尼亞大學

俄亥俄
州立大學

附件二: 保證錄取協議之學校名單

華盛頓州立大學, 華盛頓大學-Bothell, 西華盛頓大學, 迪吉彭理工學院, 太平洋盧斯安大學,  西雅圖大學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常青州立學院,惠特沃斯大學 
華州

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 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 加州州立大學聖馬科斯分校, 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

舊金山州立大學

列出部分名單，完整名單請聯繋VIGP

加州

德克薩斯大學

奧勒岡州

内華達州

印第安那州

亞利桑那州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安柏瑞德航空大學,  亞利桑那大學

普渡大學西北分校, 印第安那大學與普渡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聯合分校, 印地安那大學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 內華達大學雷諾分校 

奧瑞岡大學, 奧勒岡州立大學, 波特蘭州立大學 

其他 北德克薩斯大學, 辛辛纳提大學, 麻薩諸塞大學, 愛荷華大學



附件三: 學分保轉協議之學校名單
更多學校名單請直接聯繋VIGP

華盛頓州立大學, 華盛頓大學-Bothell, 華盛頓大學-Seattle, 華盛頓大學-Tacoma, 華盛頓州立大學-Tri Cities,

西華盛頓大學, 貢扎加大學, 太平洋盧斯安大學,  西雅圖大學, 西雅圖太平洋大學, 常青州立學院,惠特沃斯大學 
      華盛頓州

舊金山州立大學加州

奧勒岡州

科羅拉多州

印第安那州

亞利桑那州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鳳凰城大學

印地安那大學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奧瑞岡大學, 奧勒岡州立大學, 東奧勒岡大學

北阿拉巴馬大學阿拉巴馬州

威斯康辛州 威斯康辛大學

德州 北德克薩斯大學, 北德州大學

奧克拉荷馬州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

俄亥俄州 博伊西州立大學, 芬利大學

馬里蘭州 馬里蘭大學大學學院, 波特蘭州立大學 

明尼蘇達州 明尼蘇達大學

麻薩諸塞州 麻薩諸塞大學

紐約州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