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选择美国大学教育的误区
我们教育中心教育顾问都拥有美国与加拿大的绿卡或公民，多名教育
顾问获得美国教育部授权 Director, 深度了解美国教育模式，了解世
界各地来美国的移民如何接受美国高等教育。在这里，我们提供美国
本土教育理念供中国留学生及家长参考。
1. 美国大学教育模式
美国大学括公立与私立两种。主要实行二年学制或四年学制，据统计，
目前美国各类高等院校有 3600 多所为中国教育部认可.
2. 美国为什么建立大量的公立 2 年制大学
我们从美国 4 年制、2 年制大学学费来分析，美国私利以及公立 4 年
制名校大学每年的学费昂贵，大多从 4 万美金左右到 5 万美金 （见
www.usedu99.com 网站连接 美国新闻网公布）
。美国普通院校学费每年

1.6 万美金左右，如美国各州立大学。2 年制大学（社区学院）每年
学费 7 千美金左右。
2 年制大学学费是美国普通大学学费的 1/2，是美国名校大学学费的
1/6。这就看出了学费的明显差别。美国是世界教育第一大国，名校
大学学费昂贵，学校就可以高薪聘请世界泰斗级科学家担任教授以及
对教学设施科研经费大笔投入，让美国大学保持了高水平的教育质
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中国的各位留学生及家长没有了解的情况，美国 50%左右普通家
庭收入的高中毕业学生们要想直接进入美国综合排名前 30 位、前 50
位名校读书也是望洋兴叹。如此高的学费让他们也难以接受。

美国政府为让普通收入的家庭的学生们同样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也
能进入名校上大学，体现社会公平的教育机会，美国各州政府用教育
经费很大的部分投入去建立了大量 2 年制大学， 让普通家庭收入的
学生先到 2 年制大学学习 2 年（完成至少 60 个学分），以低学费完成
4 年大学教育的前 2 年课程，在转学(transfer)到美国任何一所 4 年制
名校或普通大学，直接从大学第 3 年、第 4 年学习，完成 4 年大学教
育的后 2 年的课程。 总共学习时间 2 年（2 年制大学）+2 年(4 年制
大学)=4 年，最终获得 4 年制大学文凭，该文凭与直读 4 年制大学的
学生文凭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美国加州为例：建立了 120 多所 2 年制大学，33 所公立大学（加州
大学 10 所，加州州立大学 23 所），是世界最大的公立教育系统。
美国建立了完善的 2+2 教育制度，这种教育模式已近百年，是世界任
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美国优秀的 2+2 大学教育模式，让国家各种收
入家庭的学生们都有公平受到优质大学教育的机会，名校招生是多渠
道的，没有丢失人才。(见 UC-Berkeley ,UC-LA,大学网站招生途径)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是来自于美国普通家庭收入的学生，他在加州 2 年
制大学学习后，转学(transfer)到 Columbia University 大学完成后 2 年
的教育获得 Columbia University 大学毕业证书（见自由百科全书）。
学生选择 2 年制大学 2 年学习后转学进入与直接考入美国 4 年制大学的对比：

美国大学
排名前 30、50 位名校
普通大学

入学条件

学费

申请需 高中成绩 GPA4.0
TOEFL iBT 110 以上
SAT ，SAT2
申请需 高中成绩 GPA3.0
TOEFL iBT 80

4.5 万美金左右
不含生活费
1.6 万美金左右
不含生活费

2 年制大学

美国 2+2 大学
转学 4 年制大学条件

申请需 高中成绩 GPA2.0
TOEFL iBT 50
申请转学美国排名前 30 位名校
2 年大学课程 GPA3.8, 无需任何其它考试

7 千美金左右
不含生活费

申请转学美国排名前 30-50 位名校
2 年大学课程 GPA3.5, 无需任何其它考试
申请转学美国排名前 50-100 位名校
2 年大学课程 GPA3.0, 无需任何其它考试
申请转学美国各州立大学（普通）
2 年大学课程 GPA2.0 左右, 每科课程成绩
最低要求 D( 及格)， 无需任何其它考试

分制注解：GPA4.0 (百分制--课程平均 90 分以上)
GPA3.5 (百分制--课程平均 85-分)
GPA3.0 (百分制--课程平均 80 分)
GPA2.0 (百分制--课程平均 70 分)
各科分数：A(90 分以上)， B( 80 分以上，C(70 以上)，D(60 以上)

3. 美国百万新移民大多数为什么先选择进入 2 年制大学接受教育
2 年制大学拥有优质的基础课程、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英语基础课、小班制。美国政府在 4 年制公立大学并没有设置 ESL
英语基础课，有的州立大学自己设立 TOEFL 托福课程，这种班不是
美国政府设立的，不算大学里的课程学分(credit)。
2 年制大学也是美国政府安置新移民其子女接受美国大学教育的重要
途径，很多移民不懂英文或一般，所以美国政府在 2 年制大学里面设
置完善 ESL 英语基础课，而且所有英语基础课程都算入大学学分
（credit）,这样就解决了新移民在高等教育课程中英语语言的问题，
同时也节省了学费。
现在国际留学生也一样分享了这种 ESL 的课程。我们中心的留学顾
问亲自访问多家 2 年制美国大学，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交流，学生们

对学院 ESL 英语基础课程都说帮助巨大，为他们未来听美国大学专
业课程打下牢固的基础，而且英语成绩同样记入大学课程学分。
4. 中国留学生选择美国大学教育常见误区
1）

美国大学双录取的误区

其实大多数美国大学自设的托福班是有条件的。如：某美国大学录取
条件 TOEFL 托福最低 80 分（iBT）,他会在网站公布参加 TOEFL 培
训班的录入标准，要求留学生有一定英文基础，这样保证留学生赴美
后，学习 3 个月或 6 个月保证考过 80 分，顺利进入大学学习。而那
些英语基础不好留学生及家长不了解 TOEFL 托福班是不能帮你解决
英语基础学习需求，盲目将学生送入 TOEFL 托福班学习，导致学生
几年不能正式进入大学学习。
2）

留学生不能正确评估自己实力，做出错误的留学规划

有一些留学生没有对自己实力正确评估，还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学生，把自己的目标定到一定要进前 30 位名校，花很长的时间学习
英语并参加考试。他们不知道美国教育制度非常灵活，留学生可以选
择低门槛的大学先录取正式学习大学课程，保证好课程 GPA 成绩，
在谋划转学到名牌大学学习，这样节省时间一样可以拿到名校学位。
我们有一个实例，Jeanie 来自于中国青岛，她立志在美国当一名律师。
她读法律研究生先选择了加州一所普通大学法律系，大学学费低并且
入学门槛也低，她在这个大学学习 2 年后，保持优秀 GPA 成绩成功
的转入 New York 大学法律系读一年，最后获得 New York 大学法律系
文凭。它节省学费 10 万美金左右，用低门槛入学获得名校毕业。另

外 2 位来自于北京赵同学与沈阳的王同学，从 2 年制大学学习后，分
别转入 UC-Berkeley 精算学系和 UC-LA 药学系，给家庭节省学费 50
万元人民币。这些人就是了解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采取了务实的选
择，最后获得优秀的大学教育并成功取得了名校毕业学位。
3）

不了解美国本土的教育理念，用自己想象的国内教育模式套用

中国大多家长一般用中国大学教育模式来套用美国大学的教育方式，
认为美国上大学的方式应该与中国高等教育一样,如果大家都这样想
就犯了大错，不知道美国大学教育非常灵活，条条大道通名校，花了
大量的时间在英语考试上，延误了学生的大学学业。下面是美国
公立学校的第一名 UC-Berkeley 与第二名 UC-LA 的网站截图。申请
入学途径其中有一项叫 Transfer（转学）,就是接受来自于全美各大学
转学过来的学生，如果是美国大学转过来的学生，只考核 GPA 成绩，
无需任何其他考试。

5. 中国留学生如何正确选择美国大学教育
我们将学生状况及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这样划分：
1）

学生高中成绩优秀 GPA4.0 ，TOEFL110 分以上,SAT 2000
分以上，家里可提供 4 年大学教育经费 150 万元人民币左右，
可以直接申请美国综合排名前 30 位，50 位名校。

2）

学生高中成绩优秀 GPA4.0 ，TOEFL100 分以上,SAT 2000
以上，家里可提供 4 年大学教育经费 80 万元人民币左右, 想
未来获得美国前 30、50 位大学学位。美国的大学教育过程
要采取灵活方式 ，一样可以获得名校毕业和学位文凭，这
种学生选择十分重要。

3）

学生高中成绩一般，TOEFL 成绩一般，无 SAT 成绩，家里
具备较强的经济能力，但是申请名校概率为零。还想未来获
得美国前 30、30-50 位、50-100 大学学位。用低门槛的方式
先进入我们帮你推荐的美国大学，在大学课程中努力学习，

保持良好 GPA 课程成绩，获得转学进入前 30 位、50 位名
校，有 70%-80%的概率获得成功。当然普通州立大学可以
100%获得成功。
4）

学生高中成绩一般，TOEFL 成绩一般或没有语言考试成绩，
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我们推荐前 2 年教育用低门槛入学，
低学费完成（1 年学费 4 万人民币左右），后 2 年，转学进
入普通大学（学费 1 年大约 7-9 万元人民币）。大约 4 年的
大学总学费 25 万元人民币左右，这里没有包括生活费。

6.

正确选择 2 年制大学（社区大学）的重要性
美国 2 年制大学是由美国各州政府自己建立，各州的公立名校及州

立大学首先考虑大部分招生来自于本州的 2 年制大学（社区大学），
大约占总招生 90%左右。比如加州公立名校（见 www.usedu99.com ）
UC-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San Diego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UC-Santa Barbara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 Irvine 加州大学欧
文分校 6 所名校在美国新闻网每年综合排名进入前 30 位、50 位。在
公立大学名校全美排名进入前 12 位。我们有美国官方资料证实，他
们招生转学过来的学生大约 90% 来自于加州 2 年制大学（社区学
院）。而且转学学生录取比例与直接考入学生录取比例几乎相等。
除此之外，还有地理位置的因素，这是各大学考虑缓解本校学生食宿
的压力。
我们中心留学顾问亲自访问了十几所美国 2 年制大学（社区学院）并

拍摄了录像（http://www.usedu99.com/app_form/2+2-student.htm ）。我
们与很多位即将完成大学 2 年学业的华裔学生交谈，竟然申请进入美
国前 30 位，前 50 位名校占大多数，根据他们在学校的优良 GPA 成
绩，个个胸有成竹。可是当时这些学生入学的英语成绩一般，是 2 年
制大学(社区学院)的 ESL 英文基础课程帮助他们打下牢固英语语言
基础，读专业课很容易。我们华裔学生最大特点，只要没有英语问题，
在美国各大学学习成绩基本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我们中国教育的数理
化基础课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从美国教育部官方资料得到信息, 美国几所优秀的 2 年制大学的
确是美国名校的摇篮。我们已经推荐给中国留学生的几所 2 年制大
学，其中一所大学国际留学生进入名校大学数量高的惊人，在 1 年里
国际留学生转学名校数量如下：
转学（transfer）UC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19 名
转学（transfer）UCLA 16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167
转学（transfer）USC 67 南加州大学

67

转学（transfer）UC Davi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44
转学（transfer）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9 名（大陆全国仅 8 名）
转学（transfe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宾大学 10 名
转学（transfer）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9 名
转学（transfer）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4 名
转学（transfer）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3 名
转学（transfer）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3 名。

转学（transf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3 名
（这里其它 UC、哥伦比亚、斯坦福的协议学校还没有详细记录）
各位留学生及家长想一想，你们考入这些名校的概率有多高。美国名
校招生不都是来自于直接考取得学生, 还有大量来自于其它美国大
学转学进入的学生, 这就是美国教育模式与中国教育模式不一样的
地方。美国真的是条条大道通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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