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簡介
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ELAC)東洛杉磯學院是綜合性轉讀社區大學，服務範圍
主要是加州洛杉磯的聖蓋博谷區域 (San Gabriel Valley)。ELAC 獲西部大學及大學聯盟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的完全認証。學院擁有超過 60 年的優良
傳統，擁有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學生
人數有 28000 人，校園面積達 82 英畝，曾作為 1984 年奧運會競賽場地。校園的教師都
配備有最新的空調設備、完整的研究圖書館、學生可免費使用無線網絡、書店、大學轉讀
中心、警察局、健身中心、學生公園、學生娛樂中心、表演藝術中心、室內游
泳池、男性和女性專屬的健身房。

位於南加州，氣候宜人
ELAC 位於環境清幽的蒙特利公園 (Monterey Park) 郊區，安全且富有多元文化，交通便
利。與洛杉磯市中心、南加州海灘、積雪山脈和其他文化娛樂景點的距離都恰到好處。學
校周圍就有許多餐廳、速食店、咖啡廳及購物中心，這些地點都是在步行可達的範圍之內。
南加州向來以舒適的氣候和優美景致而聞名。這個地區終年陽光普照，天高雲淡，氣候舒
適宜人。夏季最高溫約 30 攝氏度，冬季氣候則比較涼爽，大約是 21 攝氏度。

卓越的學術和大學轉讀課程
ELAC 是加州和美國境內聲譽卓越的一所兩年之社區大學，而且國際學生轉學的著名大學
(例如 UCLA、UC Berkeley 和 USC) 的成功率也是在其他大學中名列前茅。學校前兩年
基礎教育的學費皆十分合理。在校修讀文科或理科的學生完成前兩年的大學課程，轉學到
四年制大學完成剩下兩年課程，便可獲得學士學位。學校也針對進階程度的學生設計特
殊的“優等生”方案，讓他們可以優先取得 UCLA 或其他頂尖大學的入學許可。為辦理到
頂
尖大學的轉學准備和實地考察，所有大學都派有駐校代表在學校的「大學轉讀中心」。學

校提供 60 個以上的主修課程，包含工程學、建築學、工商管理學、注冊護士(RN) 和電腦
科學。所有轉學的主修科目都可以在東洛杉磯學院 (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先行修讀。

國際學生校園活動
ELAC 目前擁有 700 名以上的國際學生，來自 25 個國家/地區。學校為國際學生提供免費
的綜合支援服務，包含輔導、咨詢、住宿咨詢和校園工作機會。學校的國際學生俱樂部每
月會固定舉辦活動，內容涵蓋美國文化了解、周末到海灘、山區和附近娛樂公園的野外之
旅。學校也支援許多校際間男生或女生的運動隊。所有學院的學生都可以根據學習成績，
申請數百種轉學獎學金。
入學需求
感謝你選擇東洛杉磯學院-國際學生招生部。以下是申請的步驟。
1. 準備申請入學的文件。以下是文件清單：
• 國際學生申請表格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
• 一張護照大小的照片;
• 最低托福 450 分以上，電腦測試 133 分以上，或者雅思 5.0 以上 www.ets.org -ELAC 的代
碼是 4296, 或者 IBT45 分以上， 或者 iTEP3.5, or 日本學生官方 STEP Eiken 2A 以上;
• 最近三年的成績單原件（需要學校蓋章）;
• 原件經濟擔保書;
• 原件的銀行證明;
• 35 元的申請費用，可以用匯票，支票（抬頭要寫 ELAC-ISO）,以及信用卡支付 credit
card payment 支付（都是不可退還的）;
• 監護人保證書-未滿 18 歲的學生在美國期間需要有一個監護人。
在美國境內申請需知：
• 護照，I-94, 以及簽證頁的複印件;
• 所有的現有以及之前的能證明身份的文件（如 I-20, DS-2019, 等等）；
• 轉學申請表格, 由學生填寫；
http://www.elac.edu/departments/international/forms/TransferStatusVerification.pdf
• 郵寄所有之前在 college, university 以及高中的官方成績單。
2. 把所有填好的文件遞交或者郵寄到東洛杉磯學院。
地址：
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1301 Avenida Cesar Chavez
Monterey Park, CA 91754-6099

以下是截至報名日期：
學期
美國境外
春季班
11 月 15 日
秋季班
7月1日

美國境內
1月2日
8月1日

開學日期
2月
8月

所有的文件必須是原件或者公證件並且翻譯成英語。
3. 收到錄取決定
新生將會收到錄取通知書以及 I-20。
轉學的學生會收到臨時的錄取通知書和轉學的表格（表格的第一部分應該由學生填寫，第
二部分由學校填寫 college/university/language school。
美國境外的學生需要聯繫當地的美國領事館/大使館申請 F-1 簽證。
4. 到東洛杉磯學院報到
學生應該在學期開學的三個星期前到達。
• Housing
• Transportation
移民局政策：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s (INS) 要求所有 F-1 簽證的學生完
成每學年最少 12 個學分， 以及保持最少 2.00(C) 的成績。
預計一年學業開支：
非居民學費
($212.00 每學分/12 學分每學期/ 2 個學分)
註冊費
($46.00 每學分/12 學分每學期/ 2 個學分)
學院
SEVIS Service 收費 ($25.00 每學分/ 2 個學分)
ELAC 健康費
($11.00 每學分/ 2 個學分)
學生會會員費
($7.00 每學期/ 2 學期)
住宿 雜費，汽車保險，等等
保險/書費
9 個月
一年的學費
(12 個月)

所有的費用可能會變更。
請注意：冬季學期或兩個夏季學期的註冊是可選性的
冬季&夏季
總額

如果你對本校有興趣，想要索取更多資訊的話，請與我們聯繫!
聯繫方式 ：

$5,088.00
$1,104.00
$50.00
$22.00
$14.00
$9,882.00
$1,840.00
$18,000.00

$4,500.00

地址：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1301 Avenida Cesar Chavez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 A.
電話：1-323-265-8796 或者 1-323-265-8650，轉 5203
傳真：1-323-260-8192
瀏覽網址: http://www.elac.edu
電子郵箱: ELAC_iso@elac.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