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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欢迎Sue Sanders 和 Sarah Chang  
Coastline 很高兴为您介绍人文教师 Sue Sanders 和EBUS 学业辅导员 Sarah 

Chang. 她们会在本学期下期到达香江中学。 

Sarah Chang    

我很荣幸能参 与

C o a s t l i n e创新的

EBUS项目， 真高

兴能和在我母国的

E B U S学生一起上

课。我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 

从Lincoln Memorial University 得到了

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过去的13年我

在Santa Monica大学当学业辅导。 我

将用我和国际学生上课的经验来帮助

EBUS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了解美国的高

等教育系统。我也能指导他们选择正

确的课程来达到他们的学习目标。  

Sue Sanders 博士 

我在2009年秋季加入了Coastline

的英语部门，在 Costa Mesa 

Center 教高中的早期大学课程

的人文100。在来到Coastline之

前， 我在University of Redlands 

教了好多年并且是师范本科的主任。在搬到

Orange County 之前我在高中教英语教了3年， 同

时也写了一本课堂管理的教科书。我目前通过

Skype为香江高中的学生授课“ 人文100:人文入

门”， 并会在六月去中国和学生一起完成这课程

的最后四个礼拜。我曾在Coastline教过英语099, 在

ECHS教第五年学生英语100和102。 我热爱人文和

英语， 期待几个月后终于能与香江的学生见面。  

去年的秋天，香江中学的

Senior 2 学生向他们的英语老

师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他们想参加第七届每年一次

的Star & Torch Art Talent  

Competition , 一个由China 

Youngster’s Culture & Art 

Foundation赞助的全国英语口

语比赛，他们想让Joe 博士帮

助他们准备。 比赛的规则很

简单，他们的“口语队”必

须有10个成员， 对话时间共

不超过10分钟。 当他们考虑

用什么表演方式来显示他们

的英语能力并得取胜利时， 

他们决定了采用戏剧。 

这些学生们正在学习莎士比

亚, 启发了他们用戏剧来表

演的想法。他们想演出一场

类似Romeo & Juliet, 但是有

快乐结局的爱情故事。策划

的过程中他们想到了之前学

过的戏剧技术“戏中戏”。 

他们想演出的故事是描述一

些中国高中学生要交的作业

是演出一场把莎士比亚带到

中国的戏剧。Joe博士认为这

是非常好的主意， 他帮学

生写了剧本，并选了角色和

帮助他们排练。 

努力了两周后， 学生完成

了服装和参加地区排位赛

“Prime Time”的准备。他

们得到了第一名， 被邀请

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决赛。他

们在决赛表演的“莎士比亚

在中国”非常出色，得到的

广东决赛的金牌。 

我们祝贺Senior 2学生的努

力，创新的想法， 和英语

口语能力！我们真为他们感

到骄傲。跟着是否到百老汇

演出？ 

EBUS学生得到英语口语比赛的金牌  



Coastline ESL 学院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是一项测试你英语了解能力的考试。目前TOEFL有两种格式: TOEFL iBT, 基于网

路的考试和TOEFL PBT笔试。大部分的考生都选择iBT。 TOEFL iBT测试的是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能力。考试一般需要4个

半小时。 

一些关于TOEFL的基本资讯 

选择来加州C o a s t l i n e社区大学的学生不需要考

TOEFL。 英语能力需要加强的学生将由ACT Compass/

ESL考试 (和香江高中一样的电脑考试)测试英语能

力，然后分配到合适的ESL班级， 直到他们有能力参

与基础课程。已经顺利通过Coastline 或其他美国大学

完成基础课程的学生不用参加ESL课程，因为他们已

证明了他们的英语能力。 

Coastline 的姐妹学校 Orange Coast College (OCC)和

Golden West College (GWC)一般要求国际学生的TOEFL 

iBT 分数61 (笔试500)。 但是Coastline的学生可以不用

考TOEFL就能转学去那两所学校，只要他们的成绩单

上显示已 完成ESL以外的基础课程。 

Linda Kuntzman 博士 

Coastline社区大学的ESL为希望增

强英语能力的学生提供一项分成九

个等级的课程。Coastline目前在加

州的Garden Grove和Westminster设

有3个ESL教学地点，56个班级，有

超过1000个学生。这是在南加州

最切实的ESL课程之一， 除了一周

24小时的教学以外，还提供了电脑

辅助的教程。 EBUS在香江高中推

出的ESL课程是Coastline ESL部门的

一部分， 课程相等于九个等级中

ESL 部门主任 Linda Kuntzman 受香江中学的委托来访问

Le-Jao Center。 

的最高四个等级 。像香江的学生，

Coastline在加州的学生会在上ESL高

等班级的同时也选修副学士学位的

课程。  

近期，Coastline的ESL得到了加州的

Promising Practice Award奖项, 并得

到了政府资助的 “到达成功的桥

梁” 的项目来帮助ESL学生顺利地

进修副学士学位的课程。Coastline 

ESL 学生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本课程切

实地帮助学生准备他们的英语能

力， 并且为完成ESL课程的学生提

供了一系列协助。Coastline 社区大

学的教师，辅导员和导师都非常欢

迎EBUS的学生，很高兴能帮助学生

成功地完成他们的大学课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Institute (ESL)设在加州西敏市（Westminster, CA.）的 Le-Jao Learning Center。  

你知道吗？ 

好消息： 你想

重考TOEFL多少

次都可以！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CSU):   大部分的CSU要求学生

至少得到 TOEFL iBT 61分（笔试500分）， 

但部分的学校会要求更高的分数或有另外的考

试。 

 

加州大学系统 (UC):  所有UC都要求学生考TOEFL

或IELTS。UC Irvine TOEFL iBT 分数的最低要求是80 

(笔试550)， 或者IELTS 7分（每部分的分数不低于 

6分）。 UCLA 的 TOEFL iBT最低要求是83分 (笔试

550)，或者IELTS 7分。部分UCLA的部门会有更高

的分数要求。 UC Berkeley 要求TOEFL iBT 至少83

分（笔试557分）或者IELTS 7分。 

 

Chapman 大学: 已有美国大学24个学分以上并在

英语写作(ENG 100)得到C 以上的转学学生不需要

考TOEFL。 所有其他的国际学生均需要有TOEFL 

iBT  80 分以上 (笔试550) 或IELTS 6.5分以上的成

绩。  

TOEFL的要求会改变， 但以下是目前的要求： 
麻省理工大学 (MIT):  MIT要求TOEFL iBT 90分以上 

(笔试557分)和两门SAT II考试。（很可惜中国目前

没有提供SAT II考试）。 

 
哈佛大学 (Harvard)：TOEFL iBT 至少94-95分 (笔

试587分) 或IELTS 7分。 

 
南加州大学 (USC): 所有国际学生 （新生和转学

生）都必须考TOEFL。TOEFL iBT 100分以上的学生

无须考USC要求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Exam 

(ISE)。TOEFL iBT 100分以下的学生在被录取后，注

册入学 前必须考 ISE， 以考试成绩来判定学生是

否需要在USC参加更多的英语密习课程。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OEFL iBT分数必须至少

88-100分，其中听力和阅读分数不能低于23分，

口语和写作不低于21分。IELTS 分数至少6.5 – 7分, 

每部分分数不低于6.5分。 
 

你知道吗？ 
. 

根据UCLA: 

“UCLA优先录取加州社区

大学的转学生，国际学生

并不除外。事实上，在

2010年秋季申请的学生

中，80%申请时都在加州

的社区大学上课。” 

Coast社区大学学区 (CCCD) 由三所两年制的社区大学

组成。这些大学每年为 72,000名学生提供副学士学

位，转学计划，和职业教育。我们非常重视国际外

展， 并在Coastline Community College, Golden West 

College 和 Orange Coast College帮助1,350名国际学生读

完大学的头两年 。CCCD是加州排名第三大的校区， 

我们有很多出色的课程。我们的毕业生都成功地转学

到CSU, UC和其他头等美国的大学。 



EDUCATION BOUND UNITED STATES (EBUS) 
 

 

EBUS是一项特别的国际性“高中升大学”项目，按照Coastline提早大学的高中项目的

要点来引导国际学生入学Coast学区和美国大学。 EBUS让高中学生加强英语能力，吸

取如何在大学成功的经验， 更能在母国高中时参加美国大学的课程。 在EBUS的第一

年，只要学生达到适当的英语程度他们就可以参加大学课程并得到美国大学学分。 

EBUS的好处： 

 节省了去美国的行程和大学前两年的生活的费用。学生能在他们的母国读由

美国教师指导的大学课程，在家长的陪伴下成长并做去美国留学的准备。 

 Coastline 是WASC认准的加州社区大学。 

 给学生一个有人引导的转接期， 让他们有时间习惯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 

 由英语是母语的教师教的英语强化班，帮助学生顺利地完成大学课程。 

 被认证的加州社区大学颁发的正式的大学成绩单。 

 为学生提供课堂以外的指导，和其他学生服务。 

 高中毕业证书和正式的大学成绩单 

 美国的暑期班(EBUS to SEE US)让学生体验美国4年制大学的校园内生活。 

EBUS是CCCD通过 U.S. College Compass推出的一个全球化项目。 

C o a s t l i n e  C om m u n i t y  C o l l e g e  

11460 Warner Ave. 

Fountain Valley , CA 928 

 

Phone:  714-241-6323 

Fax:  714-241-6270 

E-mail:  ebus@coastline.edu 

 

Tomorrow’s College Today.™ 

EBUS 人员  

Joycelyn Groot — Dean of Contract Education 

Laurie Melby — Program Director 

Betty Disney — Instructional Coordinator 

Joe Pulichino — Onsite/ESL Coordinator 

Jason Ward —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Editor  

海岸线社区大学—校长：Loretta Adrian博士 

海岸社区大学学区董事会成员: Mary L. Hornbuckle, Walter G. Howald, Jim Moreno, Jerry Patterson, Lorraine Prinsky, Ph.D., and Lee Fuller, Student Trustee 

总校校长： Ding- Jo H. Currie 博士 

评审: Coastline 是被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认准的大学。 

不歧视声明:  Coast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的宗旨是给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国籍，宗教，年龄，残疾，婚姻或越战时期身份的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就学机会。  

Global Outreach Club (GO! Club)已经

在为准备送去香江高中的影片而每

星期4 在Costa Mesa 

Center 开会，同时也在

策划一些社区活动。

GO! Club会参加在4月7

日在Le Jao Center举

行，由ASG赞助的“全

球教育展览会”，并策

划在四，五月进行捐献

衣服和日用品给当地收容所的公益

活动。团员更设计了团体标志，订

加州 GO! Club的新闻  
购了为年鉴拍照时用的  T恤！我们

也准备为香江的学生准备这些T恤，

将 由 本 团 的 顾 问 S u e 

Sanders在六月去中国的

时候一起带去。GO! Club

是在去年为了连结ECHS

和香江的学生而成立

的，但所有对不同文化

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

加。通过这个团体学生

可以和国外的学生互相沟通，学习

并比较文化之间的不同。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教育局，在

美国一千多所社区大

学中，Coastline的学

生毕业和副学士学位

的颁发率排名35。  

Coastline的学生能随时通过MyCCC网站查看他们的成绩， 步骤如下。 

第一步 

上coastline 的网站 

http://www.coastline.edu 

         第二步 

选择“MyCCC Log In Now!” 

的图标 

第三步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在Coastline 

College的入学通知内可以看到) 

第五步 

在“Other Student          

Resources”的头条下选择 

“Unofficial Transcript”, 再按 

“Submit”。 

第四步 

选择 “Student Tab” 

 

你可以在这里看

到，并可以打印

出你已完成的每

班课程的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