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哈特兰德学院中国合作项目 

大学英语证书 + 大学副学士+大学学士连读 

 

合作项目在地域，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优势： 

 

 

 

 

 

美国中部伊利诺州 

伊利诺州（简称伊州）属于美国中西部地区。哈特兰德社区学院（简称哈特兰德学院或 HCC）座落在美

国伊州中部的布鲁明顿/诺茂市（简称双城）。美国总人口为三亿四百万, 伊利诺州人口总数为一千三百万, 在美

国拥有一千万人口以上的八个州里排名第五位。（前四位是加利福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 纽约州和弗洛里达州）。

伊利诺州和辽宁省是姊妹州。 世界级大都市芝加哥在伊利诺州, 人口超过 900 万, 是美国仅次于纽约市和洛杉矶

的第三大都会区。 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的中心地带, 为美国最重要的铁路和航空枢纽。芝加哥同时也是美国主要

的金融, 文化, 制造业, 期货和商品交易中心之一。自 1833 年建市以来,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大都市之一。 

要体检美国生活，就去中西部哈特兰德学院! 

HCC 所在地布卢明顿/诺茂市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位于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两大城市之间, 是一个倍受欢迎, 

亲切友好的中等城市, 多次被评为全美最佳居住城市之一。在这里，可以学到被美国人称为最纯正的美式英文。

2007 年 10 月,  双城更被评为全美国技术型城市第六名。 这与哈特兰德学院拥有的一流的高科技的教学设施有极

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优美, 安静, 安全, 以及和谐城市环境是相对称的，双城还拥有： 

多所大学: 伊利诺州立大学（公立）、伊利诺威斯林大学（私立）等。 

主要企业及总部: State Farm Automobile Insurance, COUNTRY Financial, Mitsubishi Motors of North America, 

Bridgestone-Firestone, Eureka, Afni and Caterpillar, Inc. 

众多的娱乐场所: 电影院, 舞台剧院, 交响乐团 

各种各样的餐饮及商场 

很多新开发的高级住宅区和商业区 

商业训练机会多 

中西部 是美国传统行业的中心; 中国服装, 小商品, 五金,电器, 汽摩配件的主要客户的集散地，其中包括： 

Sears, Roebuck and Company; Caterpillar Inc.; Deere & Company; Whirlpool Corporation; and the Boeing 

Company 

临近世界顶级的商业学院多(MBA) 

市场营销-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 

金融投资- University of Chicago’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财务会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College of Business  

学院所在地：布鲁明顿/诺茂市 

地理位置优越,： 和芝加哥之间的交通极为方便，乘飞机只需 45 分钟，乘车只需两个小时。借助于便利

的交通优势诺茂市近三十年来经济一直在发展中。 根据最近人口调查数据表明双城所在地区的当地人口在持续

增长, 排在伊州人口快速增长城市的第二位。双城人口总数约为十五万人，建于 1926 年著名的 66 号公路从芝加

哥到洛杉矶穿过双城。城市历史有一个半世纪以上。 

交通发达：双城多次在全美人居环境最佳城市的评选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 诺茂市还被授予具有科技人员

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由于布鲁明顿/诺茂市是伊州所有主要交通干线的枢纽之一,  所以它成为了伊州中部人口

中心城市包括迪克特市（Decatur），斯普林菲尔德市（Springfield）和皮奥略市（Peoria）的理想目的地。这意

味着我校附近还将有在总量七十五万之多的人口, 其影响力和辐射的范围都将是巨大的。从我校出发沿着一条主

要的州际公路大约 2 个小时左右向北可到达芝加哥或向南到达圣路易斯。 

教育水平高：根据最近人口调查数据表明双城所在地区的当地人口不但在持续增长, 并且位居本州人口快

速增长城市第二位。由于这两座城市也是其他三所高等教育机构 (伊利诺州立大学，伊利诺卫斯理大学和林肯学

院) 的所在地, 所以当地居民受教育的水平高于伊利诺州的平均水平, 有近万人从事教育工作, 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

公司 State Farm Automobile Insurance 总部在布鲁明顿，该公司在全美 500 强企业中排列第 21 位, 员工有七万多 

人, 当地雇员有一万五千人以上。伊利诺州中部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和采矿设备制造企业卡特彼勒公司 

CAT 的总部所在地。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发达 临近世界顶级大学多 

商业训练, 实习机会多 城市居民热情友好, 社会安全和谐 

人均教育水平高于其他地区 高科技程度位于国家前茅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5%88%A9%E8%AF%BA%E5%B7%9E&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A%BD%E7%BA%A6%E5%B8%82&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9D%89%E7%9F%B6&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6%9D%89%E7%9F%B6&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BD%E4%BC%9A%E5%8C%BA&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7%BE%8E&variant=zh-cn


华人社区贡献大：本区域内华裔美国居民有近千人。华人社区主要组成人员绝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 有大

学教授, 高级机械工程师, 医生, 律师, 会计师, 在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从事电子计算机的高科技专业人员, 餐饮业者

已及中国留学生。大多数职业华人是九十年代赴美留学的成功人士，为营造当地多元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

们除了积极参加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外, 还经常应邀到中小学传播中国文化。当地有十几家中餐馆, 其中有一家中餐

馆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一个华人教会和几个华人社团。自 2002 年起,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是当地华人团聚并

与美国公众共享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既为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又为中国留学生营造了友好的社

会和学习环境。 

经济交流频繁: 该地区的美中经济交流也是十分活耀的, 包括在华投资企业和对华出口企业。最近以来, 中

国企业负责人多次来访, 计划在当地投资。HCC 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人口的持续增长,良好的居住环境,具有高

教育水准的公众,当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与中国的合作进一步往来,以及我院历年来对中国合作项目的重视,都将

为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美国高等教育分段制 

 美国高等教育有三种体制：大学本科二年制 (公立社区学院）、大学本科四年制（私立多）、大

学本科四年制和研究生院。所有大学生必须在大学一二年级完成高等教育部所统一规定的大学本科普通高教必修

课程(35-40 学分）。学生高中毕业后有权选择任何一所高等院校并 在大学前两年完成本科所规定的普通高等教

育必修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20-25 学分）。大学教育质量高, 学历连续, 学费低于其他两类院校是许多学生愿意先

选择社区学院的原因。 

 

哈特兰德学院 为公立二年制大学，被全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认可,属文理学科类,有权颁发高等学位证书。学校积极

参加美国中北部 19 个州高等教育学位评审认证委员会的工作, 多次参加对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教学评估及认证

工作。2006 年校长章纳森博士曾代表该委员会对辽宁师范大学与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合办的国际商学院进行了

教学评估和认证评审工作。自 1990年建院以来不仅为本学区六县四市和伊州中部的居民提供了就近上大学的机

会,也为国际学生提供了留学美国的最好通道。设备一流、师资力量雄厚、学习环境幽雅、居住环境舒适、购物

便利。十八年来, 我校为伊州中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实用型技术人才等教育,

也为全国六百多所四年制本科高等院校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大学本科三四年级的生源,包括国际留学生。一些优

秀的哈特兰德中国留学生已经顺利地进入了高一级院校继续深造包括硕士研究生。   
 

 

中国合作项目：我校与中国多所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为培养

国际性人才做出努力。为此，限额招收符合该项目入学条件的中国学生。符合招生标准的学生可获得一定数量的

学费减免或助学金。这一项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大学英语项目，学生的英语入学成绩托福 应不低于

IBT 53 或雅思 4.5，英语基础好的学生，经考核可以不参加第一阶段的大学英语课程或者提前进入第二阶段学习

美国大学本科一年级的课程。如果学生的英语成绩低于上述要求，大学英语课程的时间要根据学生实际水平予以

延长。第二阶段为期约两年的美国大学本科一二年级普通必修课与专业基础课程，第三阶段为期约两年的美国大

学本科三四年级专业课程或三年的本硕连读。第一和第二阶段在我校完成并获得美国大学本科副学士学位。第三

阶段的课程在毗邻的伊利诺州立大学，伊利诺威斯林大学或外地的四年大学完成并获得所就读学校的美国大学本

科学士学位。学生还可以选择与俄州富兰克林大学的 3+1 学士学位课程。 

国内出国前培训：参与本项目的中国学生出国前应在国内与该校有合作关系的大学或培训机构进行一定期限

的英语培训，该培训计划应由所在院校或培训机构制定，加强语言基本功，这会缩短在哈德兰德的大学英语学习

时间，并为成功获得入美签证，尽快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做准备。 
 

入学条件及要求 

年令：进入美国时年龄必须在 18 岁或 18 岁以上  

学历：持有高中毕业证书或以上学历（需用中英文） 

高中毕业成绩单（需用中英文） 

英语：2012年入学,  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单，考分成绩 IBT “新托福”53 或雅思成绩 4.5 以上  

经济担保：由经济担保人填写并签字的经济担保书（统一表格，需用英文），23000 美元以上银行存款 

证明（需用英文），银行存款证明持有者应与经济担保人为同一人。 

入学申请书（统一表格，需用英文），包括 100 美元手续费（恕不退款） 

以上所需材料必须在规定日期前寄到该院。申请截止日期八月入学为四月三十日, 一月入学为九月十五

日。 



由于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 

 

中国合作项目的课程设置 分为三个阶段：大学英语,  大学本科付学士课程（一、二年级）和大学本科学士课程

（三、四年级）。 

大学英语课程（享受学费优惠） 

HCC 为中国学生设立了四级大学英语强化课程。这一项目旨在帮助中国学生打下坚实的英语基础。课程

包括口语, 阅读, 写作, 语法, 词汇和美国文化等多门课程。春、秋季学期上课周数为 16 周, 夏季学期为 8 周, 通过

英语强化学习, 使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大学一, 二年级的学业, 并为顺利进入美国四年制大学做好准备。根据学生

入学时英语测试成绩分班。如果学生入学前的英语水平低于要求，英语强化阶段要按学生实际水平予以延长。 

大学本科副学士学位课程（大学本科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学费优惠与美国州内学生同等） 

为各大学三四年级输送合格的生源是 HCC 学院的一项主要教学任务， 并为合格的学生颁发副学士学位。

该学院设有三十四个专业领域的大学本科副学士学位，包括文理科副学士（转学专业），应用理科副学士专业，

和职业证书项目。HCC 与全美大部分大学和学院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该院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往优秀毕业

生的优异表现，使得在该校完成前两年大学本科副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可以将所获学分转入美国其他四年制大学

并继续完成大学后两年的课程，以获取大学本科学士学位。自建院起该校毕业生已成功转入美国六百多所四年制

大学继续深造。 

该学院还与一些四年制大学合作为学生提供 3+1 课程模式，即可在我院读完合作方大学大三的课程, 但仅

交我院学费并可获得合作方大学的学分。大四注册合作大学的课程，各门功课合格者可获得合作大学的大学学士

学位证书。 

课程设置： 农学、数学、生物学、商学、化学、工程学、临床试验室科学、犯罪学、早期儿童教育、政

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工作、艺术、艺术教育、英语、历史、健康、以及护理学等。这些转学专业课程为

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获得美国大学基础教育的机会。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 

成绩符合要求，即可顺利就读于毗邻的合作大学伊利诺州立大学，伊利诺威斯林大学或其它外地大学继

续学习本科专业课程，学费按就读学校的国际留学生标准缴纳。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 和硕士连读课程（第三学年至第五学年）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还设有会计学本硕连读专业。需在大三申请，大四修完部分研究生课程。获得本科学

位后，再读一年，获得硕士学位。 

优惠的学费待遇  

被选入本项目的中国留学生, 可享受 HCC 校董事会对中国合作项目特别批准的优惠的学费待遇, 只缴纳与

州内美国学生相同的学费。这一优惠待遇相当于给申请该项目的中国学生三年总额为一万五千美元的助学金。大

学英语阶段一年学费约 15000 美元，大学本科课程一年约 9000 美元。 

医疗和住宿费用 

学生公寓与校本部隔街相望, 三或四室一厅一厨二卫, 备有床, 橱, 沙发, 电视；公寓区内设有洗衣机, 烘干

机, 健身房, 停车位等公用设施，在邻近的伊利诺州立大学医疗中心就医,。美国政府规定国际留学生必须参加医

疗保险。医疗和住宿一年约需 7000 美元 。伙食标准因人而异，人均约 3000 美元左右。 

中国合作项目负责人 

请与你所在城市与哈特兰德学院有合作项目的院校和机构及该项目负责人联系报名事宜。 

该项目美国负责人： 

（中文）Dr. Ruifang Cao， 电话：001-309-268-8592; 传真：001-309-268-7957， 

                电子邮件： Ruifang.cao@heartland.edu 

（英文）Pamela Sweetwood，电话：001-309-268-8168, 传真：001-309-268-7994， 

                电子邮件：Pamela.sweetwood@heartland.edu 

 

欢迎查询 HCC 国际项目网址：http://www.heartland.edu/international 

欢迎查询 HCC 网站：http://www.heartland.edu， 电话：001-309-268-8000 

Hea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1500 West Raab Road 

Normal, IL 61761, U.S.A. 

 

 
 

mailto:Ruifang.cao@heartland.edu
mailto:Pamela.sweetwood@heartland.edu
http://www.heartland.edu/international
http://www.heartland.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