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蒙特学院/ ACE 课程
8800 Grossmont College Drive. El Cajon, CA 92020 phone 619-644-7293 web http://www.grossmont.edu

信息速览
学校规模 中型
学费 $1,000—$5,000 期
隶属机构 公共
学校类型 强化英语课程
学生 男女混合
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
为国际学生设立的奖学金 否
提供有条件录取 是
顶尖课程 英语课程（ESL）
环境 市郊
鉴定和认证 CEA, EnglishUSA 成员, WASC
住宿类型 家庭寄宿, 公寓
社交媒体

ACE 帮助您为顺利转入大学院校做好
准备
American Collegiate English (ACE)
提供强化英语课程，帮助国际学生
入读葛罗斯摩特学院 (Grossmont
College) 和其他知名高等院校。ACE
学生免托福成绩即可转入葛罗斯摩特
学院。
葛罗斯摩特学院是一所 2 年制公立社
区学院。学生完成专业学习后可获得证
书或 2 年制副学士学位。结束在葛罗
斯摩特学院的两年学习后，学生可转入
大学获得 4 年制学士学位（2+2 课程）
，也可直接从事所学专业的工作。
ACE 课程表及课程
ACE 提供在每年 8 月和 1 月开课，各
为期 14 周的课程，以及在每年 6 月开
课，为期8 周的强化课程。课程的具
体起止日期请浏览 www.grossmont.
edu/ace。点击网页中的“课程、
时间表和课程费用” (Classes,
Schedule, and Program Cost) 链
接。

的英语授课，范围涵盖英语学术写作和
阅读、语法、词汇、听力、口语（包括
发音和演讲技巧）、大学学习成功以及
职业探索。ACE 采用小班制，更利于
因材施教。
保证入读葛罗斯摩特学院
如果您顺利完成 ACE 课程且达到 ACE
课程的学业要求，您即符合入读葛罗斯
摩特学院学分课程的资格。
在 ACE 课程结束时，您只要具备下列
条件即可入读葛罗斯摩特学院：
1. 历年平均绩点分达到 3.0； 或
2. 参加葛罗斯摩特学院的 ESL 评估测
试，并进入 ESL 103 级或更高级别
葛罗斯摩特学院的 American
Collegiate English (ACE) 课程为国际
学生提供中级别的英语教学和免托福成
绩进入葛罗斯摩特学院。ACE 课程在
全年提供三种不同的开课时间。课程
时间分别为 14 周或 8 周，可以与其他
课程结合使用。课程偏重沟通技巧、语
法、学术写作、阅读、词汇、大学学习
成功和职业探索。

无论是哪种课程，在每周均有 2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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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选择 ACE 和葛罗斯摩特学
院？
• 个人化服务 – 国际学生办公室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聘
有全职顾问和专家，致力于帮助您实
现您的教育目标。
• 优秀师资 - 严选名师，所有教师均具
备出色教学能力且爱岗敬业。所有
ACE 教师均有对外英语教学或应用
语言学硕士以上学位。
• 转学机会 - 葛罗斯摩特学院比圣地亚
哥地区的任何其他社区学院有更多的
国际学生转学到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和
UCSD。
• 低廉学费 - 在葛罗斯摩特学院完成学
士学位的前 2 年学习，所需花费不到
4 年制院校的一半。
• 丰富活动 – ACE 和葛罗斯摩特
学院学生可参加国际学生俱乐部
(International Student Club) 组织
的丰富活动，包括观影之夜、海滩假
期、加州大学校园观光游以及圣地亚
哥湾皮划艇大赛。
• 一流地理位置 – 葛罗斯摩特学院坐落
于城市近郊，校园宛如公园且十分安
全。学院距圣地亚哥市中心仅 15 分
钟行程，距美丽海滩仅 20 分钟，距
苍莽群山仅 45 分钟。

ACE 申请流程
有志到 ACE 求学的学生需取得 F-1 学
生签证。学生收到 I-20 表后，可到所
在国的美国使领馆申请签证。
要入读 ACE 课程，学生必须提供下列
文件：
• ACE 申请书
• 学生护照复印件
•学
 生高中文凭或成绩单复印件
• 财力证明（证明学生赞助人在银行有

14,000 美元存款））
• 不予退款的申请费 ($125)

我校收到以上全部文件后，就会向学
生核发 I-20 表。学生最晚须在开课第
一天（迎新日）缴齐全部学费（14 周
课程学费 2,995 美元，8 周课程学费
1,675 美元）。有关 ACE 申请及其他
课程信息，请访问我校网站：www.
grossmont.edu/ace（点击网页中
的“如何申请”(How to Apply) 链
接）。
葛罗斯摩特学院开设 150 多种专业课
程，包括：
• 司法行政
• 艺术
• 工商管理
• 计算机科学
• 酒店和旅游管理
• 国际商务
• 市场营销
• 数学（工程预科）
• 媒体传播
• 音乐
• 护理
• 大学转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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