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ebsite will be followed the content order on the left hand side 

of the International Home page.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 

 

Why d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 at Snow College? 

為何國際學生就讀於 Snow College﹖ 

 

小班制 (Small classes) 

Snow College 的課程是小班制， 而且有很多優秀的老師就教於本校。 這意味著

學生將得到更多的幫助， 在大專教育的道路上與老師建立持久的友誼。 

 

安全 (Safety) 

由於 Snow College 是位於猶他州中心的一個山谷中，學生可以在任何時候都感

到安全。 

 

費用低 (Low Cost) 

Snow College 的費用較低。 比較價格後都會發現 Snow College 的價錢，比其他

美國西岸的學院便宜。 我們的住宿費用在美國是超值的。 

 

活動 (Activities) 

透過國際學生中心舉辨的實地考察，旅行和活動，學生有大量機會接觸其他文化

和體驗美國生活。 

 

英語課程的學分 (College credit for ESL courses) 

在 Snow College，當學生在學習或改善英語水平的同時也可以獲得大學學分。國

際學生於就讀本校的英文班的同時也可獲得大學學分。 

 

一般學術課程的支援 (Support in regular academic courses) 

這裡有一個課程顧問幫助那些由英語班到常規課程有問題的學生。 

 

轉讀大學 (Transferability) 

學生可容易地轉讀一般大學課程. 如就讀進階英語課程，大部分學生可於一個學

期完成其課程。 其他指定課程可於兩至三個學期完成。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


Mission Statement 學院使命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missionstatement.html 

 

國際學生中心的使命(International Center Mission Statement) 

 

國際學生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國際學生中心是學院和學生生活於學院不可缺少的部門。其使命一直激勵，策劃，

組織，建立和提供課程予國際學生，並在學院和社區裡發展教育的國際層面，學

生服務和公共服務職責。 

 

使命和目標 (Mission and Goal) 

國際學生是獨特的，因為他/她嘗試學習一個新的文化和理解新語言，同時參與

一項新的教育體系。這一直都是人生經驗中最困難的。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內在壓力和憂慮是學業上極大的障礙。Snow College 國際學生中心協助國際學

生達成他們的目標和幫助他們保持合法的狀態下就讀本學院。我們的目標是幫助

減少壓力和憂慮，並促進學習情緒和心理狀況，有助他們調整並達成目標。我們

還制定方案，在校園促進國際教育。 

 

國際學生中心自 1978 在 Snow College 成立以來，國際化項目一直著重於﹕ 

1. 對非英語作為母語人士，提供有質素的英語課程。 

2. 提供辨理入學，諮詢，學術生活等服務，讓國際學生成功就讀本學院。 

3. 與當地社區促進合作，特別是商界，當地的服務團體和組織，幼稚園至高中

教師教師和學生。 

4. 鼓勵和促進本地學生與國際學生的參與。 

5. 在校園透過各種教育和文化活動，如國際週和國際俱樂部，促進國際和多元

文化的理解。 

6. 促進國際教育的選擇性與其他國家的聯繫，為教師和學生直接參與交流活動

創造機會。 

7. 提供學習機會和出國旅遊。 

8. 幫助加強和國際化課程。 

 

國際學生中心一直與教師，各委員會，各部門，學生服務部，社區組織，外部機

構和海外機構緊密合作，並履行其使命和目標。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missionstatement.html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申請資料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apply.html 

 

國際學生申請程序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 

 

申請 (Step 1) 

住宿 (Step 2) 

學生簽証 (Step 3) 

交通接送 (Step 4)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apply.html


Academic 學術科目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academic.html 

 

國際中心學術課程 (Academic progra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英語課程 (ESL) 

外語教師培訓課程 (TSFL)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academic.html


ESL 英語課程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esl.html 

 

英語為第二語言之課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gram 

 

Snow College 擁有一個美國西部最好的英語語言中心。憑藉其小班制，舒適校

園，及優秀教師，Snow College 較其他規模大的學校，展示其部分真正優勢。 

 

Snow College 的 ESL 英語課程分為四個等級。學生上課，每週五天，每日約四

至五個小時。在 Snow 你會提高在發音，聽力，閱讀，寫作和會話技能。在較進

階等級，也有文學課，圖書館和互聯網的學術研究，美國文化研究和測驗。Snow

的 ESL 部門還提供說明關於記錄筆記，電腦使用，美國政府，課堂文化，圖書

館用途，和托福測驗的準備。 

 

Snow College 坐落在距離美國西部一些最壯觀的戶外遊憩區很短車程。滑雪，

釣魚，露營，高爾夫球，皮划艇，登山 - 所有這些活動都可用。透過實地考察

和活動計劃，有興趣的學生能真正探索猶他州自然之美！ 

 

使命聲明 Mission Statement 

國際學生是獨特的，因為他/她嘗試學習一個新的文化和理解新語言，同時參與

一項新的教育體系。這一直都是人生經驗中最困難的. 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 

內在壓力和憂慮是學業上極大的障礙。Snow College 國際學生中心協助國際學

生達成他們的目標和幫助他們保持合法的狀態下就讀本學院。我們的目標是幫助

減少壓力和憂慮，並促進學習情緒和心理狀況，有助他們調整並達成目標。我們

還制定方案，在校園促進國際教育。 

 

國際學生中心自 1978 在 Snow College 成立以來，國際化項目一直著重於﹕ 

 對非英語作為母語人士，提供有質素的英語課程。 

 提供辨理入學，諮詢，學術生活等服務，讓國際學生成功就讀本學院。 

 與當地社區促進合作，特別是商界，當地的服務團體和組織，幼稚園至高中

教師和學生。 

 鼓勵和促進本地學生與國際學生的參與。 

 在校園透過各種教育和文化活動，如國際週和國際俱樂部，促進國際和多元

文化的理解。 

 促進國際教育的選擇性與其他國家的聯繫，為教師和學生直接參與交流活動

創造機會。 

 提供學習機會和出國旅遊。 

 幫助加強和國際化課程。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esl.html


國際學生中心一直與教師，各委員會，各部門，學生服務部，社區組織，外部機

構和海外機構緊密合作，並履行其使命和目標。 

 

學生配置政策 

如學生的母語非為英語，將會以下兩種方式安排到正規學術課程。學生一旦被安

排，將不可更改規定。 

 

規則一：無條件入學申請 

為了符合這規定，Snow College 對學生的母語非為英語可無條件接納。為了符

合這規定，學生必須是中學畢業，提交托福英語測試分數至少 500（173 CBT，

61 IBT）以上，並滿足書面要求。書面要求有兩種方式：學生可修讀 ESL 1051

（這是所有學生的母語不是英語的必修課程）成績並達至 B（85％）或以上，或

他們可以考取書寫英語測試（TWE），並達至分數為 4 或更高。如滿足以上要求

後，規則一的學生將被允許成為全職學術科目的學生。 

 

則規二：條件性入學申請 

學生的母語非為英語可被 Snow College 條件性地接納。為了符合這條規定，學

生必須是中學畢業，但不需要提交托福英語測試成績。學生在這條規定下被錄取

需直接修讀 ESL 課程。學生的托福英語測試成績低於 500 也會自動地安排到這

項規定。當所有學生抵達 Snow College 後將會有分班考試。 

 

分班考試過後，規則二的學生將被安排到四個等級的其中一個等級。 等級 1，等

級 2 和等級 3 的學生採取全日制的 ESL 課程。這些學生並不可以修讀正規學術

課程。 等級 4 的學生允許修讀一個或兩個正規學術課程（最多 4 個學分），這取

決於他們的學術背景，顧問的建議，學分，學術課程和學術導師。 

 

英語班畢業標準 (Exit Criteria) 

學生在 Snow College 修讀 ESL 課程，在畢業 ESL 課程並錄取為全日制學術科

學生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他們必須通過所有其所需修讀的 ESL 課程，最低

合格標準為 B（85％）或更高，他們必須在會話能力測試（OLPI）及密歇根英

語能力測試（MTELP ）中達到最低分數 65。這些測試將舉行於所有等級 4 的學

生，直到他們達到每個所需最低分數並承認為常規，全職學院學生。 

 

ESL 英語課程內容 

 

ESL 英語課程分為四個等級，等級 1，等級 2 和等級 3 主要集中於技能範疇。聽

力，閱讀，寫作，語法和會話將被教授在每個級別。此外，美國文化科將於等級

2 教授。在最高等級，各班重點是更多的學術技能：文學，圖書館和互聯網的學



術研究，美國文化研究和測驗。 ESL 課程是一項綜合技能課程，任何等級課程

將要求學生運用他們所有的語言技能。學生在 ESL 英語課程將有五至六個小時

在課堂。 

 

等級一 (Level 1) 

ESL 0211 等級 1 鈴聽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於聽力理解能力建立穏定的基礎。本課程專注於聆聽。學生鈴

聽的字母，拼音，數字，方向和教科書中相應的回應。 

 

ESL 0241 等級 1 基礎閱讀 

這基礎閱讀課程旨在讓學生有機會建立他們英語的閱讀技能。學生利用各種地道

的閱讀素材，了解基本的預讀和閱讀策略，其目的是為了提高他們的閱讀理解和

詞彙。 

 

ESL 0251 等級 1 寫作 

本課程著重於英語初級水平的閱讀和寫作技能。該課程的重點是幫助學生獲得自

信和流暢的寫作。 

 

ESL 0270 等級 1 會話 

本課程旨在讓等級一的 ESL 學生多練習使用英語會話。重點是小組工作，解決

問題，角色扮演，和非正式的討論。該比率為學生老師是四比一。 

 

ESL 0280 等級 1 文法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在英語語法和詞彙上建立基礎。本課程還注重幫助學生提高他

們的會話理解能力和組織技能。 

 

等級二 (Level 2) 

 

ESL 0411 等級 2 鈴聽 

本課程旨在介紹 ESL 學生的聽力技能在學術環境是必需的。該課程是以定向模

式，讓學生練習鈴聽能力於較短課堂上，記錄筆記，和詞彙發展。學生們將認識

一些英語演講模式和單詞和短句，這讓學生知道其可用在一個特定的模式上。 

 

ESL 0431 等級 2 美國文化與價值觀 

本課程向國際學生介紹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學生將閱讀和討論的文章認識不同方

面的美國文化，價值觀和思想。實地考察當地企業，農場，博物館等也發揮了重

要作用，幫助學生獲得親身體驗的目的。 

 



ESL 0441 等級 2 閱讀 

本課程重點是建立閱讀技能和詞彙。學生學習教科書上的閱讀及課外閱讀。通過

參與課堂活動和討論，以及通過簡短的問題寫作和測驗，他們能表達自己的思想

意見。 

 

ESL 0451 等級 2 寫作 

這寫作課程的重點是認識良好的書寫格式。介紹學生美式的思維模式，在他們寫

作過程中運用其基礎知識。有些說明還列出語法結構，可令學生領會較好的英文

句子寫作。 

 

ESL 0470 等級 2 會話 

本課程旨在讓中級的 ESL 學生練習使用英語會話。重點是小組工作，解決問題，

角色扮演，和非正式的討論。該比率為學生老師是五比一。 

 

ESL 0280 等級 1 文法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在英語語法和詞彙上建立基礎。本課程還注重幫助學生提高他

們的會話理解能力和組織技能。 

 

等級三 (Level 3) 

ESL 0970 等級 3 會話 

本課程旨在讓較高級的 ESL 學生練習使用英語會話。著重是小組工作，解決問

題，角色扮演，和非正式的討論。該比率視乎學生的投入，理解和分析。 

 

ESL 1011 等級 3 鈴聽 

本課程著重於學術科目上所需的鈴聽技能。它準備及訓練學生在美國學院和大學

課程上鈴聽的類型。大部分課程集中學習如何鈴聽重要信息，並如何有效地記錄

課堂筆記。 

 

ESL 1040 等級 3 閱讀技巧 

本課程著重於發展學生的閱讀能力，對將修讀學院及大學的學術類課程及閱讀娛

樂報導和一般信息上是必需的。學生閱讀和討論各種標準原文和文章，並介紹具

體的會話標記。 

 

ESL 0431 等級 2 美國文化與價值觀 

本課程向國際學生介紹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學生將閱讀和討論的文章認識不同方

面的美國文化，價值觀和思想。實地考察當地企業，農場，博物館等也發揮了重

要作用，幫助學生獲得親身體驗的目的。 

 



ESL 1051 等級 3 進階寫作 

這是 ESL 0451 課堂的延續，重點強調 ESL 0451 所學的寫作技巧，並擴大運用

至寫論文。學生的寫作與論文模式有緊密的聯系，並介紹各種英語短文風格，準

備英語 1010 必修課程。 ESL 1051 是所有學生的母語非為英語的必修課程。 

 

ESL 1080 等級 3 進階文法 

本課程旨在為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學習進階水平的英語語法。對許多英語學

習者常見的結構問題都在這課程中認識。 

 

等級四 (Level 4) 

ESL 0975 等級 4 會話 

本課程旨在讓較高級的 ESL 學生練習使用英語會話。著重是小組工作，解決問

題，角色扮演，和非正式的討論。該比率視乎學生的投入，理解和分析。 

 

ESL 1130 等級 4 美國歷史及文化 

本課程通過閱讀和討論各種文章，給予國際學生了解美國文化和歷史。學生參與

項目，研究有關美國歷史和文化的課題，然後報告其調查結果。 

 

ESL 1161 等級 4 學術研究論文基礎 

本課程旨在讓學生學會基本收集信息的學術論文基礎。學生同時使用圖書館和互

聯網。本課程將集中在寫作和記錄資料，並寫在論文或完成計劃項目。 

 

ESL 1170 等級 4 基礎文學 

本課程旨在為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學習評論和評價寫作的基礎。該課程也

可作為一般的文學介紹，並重點在享受，理解和分析。 

 

ESL 1191 等級 4 托福英語測試準備課程 

本課程提供了一個全面的語言技巧和試題策略，幫助學生提高自己的托福英語測

試成績。 

 

ESL 1000 國際學生迎新課程 (所有分配到各 ESL 等級的學生) 

本課程提供國際學生一般新的知識，技能和意識，在美國成為成功的學生。課程

主題包括，如文化衝擊，衛生，組織，簽證問題，銀行，職業計劃，法律，和調

節。 

 

  



TSFL (外語教師培訓課程)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tsfl.html 

 

文學副學士學位主要為學生教授他們的母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就業計劃。主

要的培訓集中在教學外語特定的技術和實習課程。 

 

由於這主要是作為一個職業學位，許多教授第二或外語課程的學分都是畢業要求

所需的。但是，學生也需要完成特定的教學時間，以確保他們能應用溝通，計算，

人際關係和領導技能於就業上。有些學生完成這學位將在美國以外國家教授外語。

其他人將轉到高級機構，及在初中學校實習方能完成學士學位。 

 

該計劃還準備學生在美國就業，作為成人教育教師和助手，教師助理，或公立學

校教師。除了文學副學士學位所需的一般教育課程，TSFL 課程包括語言課程要

求和 TSFL 給予最大的教學和學習經驗。 

 

TSFL Certificate  ( TSFL 證書 ) 

 

學生完成主修 TSFL 便可得到 TSFL 證書。該 TSFL 證書相當於 TESL/TEFL 證

書。 

 

學生如感興趣獲取 TESOL 學士學位，可於 Snow College 以 TSFL 畢業後，考

慮夏威夷楊百翰大學。夏威夷楊百翰大學每年提供 1 個獎學金予在 Snow 

College 畢業 TSFL 學生。如欲更多詳請，請電郵聯繫 Mark James：

jamesm@byuh.edu。 

 

TSFL 1000 國際學生迎新課程 

本課程提供那些不用修讀 ESL 英語課程的國際學生，介紹一般新的知識，技能

和意識，在美國成為成功的學生。課程主題包括，如文化衝擊，衛生，組織，簽

證問題，銀行，職業計劃，法律，和調節。 

 

TSFL 1050 F1 & 2, S1 & 2 (1:1:2)  

國際合作夥伴課程 (可重復報讀以增加學分)  

(前為 TSFL 105R)  

國際學生和美國學生將被分組作為為期上半學期（8 週）的合作夥伴。學生們將

一起參加活動和編寫有關經驗的報告。有些活動由課程導師計劃以及由合作夥伴

決定活動。這課程可以重複報讀。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tsfl.html
mailto:jamesm@byuh.edu


TSFL 1150 F1 & 2, S1 & 2 (1:1:3)  

社區托展課程 (可重復報讀以增加學分)  

(前為 TSFL 115R) 

國際學生和美國的學生將選擇代表性的外國文化並作為演講題材。這些文化節目

將在社區組織，如學校，教堂，公民團體和政府機構範圍進行。這課程可以重複

報讀。 

 

TSFL 1400 F (4:4:0)  

教授第二語言及外語技巧課程 

 

這是一個語文教學技巧入門課程。首先是一個簡短的語文教學歷史調查，課程持

續到目前語文教學的趨勢。學生將理解如何習得語言的理論與教學實踐。這課程

有一種技術組成部分，學生將學習如何利用技術和其他類型的設備適用於課堂上。

編制及教授方案演說是本課程特點。 

 

TSFL 1600 F2, S2 (1:2:0)  

學習語言策略課程 

 

本課程將著重於理解學習語言的過程及發展學習語言成功的策略。學生在課程過

程中會發現，每個人都有可能成功地學習語言，並開始建立自己的首選方式的效

能。 

 

TSFL 1997, 1998, 1999 (1-3 Credits) 

第一年實習教授第二語言及外語課程 

本課程是透過合作性的教育而提供。學生在修讀 TSFL  AAS 項目時必須工作在

一個語文課堂，以賺取學分。Snow College 於 2006-2007 有 244 個學生訂立

目標，按照計劃達成目標，記錄日記，並總結報告。 

 

首要條件和/或次要條件：現已修讀 TSFL1400 或 完成 TSFL1400 之課程 

 

TSFL 2300 S (1:1:0)  

測試與評估課程  

這課程為熟悉第二語言及外語而有潛力的教師，並於理論和句子結構技術，分析，

使用和第二語言翻譯測試。還介紹有用的技術來自我評價，提高教學質素。 

 

TSFL 2650 (HU) F (3:3:0)  

社會語言課程 



我們都非常熟悉至少一種語言：自己本身的語言。很少母語者停下來思考他們怎

樣了解他們自己的語言和他們的語言如何形成生活。本課程將提供學生一個基礎

介紹語言與社會的關係。例子將採取各式各樣的語言和文化。 

 

TSFL 2660 (HU) S (3:3:0)  

語言系統入門課程 

 

一般語言理論入門，這課程將著重於語言系統，特別集中音韻學，形態學，句法

和語義。一般語言學原理例子將來自英語以及因應教師所認識的其他語言。 

 

TSFL 2700 S (1:1:0)  

工作搜尋資源課程 

 

本課程旨在為學生即將結束 TSFL 專業培訓而設。它將提供資料和實習過程中找

到合適的語文教學工作，特別是海外。 

 

TSFL 2800 FS (1-2 Cr.)  

特別項目課程  

(前為 TSFL 280R) 

本課程是一個特殊課程，此課程需要證明一般課程不能乎合其學生。這課程可促

進學生達到理想目標的一個特殊課程。學生必須維持和完整自主學習項目。提供

一個模式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能力並運用清晰的思考。需要導師，部門會長及課程

委員會的審批。 

 

TSFL 2997, 2998, 2999 FS (1-3 Cr.)  

第二年實習教授第二語言及外語課程 

 

本課程是透過合作性的教育而提供。學生在修讀 TSFL  AAS 項目時必須工作在

一個語文課堂，以賺取學分。學生可成為助教，會話夥伴，或課程導師的助教。

學生將訂立目標，按照計劃達成目標，記錄日記，總結報告。 

  



住宿費用 (Housing Cost) 

 

經濟住宿有三種選擇： 

 

宿舎 (學院內住宿) (只限秋季及春季學期)。 

公寓連廚房設施：設有三間房間連廚房及客廳。 

你可以選擇單人房或雙人房 (與其他同學共用一個房間)： 

-單人房 – 一個學期約$1,250 美元，已包括$150 美元的膳食卡。 

-雙人房 – 一個學期約$1,000 美元，已包括$150 美元的膳食卡。 

純房間：這只是一個房間包含兩張床，書桌，及衣櫃。並不設有廚房設備。所有

用餐需到食堂食用。 

-單人房 – 一個學期約$850 美元再加膳食卡計劃* (指定)。 

-雙人房 – 一個學期約$600 美元再加膳食卡計劃* (指定)。 

 

*膳食卡計劃：在任何指定計劃的膳食卡內的金額並不可以由秋季學期留用到春

季學期。在每學期的結束日期, 所有膳食卡的餘額均一律默認為零金額。膳食計

劃有兩種選擇： 

 

計劃 A - $950 美元 /每學期：該計劃提供每星期三個任吃晚餐，及$500 美元用

作在 Badger Den 點菜或圖書館服務。 

 

計劃 B - $950 美元 /每學期：這是一個點菜計劃。它的用途就像一張易辨事銀行

卡。每次學生進行購買食品時價格會從餘額中扣除。剩下的餘額將顯示在收據

上。 

 

按金：$250 美元 (每當履行住宿合約上的條件將退還 $200 美元)。 

合約義務：整個學年（或剩餘學期）。暑假期間並不提供宿舍。 

安置費用：無 

申請截止日期：住宿安排於每年二月開始。學生必須完成網上申請。 

你可從這網址找到網上申請表 www.snow.edu/housing/apply/single.php. 

您的申請程序並未完成直到我們收到您的簽名頁及住宿按金。我們建議學生儘快

申請。當透過郵寄方式發送款項，請傳真一份簽字頁及支票副本到以下一個傳真

號碼： 

國際學生中心： (435) 283-7438 

房屋辨事處：  (435) 283-7284 

 

取消截止日期：取消必須在收到的合同後兩個星期內。 

如果您到達並住進了你的房間後，您決定不想住在宿舍，您必須賣出自己的合約

http://www.snow.edu/housing/apply/single.php


予另一名學生及需得到房屋處的許可，約不，您將不能退回您的按金。 

 

校外學生住宿： http://snow.edu/housing/listings 

 

公寓：校外住宿收費每學年$1,600 至$2,200 美元之間，視乎房屋而定。 

- 如學生提前支付整個學年的租金 (秋季及冬季學期)，大多數房屋會給予折

扣。 

- 某些房屋包含其他雜費 (水費，煤氣費及電費) 於租金內，其他房屋則另收

其他雜費。請謹慎閱讀合約內容。 

- 學生需負責自己的電話和有線電視費用。 

- 單人房一般比較昂貴。 

- 暑假期間租金將會下調。 

 

按金：$250 美元 (一部分可退還，視乎房屋而定)。 

安置費用：$100 美元 (不可退還) 。 

合約義務：整個學年（或剩餘學期）及暑假期間。 

申請截止日期：開始新學期的兩星期前。儘早申請較得到好的位置。 

* 取消截止日期：與校內住宿合約相同。 

 

與當地居民居住 

選項 1 (房間 及 膳食)：$400 美元一個月(包含房間及一日三餐) 

選項 2 (只限房間 – 單人)：$350 美元一個月 (不包含膳食) 

選項 3 (只限房間 – 雙人)：$250 美元一個月 (不包含膳食) 

 

按金：$200 美元 (一部分可退還，每個家庭合約計算，抵達後轉發到主人家)。 

安置費用：$100 美元 (不可退還) 。 

合約義務：一個學期，暑假期間。 

申請截止日期：開始新學期的兩星期前。 

取消截止日期：到達前一星期可退回全數按金。如不於到達前一星期取消，將不

可退回所有按金。 

 

所有住宿申請表連同按金及其他費用傳送至： 

 

Becky Adams, Housing Placement Officer 

Snow College International Center 

150 East College Avenue 

Ephraim, Utah 84627 U. S. A.  

 

http://snow.edu/housing/listings


電郵：becky.adams@snow.edu  

費用必需以美元計算並可以國際匯款或銀行匯票方式付款到 Snow College 

 (所有價格純屬估計.) 

 

  

http://web.snow.edu/index.php?option=com_mailto&tmpl=component&task=mailform&mailto=:becky.adams@snow.edu


國際學生中心的教師與職員 (International Center Faculty and Staff) 

 

Diane Ogden - ESL(英語班) 

及 TSFL(外語教師培訓課

程) 教師 

楊百翰大學法語學士學位；M.A.T.L. （教學語言

碩士學位），佛蒙特州伯瑞特波羅國際培訓學校，

二十年的經驗教授 ESL(英語班)和 TSFL(外語教

師培訓課程)，所有技能及各個層面。第二語言：

法語。點擊這裡到她的主頁。 

Alex Peterson - 教師，國際

學生助理總監 

Snow College 人文科學副學士；楊百翰大學英語

學士學位； M.A.T.國際培訓學校。Alex 曾在猶他

州及加州教授成人 ESL 班，猶他州大學工程部及

大學預科中學並已有十多年經驗。他還在墨西哥

和泰國教授 ESL 班。他能操西班牙語及曾居住在

國外如墨西哥和馬來西亞。 

到訪他的維基網站。 

Sharon Kilmer - 助理教師 北德州州立大學教育學士學位；阿肯色理工大學

天賦與才華的教育與認證碩士學位，她在俄克拉

荷馬城市大學已完成 TESOL 研究生培訓，她已

有 13 年教授 ESL 經驗。 

到訪她的個人網站。 

Becky Adams - 國際收生部

助理和人文學部秘書 

她畢業 Snow College。負責回覆未來國際學生有

關 Snow College 的詢問 ; 保存國際學生檔案；

準入學文件；與房屋住宿聯繫及機場/穿梭巴士接

送；接收國際學生支付；各種文書報告，信件，

證書及其他通信如需要。 

Dennis Faatz - 國際學生服

務及活動籌劃總監 

前滑雪教練，持牌大峽谷河指導，30 年多方面的

戶外教育背景；17 年帶領國際學生戶外探險實地

考察，背包遠足愛好者，偏遠地區滑雪，野山摩

托車，沙漠探險。Dennis 致力與國際學生分享自

己的戶外經驗和知識。 

Katie Mickelson - 國際學生

顧問 

 

Snow Collge 理科副學士；猶他州州立大學，運

動人體科學學士學位。Katie 也是通過瑜伽聯盟認

證教授瑜伽。從 Snow College 畢業後，Katie 很

高興又回到以法蓮市鎮和在國際學生中心工作。

她很高興結識的學生，並成為這偉大計劃的一部

分。 



Brian Crosby - 兼任教師 猶他州州立大學文科學士學位，副修法語，俄語，

與及工商管理；國際聯系證書。Crosby 先生在海

外居住了六年。他曾在法國，危地馬拉和日本教

授各級 ESL。他還在沃薩奇學院教授西班牙語和

日語。Crosby 先生於國際商業和金融私營部門工

作了 12 年。最近，他返回教學和目前正在修讀第

二語言教學碩士課程。 

 

  



費用  Financial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financial.html 

 

學生必須有充足的資金準備，以達到必要的財政義務，為他們在美國生活之用。 

每個學生估計需要最少每學年(九個月) $14,500 美元*。 這並不包括旅行之費

用。 以下是大約所需費用(費用的變動恕不另行通知)︰ 

 學費及其他費用(九個月) $10,500 美元 

 生活費 (約) $5,000 美元 

 英語課程費用，書簿費，及其他供應 (約) $1,000 美元 

 

總數 $16,500 美元 

 

目前為止，學院並無借貸服務給予國際學生。國際學生有資格申請任何學術及部

門的獎學金，或國際學生獎學金。學生可在校園內找工作，以最低工資計算，但

一星期不可工作超過二十小時。為了能順利發出 I -20 表格給予學生，他們必須

為他們計劃在學院學習，就其對財政狀況作出聲明。當學生收到校方的正式通知

後，校方便會發出 I -20 給予學生。當 I -20 寄出的同時，學生會得知校方取錄與

否。 

 

* 費用純屬估計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financial.html


學生活動 Student Activities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studlife.html 

 

學習並不是全部在課室內進行的! 我們的核心地美國西部是大部分活動及戶外

冒險的好去處。 

 

戶外冒險 (Outdoor Adventures) 

 

這些活動旨在幫助你體驗美麗而壯觀的猶他州的高山和沙漠。您可以選擇參與一

個同學組成的小團體，遠足到高山峽谷的 Manti LaSal 國家森林。你可以選擇築

營於 Mount Nebo 的山下，是 Wasatch 山脈的頂點，或你可以選擇參與一個河

流之旅，通過綠峽谷或科羅拉多河峽谷。旅行到猶他州的五個國家公園，特別是

亞利桑那州大峽谷及懷俄明州的黃石國家公園都屬於國家公園，也是國際學生的

參觀聖地。而在冬季，也有令人難忘的滑雪和滑雪板活動。 

 

社交活動 (Social Activities) 

 

除了贊助安排野餐，派對，電影，你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社交活動。這些活動包

括團體出外到附近市中心購物，觀光，和電影。Snow College 國際活動都有睡袋

和帳篷供應作露營之用。參與不同的活動，需携帶適當的衣服。短褲及泳衣/泳

褲非常適合湖/河邊活動。T 裇，短褲及登山鞋或靴子是遠足活動必需的衣著。

而在夏季露營於高山或在冬季滑雪旅行，需携帶保暖的外套和褲子。不要忘記携

帶雨衣以備不時之需。以上活動都可携帶相機。其他所需裝備例如滑雪用裝備都

可以以低價租用。 

 

校園消遣 (Campus Recreation) 

 

除了以上活動，學生可以享受校園娛樂設施。從宿舍步行數步的運動場提供了一

個游泳池，健身中心，室內田徑，排球，籃球和壁球場。而且校園還有網球場，

壘球場，和足球場。作為 Snow College 體育課程的一部分，你可以報讀背包遠足

旅行，皮划艇，越野滑雪和攀石等課程。 

 

位置 (Location) 

 

以法蓮市鎮是位於猶他州的中心。這是一個小社區，具有特色的歷史和環境。在

海拔 5500 英尺，校園提供了一個壯觀的觀點在 Wasatch 和 Manti LaSal 山脈。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studlife.html


在高山，夏季天氣出奇地溫和。夏天有溫暖的白天，涼爽的晚上。但夏天偶爾有

暴雨。冬季比較寒冷，但你還有什麼期望從一個地方擁有“地球上最壯觀的雪！” 

 

加入我們最難忘的經驗和剌激的冒險! 

Academic Credential Evaluation 

 
Main Campus 

Location and Office Hours 

150 East College Avenue 

Ephraim, UT 84627 

(435) 283-7000 

Regular hours 

Monday - Friday 

9 am-4:00 pm  

 

 

 

  

http://www.wes.org/


學年日期 Semester / Term Dates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schedule.html 

 

 

2009-2010 學年日期 

 

春季學期︰2011 年 1 月 4 日– 4 月 29 日 

上半學期︰2011 年 1 月 4 日– 2 月 24 日 

下半學期︰2011 年 3 月 1 日– 4 月 29 日 

 

秋季學期︰2011 年 8 月 22 日– 12 月 16 日 

上半學期︰2011 年 8 月 22 日– 10 月 12 日 

下半學期︰2011 年 10 月 12 日– 12 月 16 日 

 

 

暑期學期︰2011 年 6 月 6 日-7 月 29 日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schedule.html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常見問題)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faq.html 

 

常見問題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Snow College 國際一般問題概要 

 

Snow College 一個學年的費用是多少? 

兩個學期的學費及行政費是$8,700 美元。 (並不包括住宿) 

以每一個學年計算，學費，行政費，住宿費，書簿費，生活費，及其他費用，總

共約$14,500 美元。 

 

在學院, 我可以住那裡? 

你可以選擇學院宿舎，當中包括房間連廚房，或房間不連廚房及一張膳食卡。價

格詳情請到住宿頁面瀏覽。 

你也可以選擇學院外的公寓或在美國家庭居住。詳情請到住宿頁面瀏覽。 

 

我可以在 Snow College 修讀那些科目? 

七個理由 (Seven Reasons) 

主要學科範疇: 

會計，農業商業科技，農業，人類學，藝術，汽車技術，生物，植物，建築，工

商管理，商業教育，化學，兒童發展，服裝和紡織，電腦科學，舞蹈，教育，電

子技術，工程，英語，國際學生英語班，食品與營養，家庭生活，法語，地質學，

地理學，健康，歷史，營銷管理，數學，醫藥科技，音樂，看護，體育，物理，

生理學，政治學，心理學，牙醫預備科，醫藥預備科，法律預備科，藥劑預備科，

獸醫預備科，社會工作，西班牙語，社會學，演講，外語教師培訓，戲劇，動物

學。 

 

學年什麼時候開始? 

 

2009-2010 學年日期 

春季學期 : 2011 年 1 月 4 日– 4 月 29 日 

上半學期 : 2011 年 1 月 4 日– 2 月 24 日 

下半學期 : 2011 年 3 月 1 日– 4 月 29 日 

 

秋季學期 : 2011 年 8 月 22 日– 12 月 16 日 

上半學期 : 2011 年 8 月 22 日– 10 月 12 日 

下半學期 : 2011 年 10 月 12 日– 12 月 16 日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faq.html


在 Snow College 我可以獲得學位嗎? 

Snow College 會頒發文科副學士(AA)，理科副學士(AS)，及應用科學副學士(AAS)。

你亦可以獲得電腦科學，汽車技術，電子，秘書學科，焊接，土木工程的一年制

文憑。 

 

我可以轉校到四年制大學嗎? 

我們有專門的顧問幫助你轉校到 4 年制大學。你可以在學院畢業之前或之後轉到

所屬大學。如果你從 Snow College 畢業，你會轉到多數大學為三年級的學生。 

 

如果我需要英語幫助，你是否有 ESL/ EFL 課程? 

在 Snow College，我們有充分而密集的英語課程。在你開始一般固有課程之前，

如果你需要額外的幫助，我們將在那裡為您提供服務。 

 

現有的國際學生應怎樣申請獎學金? 

獎學金申請表 

國際學生獎學金申請需知 

 

我怎樣可以得到更多 Snow College 的資料? 

請來信到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s Snow College  

150 East College Ave., Box 1005  

Ephraim, Utah 84627 USA 

電郵: international@snow.edu 

 

 

  

http://web.snow.edu/index.php?option=com_mailto&tmpl=component&task=mailform&mailto=:international@snow.edu


Newsletters  ( 校園新聞 )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newsletters.html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newsletters.html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contact.html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國際學生中心是位於學院內的人文科學大樓裡的西北位置。歡迎到來參觀及査詢

留學需知︰ 

 

Snow College International Center 

150 East College Ave., Box 1005 

Ephraim, UT 84627 USA 

 

電話: 435-283-7430 

傳真: 435-283-7438 

電郵: international@snow.edu 

 

http://www.snow.edu/international/contact.html
mailto:international@snow.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