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学 桥
保 送 入 读 5 所 全 美 前 4 0 顶 尖 名 校

自 2 0 1 2 年 起 大 学 桥 项 目

已 帮 助 众 多 学 子 进 入 美 国 前 4 0 顶 尖 名 校
：www.ubr idge .o rg



0101

创始人寄语

                   我们之所以创立了这个项目，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能够帮助更多优秀

国际学生进入美国顶尖名校的绝佳机遇 - 同时我们知道教育能够如何改变一个孩子

的人生与未来。

我们自己都毕业于美国的顶尖大学，我们的团队也都有丰富的海外生活与教育经验，

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在陌生环境下的学习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我们项目唯一的目标就是学生的成功，因此我们非常高兴能够帮助一大批像你一样的

国际学生，最终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弗吉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

及密歇根大学。为此，我们创立了CollegeCare® - 业内独一无二的一站式学术服务

体系，但我们想做的远不止于此。对于我们来说，最高兴的时刻一定是看到我们的学

生最终成功进入他们梦寐以求，但之前却难以企及的院校。我们很享受与他们和他们

的家人一起，为他们自己的努力与成功庆祝的场面。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帮助下，属于你的成功时刻早日到来！

为什么

选择美国大学桥项目？

Andrew Ullman

大学桥联合创始人

Hayward Majors

大学桥联合创始人

“ 

“ 

我们在上千种可行的留学方案中，为学生打造量身定制的学习计划，确保其在四年内获得名校本科学位。

1. 保送入读美国上百所优秀大学，包括5所前40顶尖名校

2. CollegeCare®学院关护计划 - 大学桥独创的全方位国际学生服务体系

3. 往届学生超高的名校转学成功率



许多公立大学都参与了该保送转学模式，其中包括了一些全美排名前40的顶尖名校。该协议提供了进入美国名校最

简单最稳妥的升学路径。

大学桥保送转学模式

什么是保送转学协议？

保送转学协议由州政府发起，高等院校校长签署。协议规定如果学生在前两年的社区大学学习中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他们可以被该协议保护，100%保送转学到四年制大学继续本科学习直到取得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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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名校升学路径

大一&大二
保 送

转学协议

大学桥项目

大三&大四

顶尖美国大学

                该协议受法律保障

                无不确定性，一旦符合转学协议标准，将100%保送转学

                每年保送转学学生人数无限制

                政策完全适用国际学生

                全程无需SAT，且保送阶段无需重考语言考试

                最终获得学位与四年制学生完全相同

                保送录取协议已生效将近40年，已有成千上万名学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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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60个可转学分

- 满足相关课程要求

- 达到要求的GPA

四年内获得名校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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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65年，在成立不超过50年的新兴大学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排名全美

第一，世界第七。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成立于1905年，作为“公立常春藤联盟”大学之一，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全球各

类学科排名中名列前茅，被认为是世界顶尖的工程学院之一。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成立于1872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植根于科学，是技术研究和创新的重地。

弗吉尼亚理工

成立于1693年，是美国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 作为“公立常春藤联盟”大学之

一，它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以及高质量的教学成果享誉世界。

威廉玛丽学院 

综合排名 #39

公立大学 #11

农业 #1 （全球） 

食品科学与营养 #11

生物工程 #13

土木工程 #14

综合排名 #40

公立大学 #12

最佳本科教学 #5

航天工程 #15

制造工程 #4

生物工程 #14

土木工程 #9

环境工程 #10

综合排名 #74

工程学 #13

公立大学 #30

综合排名 #36

公立大学 #9

50年以下新兴大学，全美 #1，世界 #7 

商科 #38

管理学 #35

生物医学工程 #33

成立于1819年，第一批“公立常春藤联盟”大学之一，弗吉尼亚大学长期以来

一直被评为美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

综合排名 #28

公立大学 #4

管理学 #6

商科 #8

金融 #12

市场 #8

法律 #8

弗吉尼亚大学

成立于1891年，作为“公立常春藤联盟”大学之一，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

职队伍中，拥有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会计 #23

综合排名 #34

公立大学 #7

化学工程 #19

材料工程 #14

计算机工程 #29

大学桥三大校区 保送入读顶尖名校

旧金山

洛杉矶

波士顿

纽约

华盛顿
肯特菲尔德

圣马特奥
夏洛茨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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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入读顶尖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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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入读顶尖名校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拥有全美最多的转学院校选择

圣马特奥学院成立于1922年，历史悠久，坐落于加州硅谷，俯瞰整个旧金山湾区。学生人数超过1万名。

该学院以顶级的高规格的教学硬件闻名全美。尤其是加上硅谷天时地利的各大高科技产业，使它成为工程学、商科以

及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完美的留学目的地。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91）        

俄勒冈大学（#104）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104）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17）

辛辛那提大学（#139）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7）       

中密西根大学（#205）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211）        

印第安纳大学 - 普度 - 印第安纳波利斯（#228）   

波特兰州立大学（#230）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N/A）     

旧金山州立大学（N/A）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2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8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地区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理工-圣路易斯奥比斯波（#4）

加州州立大学波莫纳分校 （#14）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 （#20）

圣何塞州立大学（#24）

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分校（#26）

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27）

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罗斯分校（#30）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31）

洪堡州立大学（#37）

索诺玛州立大学（#37）

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41）

加州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43）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49）

那慕尔圣母大学（#51）

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55） 

威斯康辛大学斯托特分校（#72）

以及更多

圣马特奥学院

国际学生比例低于10%

平均班级人数35人

2018年国际学生申请加州大学录取率为91%

与苹果公司有合作的软件开发课程

优势专业有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以及商科

每年，有超过200名学生从圣马特奥学院转入加州大学各个分校，如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地亚哥分校、

圣芭芭拉分校、欧文分校以及戴维斯分校等。

硅谷距离旧金山市区仅25分钟车程，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聚集了各大名企的全球总部，例如脸书、谷歌、苹果、甲

骨文以及因特尔等。在这里，你将拥有无限的机遇与可能！

其他保送院校列表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120所优秀院校保送联读资格 - 最低GPA要求2.0 - 你将能够探索无限的机遇与挑战。

         我一直梦想着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而且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相信自己已经拿到了伯克利的录取！感谢

大学桥帮助我进入了我的理想院校！

Qiaoan Yang  

06 07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最低GPA要求：3.2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最低GPA要求：3.0

以及下列顶尖院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伯克利分校（#22），以及圣地亚哥分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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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完成梦想大学桥@马林学院

马林学院成立于1926年，是加州历史最悠久的两年制学院之一，一直以高端的教学环境和优秀的转学数据而闻名全美。

近期，学院还进行了1亿5000万美元的翻新改造，使其成为全美国最高端的社区大学之一。

马林学院位于旧金山湾区的马林郡，与旧金山市区相距仅20分钟车程；马林郡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美最安全、最富裕

的社区之一。同时，学院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隔旧金山湾相望。

马林学院拥有高质量的教职团队，包括6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教授，及许多来自其他顶尖名校的硕士博士担任授课教授，

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麻省理工。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91）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104）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7）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211）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N/A）

旧金山州立大学（N/A）

转学分对接大学

南加州大学（#22）

旧金山大学（#97）

旧金山艺术大学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2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8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理工-圣路易斯奥比斯波（#4）

加州州立大学波莫纳分校 （#14）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 （#20）

圣何塞州立大学（#24）

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分校（#26）

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27）

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罗斯分校（#30）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31）

洪堡州立大学（#37）

索诺玛州立大学（#37）

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41）

加州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43）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49）

那慕尔圣母大学（#51）

以及更多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马林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平均转学成功率全美第一 - 2018年转学成功率高达35%

超过8000名在校学生，国际学生比例低于1%

平均班级人数少于14人 

与哥伦比亚大学保持紧密的教育合作关系 - 哥大转学招生官每年都会造访马林学院

优势专业有艺术与设计、表演艺术（尤其是戏剧专业）、传播学、经济学、工程学等

大学桥@马林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其他保送院校列表

66所优秀院校保送联读资格 - 最低GPA要求2.0 - 你将能够探索无限的机遇与挑战。

加州艺术学院

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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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最低GPA要求：3.2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最低GPA要求：3.0

        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我的大学桥导师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快速适应在美国的全新环境。在我确定了以

UCLA为转学目标后，老师还针对我的专业为我制定了完美的课程方案， 帮助我一步一步达成梦想。
Huang Jiamin

大学桥@马林学院开设了艺术类特别项目

无需作品集，帮助你直通艺术名校

艺术与设计类项目

马林学院的学生拥有这两所名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加州伯克利分校招生官与马林学院定期互访

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分校预备直通车项目

以及下列顶尖院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伯克利分校（#22），以及圣地亚哥分校（#37）



助力完成梦想大学桥@马林学院

马林学院成立于1926年，是加州历史最悠久的两年制学院之一，一直以高端的教学环境和优秀的转学数据而闻名全美。

近期，学院还进行了1亿5000万美元的翻新改造，使其成为全美国最高端的社区大学之一。

马林学院位于旧金山湾区的马林郡，与旧金山市区相距仅20分钟车程；马林郡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美最安全、最富裕

的社区之一。同时，学院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隔旧金山湾相望。

马林学院拥有高质量的教职团队，包括6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教授，及许多来自其他顶尖名校的硕士博士担任授课教授，

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麻省理工。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91）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104）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7）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211）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N/A）

旧金山州立大学（N/A）

转学分对接大学

南加州大学（#22）

旧金山大学（#97）

旧金山艺术大学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2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8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理工-圣路易斯奥比斯波（#4）

加州州立大学波莫纳分校 （#14）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 （#20）

圣何塞州立大学（#24）

加州州立大学蒙特雷湾分校（#26）

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27）

加州州立大学斯坦尼斯罗斯分校（#30）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31）

洪堡州立大学（#37）

索诺玛州立大学（#37）

加州州立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41）

加州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43）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49）

那慕尔圣母大学（#51）

以及更多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马林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平均转学成功率全美第一 - 2018年转学成功率高达35%

超过8000名在校学生，国际学生比例低于1%

平均班级人数少于14人 

与哥伦比亚大学保持紧密的教育合作关系 - 哥大转学招生官每年都会造访马林学院

优势专业有艺术与设计、表演艺术（尤其是戏剧专业）、传播学、经济学、工程学等

大学桥@马林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其他保送院校列表

66所优秀院校保送联读资格 - 最低GPA要求2.0 - 你将能够探索无限的机遇与挑战。

加州艺术学院

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08 09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4）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6）   最低GPA要求：3.4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最低GPA要求：3.2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84）   最低GPA要求：3.0

        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我的大学桥导师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快速适应在美国的全新环境。在我确定了以

UCLA为转学目标后，老师还针对我的专业为我制定了完美的课程方案， 帮助我一步一步达成梦想。
Huang Jiamin

大学桥@马林学院开设了艺术类特别项目

无需作品集，帮助你直通艺术名校

艺术与设计类项目

马林学院的学生拥有这两所名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加州伯克利分校招生官与马林学院定期互访

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分校预备直通车项目

以及下列顶尖院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伯克利分校（#22），以及圣地亚哥分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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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综合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28）  

威廉玛丽学院（#40） 

弗吉尼亚理工-文理学院（#76）   

弗吉尼亚理工-工程学院（#13） 

弗吉尼亚理工-农业与生命科学院（#76） 

乔治梅森大学（#153）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162）

瑞吉斯大学  

欧道明大学（#263）    

雪兰多大学（#263）

玛丽鲍德温大学（#272）    

瑞金大学（#281）      

利伯缇大学（#293 - #381） 

区域性大学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3）  

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6）

朗沃德大学（#16）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6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2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8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3.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3.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8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7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区域性大学（接左栏）

玛丽华盛顿大学（#19）   

林奇堡大学 （#20）

拉德福大学 (#28) 

费罗姆学院 （#36） 

蓝岭学院（#46）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61）

特洛伊大学（#65）

诺福克州立大学（#91）

 

全国性文理学院

霍林斯大学（#102）  

兰多夫学院（#132）  

埃默里与亨利学院（#148） 

弗吉尼亚联合大学 （#164 - #215）

弗吉尼亚大学怀斯分校（#164 - #215）

弗吉尼亚卫斯理学院 （#164-#215）

以及更多

“公立常青藤”弗吉尼亚大学预备学院大学桥@毕蒙学院

毕蒙学院成立于1972年，在其将近50年的历史中已为20多万名学生提供了优质的高等教育。校园占地114英亩，

周边环境优美，安宁和谐，距离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仅数分钟车程。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毕蒙学院与弗吉尼亚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两所学校共享许多教育资源。毕蒙学院的学生拥

有许多弗吉尼亚大学的特权，包括使用图书馆等教学设施，修读弗吉尼亚大学学分，甚至许多教授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

毕蒙学院所在城市夏洛茨维尔市，是一个安静宜居的小镇，常年被评为“美国最佳大学城”以及“美国最宜居城市”

之一。同时这里有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是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你将能体验历史的魅力与厚

重感，也能获得传统的美国东岸大学城体验！

毕蒙学院

在整个弗吉尼亚州23所社区学院中，毕蒙学院拥有数量最多的新世界学者

美国数字化教育中心常年将毕蒙学院评为全美最高科技含量的高等院校之一

作为弗吉尼亚大学最大的转学生源学校，每年有数百位学生成功转入弗吉尼亚大学，占弗吉尼亚大学

转学总人数近一半

在校学生约7,800名，国际学生比例低于1%

平均班级人数仅为16人

          从我们与弗吉尼亚大学一起做的一项研究可以看出，从毕蒙学院转入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表现和弗吉尼亚大学

原本的学生一样出色，甚至更好，不论是在平时的绩点上，还是在毕业率上。根据这一点，我们有理由对毕蒙学院的教育质量充满信心。

Frank Friedman  校长，毕蒙学院

大学桥@毕蒙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其他保送院校列表

37所优秀院校保送联读资格 - 最低GPA要求2.0 - 你将能够探索无限的机遇与挑战。

弗吉尼亚大学（#28）   最低GPA要求：3.4 威廉玛丽学院（#40）   最低GPA要求：3.6

弗吉尼亚理工（#74，工程学院#13）   最低GPA要求3.2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美术#2）   最低GPA要求2.5 

        我刚开始在社区大学学习时并不清楚未来的规划以及目标，但现在我已经成功进入了密西根大学安娜堡

分校 ，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学桥老师的悉心帮助和鼓励。在PVCC前两年的学习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 

小班化教学让我更加融入课堂，与教授和同学交流，这也让我对于未来的目标逐渐清晰，并为之努力。 Liu Jin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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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综合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28）  

威廉玛丽学院（#40） 

弗吉尼亚理工-文理学院（#76）   

弗吉尼亚理工-工程学院（#13） 

弗吉尼亚理工-农业与生命科学院（#76） 

乔治梅森大学（#153）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162）

瑞吉斯大学  

欧道明大学（#263）    

雪兰多大学（#263）

玛丽鲍德温大学（#272）    

瑞金大学（#281）      

利伯缇大学（#293 - #381） 

区域性大学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3）  

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6）

朗沃德大学（#16）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6

最低GPA要求：3.4

最低GPA要求：3.2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8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3.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3.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8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7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区域性大学（接左栏）

玛丽华盛顿大学（#19）   

林奇堡大学 （#20）

拉德福大学 (#28) 

费罗姆学院 （#36） 

蓝岭学院（#46）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61）

特洛伊大学（#65）

诺福克州立大学（#91）

 

全国性文理学院

霍林斯大学（#102）  

兰多夫学院（#132）  

埃默里与亨利学院（#148） 

弗吉尼亚联合大学 （#164 - #215）

弗吉尼亚大学怀斯分校（#164 - #215）

弗吉尼亚卫斯理学院 （#164-#215）

以及更多

“公立常青藤”弗吉尼亚大学预备学院大学桥@毕蒙学院

毕蒙学院成立于1972年，在其将近50年的历史中已为20多万名学生提供了优质的高等教育。校园占地114英亩，

周边环境优美，安宁和谐，距离弗吉尼亚大学校园仅数分钟车程。
   

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毕蒙学院与弗吉尼亚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两所学校共享许多教育资源。毕蒙学院的学生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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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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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Friedman  校长，毕蒙学院

大学桥@毕蒙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其他保送院校列表

37所优秀院校保送联读资格 - 最低GPA要求2.0 - 你将能够探索无限的机遇与挑战。

弗吉尼亚大学（#28）   最低GPA要求：3.4 威廉玛丽学院（#40）   最低GPA要求：3.6

弗吉尼亚理工（#74，工程学院#13）   最低GPA要求3.2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美术#2）   最低GPA要求2.5 

        我刚开始在社区大学学习时并不清楚未来的规划以及目标，但现在我已经成功进入了密西根大学安娜堡

分校 ，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学桥老师的悉心帮助和鼓励。在PVCC前两年的学习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 

小班化教学让我更加融入课堂，与教授和同学交流，这也让我对于未来的目标逐渐清晰，并为之努力。 Liu Jinsha 



-人文/社会科学
  东亚研究
  天文学
  传播学
  社会学
  犯罪学
  国际关系
  公共关系
  经济学
  地理
  历史
  文学
  哲学
  心理学 
  西班牙语
  法语

课程与专业选择

根据学生的个人需求，大学桥导师将为每一位项目内的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以下是以计算机专业为例，大一的学习计划样本： 

大学桥项目提供上百个可转专业，几乎涵盖了美国大学的所有专业方向，其中热门专业包括：

大学桥项目的可转专业涵盖了各类专业，包括人文类、理科类、经济和商科类、艺术与设计类、工程类等。

以下列出一部分常见的专业：

专业列表

热门专业个性化课程

-工程/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
  生物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气工程
  环境工程
  软件工程  
-数学科学
  数学
  化学
  物理学
  生物化学
  统计学
  运动学

-艺术与设计
  工作室艺术
  建筑
  电影与多媒体研究
  舞蹈
  室内设计
  服装设计
  平面设计
  戏剧
  音乐  
-商科
  金融数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
  市场营销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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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e Cai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UCLA经济学士

成功从社区大学转入

UCLA

全方位一对一的学术指导CollegeCare® 学院关护计划

大学桥独创的CollegeCare®学院关护计划是业内最好的国际学生服务体系，为学生提供了课内外全方位一

对一的指导与支持。我们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需求。大学桥的导师团队将围绕学生的

目标，并结合他们的个人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学院关护计划为我们学生的成功保驾护航。

大学桥为每一位项目内的学生配备私人导师。我们的导师均毕业于美国的顶尖名校，包括哥大、斯坦福、杜克、密

歇根，以及弗吉尼亚等大学。他们熟悉美国教育系统，清楚了解该如何进入美国的顶尖名校。

Andrew Ullman

大学桥@马林学院

密歇根大学荣誉学士

曾就职于高盛集团

专属名校导师

个性化学习方案与指导

两到三周一次的学习情况更新

每学期末的详细学术以及生活报告

每年一次大学桥导师与家长连线会议

家校通系统 - 微信登陆端，方便家长随时了解学生动态

美国的转学系统复杂多变，而学生在满足自己喜好及需求的同时又必须满足所有的转学条件，这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

就显得特别重要。大学桥的专属导师会在以下方面帮助我们的学生：

转学指导

家校通 - 家长汇报系统

大学桥项目的导师均是名校转学专家，他们熟悉美国名校转学的要求与流程，能够避免学生走弯路，为我们项目学

生的成功保驾护航。

我们相信，家校联动共同监督学生，更能促进学生的进步。

大学桥设有一套规范严格的家长汇报系统。

Hayward Majors

大学桥@毕蒙学院

杜克大学学士

弗吉尼亚大学JD法学位

哥大MBA学位

Peiying Wu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威斯康辛大学

教育心理学硕士

         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已经进入了弗吉尼亚大学，在我加入大学桥之前，弗吉尼亚大学在国内直录院校里面一直都是

难以企及的目标，是大学桥项目提供的这样一个绿色通道，在学习上围绕保送目标为我做了全程的规划，根据我的专

业为我量身定制了清晰的课程设置。经过2年在大学桥的刻苦学习，我最终完成了向全美前25顶尖名校的飞跃！

Li Zihan 

Iris Lin

大学桥@马林学院

UCLA经济学士

成功从社区大学转入UCLA

并获得最高荣誉奖

为强化大学桥项目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适

应美国大学课堂，取得好成绩，大学桥为项目内的学生

安排每周一次的免费英语和数学辅导*，为学生解答课堂

上的难题及指导他们完成作业。该辅导为集体课形式，

必要时大学桥会为学生安排额外付费的私人课业辅导。

*课业辅导计划开始于2020年秋季

每周课业辅导

制定详细的转学方案和申请计划，帮助学生冲击最好的转学目标

根据学生的学业情况，提供初步选校建议

转学文书头脑风暴，背景发掘

重要转学时间节点提醒

协助完成整个转学过程 - 包括申请表填写、文书审阅修改、获取推荐信等

提供最终择校建议

专属

名校导师

个性化

学习方案
课业辅导 转学指导

家长通 -

家长汇报系统

引领学生探索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制定个性化的两年学习方案，确保满足保转条件

每学期初帮助学生完成课程注册

协助转专业

两到三周一次的一对一学术咨询会议，监督学习情况及进度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课程计划，提供备选方案

充分了解学生的想法和思路，解决他们在学术上的顾虑与担忧





双人间独立卫浴

马林郡安宁、和谐、富裕

20分钟车程或乘轮渡可到达旧金山市中心

公寓配有瑜伽房、专业网球场及私人菜园

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及各式各样的餐馆

大学桥@马林学院

为你融入美国文化搭建桥梁

           每月组织社会文化活动，例如节日聚餐、名校参观、篮球和棒球观赛等

            提供当地知名企业参观交流机会，促进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圣马特奥市核心地带

距离学校仅数分钟之遥

公寓对面有一个大型的购物社区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语言项目的学生

需入住寄宿家庭，直至学生转入大学

全方位一对一的生活服务CollegeCare® 学院关护计划

深度开学指导

社会文化活动

大学桥三大校区的学生公寓都设在高端的现代化小区，拥有良好的周边治安，以及便利的生活设施。

小区设有24小时安全监控，并配有专门的安保团队。宿舍门口就有往返宿舍与学校之间的穿梭巴士。

安全高端的学生公寓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单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全美最受欢迎的大学城 - 夏洛茨维尔市

常被评为“全美最宜居城市”之一

丰富的社区活动 - 赛马、音乐会、舞台剧等

可步行至弗吉尼亚大学，体验名校校园生活

大学桥@毕蒙学院

生活协助

          领导力培养，协助建立自己的学生社团

          

当你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在国外学习生活 - 既兴奋又焦虑的你可能在很多方面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

需要别人的帮助。大学桥帮助你安顿好生活上的一切，以便你能够全身心地专注于学习。

16 17

            帮助新生安排好一应的开学事宜

            免费接机

            安排入住安全高端的学生公寓

            银行开户、项目手机套餐、生活用品采购等

            带领学生熟悉学校和周边环境

            提供往返宿舍与学校的公交卡

24小时紧急热线帮助

帮助学生就医，并指导如何使用相关保险

指导学生考驾照，或者办理其他重要手续

提供大型消费协助与建议，如购车等

讲解文化差异，处理相关生活问题

家长赴美协助

深度开学指导 生活协助 社会文化活动
安全高端

的学生公寓
全配套的小区设施通常包括：

游泳池、健身房、放映室、露天烧烤、私人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学习讨论室、多道门禁、往返校园巴士、专业保洁服

务（每月一次）

全配套的公寓室内设施通常包括：

全套家具、厨房（灶具，烤箱，洗碗机）、冰箱、全覆

盖无线网络、有线电视、洗衣机、烘干机、阳台、卫生

间、客厅、双人间/单人间

帮助你熟悉并适应新环境 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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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领学生熟悉学校和周边环境

            提供往返宿舍与学校的公交卡

24小时紧急热线帮助

帮助学生就医，并指导如何使用相关保险

指导学生考驾照，或者办理其他重要手续

提供大型消费协助与建议，如购车等

讲解文化差异，处理相关生活问题

家长赴美协助

深度开学指导 生活协助 社会文化活动
安全高端

的学生公寓
全配套的小区设施通常包括：

游泳池、健身房、放映室、露天烧烤、私人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学习讨论室、多道门禁、往返校园巴士、专业保洁服

务（每月一次）

全配套的公寓室内设施通常包括：

全套家具、厨房（灶具，烤箱，洗碗机）、冰箱、全覆

盖无线网络、有线电视、洗衣机、烘干机、阳台、卫生

间、客厅、双人间/单人间

帮助你熟悉并适应新环境 帮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欲了解大学桥项目费用、开学时间及申请截止日期等项目细节，
请登陆官网 www.ubridge.org, 或扫描二维码：

优异的项目成果 项目信息

对于拥有远大目标并且憧憬未来的学生，他们选择大学桥项目是因为这里有令人信服的优异成果。

大学桥是目前所有美国大学桥梁项目中学生平均GPA最高的项目，且进阶转学成功率排名第一。

Jiamin Huang，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9届

入学前：雅思5.5，完成国内普通高中高二年级，不适应国内应试教育

转学成绩：托福86，GPA 3.87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 - 生物化学专业

Qiaoan Yang，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8届

入学前：托福89，宾州州立大学无排名校区大一学生

转学成绩：GPA 3.6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 - 运筹管理学专业

Kivi Kumbul，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7届

入学前：托福89，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工程学世界排名前100）大二学生

转学成绩：GPA 3.98

录取学校：南加州大学（#22） - 计算机科学专业

Zihan Li，大学桥@毕蒙学院，2015届

入学前：托福60，普通高中高三学生，放弃高考

转学成绩：托福64，GPA 3.81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8） - 社会学专业

Jiani Huang，大学桥@毕蒙学院，2019届

入学前：托福90+，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桥梁大一学生

转学成绩：GPA 3.6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理工（#74） - 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罗格斯大学（#62） - 经济学专业；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 商学院

Jinsha Liu，大学桥@毕蒙学院，2015届

入学前：托福96，国内普通高中毕业，加拿大预科项目学生

转学成绩：托福104，GPA 4.0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8），密歇根大学（#25） - 数学金融专业

Ms. Yang, 大学桥@马林学院，2019届

入学前：托福70，国内普通高中毕业

转学成绩：3.6

录取学校：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 服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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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82%大学桥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40大学或专业（近三年）

100%大学桥@毕蒙学院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30大学或专业（近三年）

100%大学桥@毕蒙学院毕业生转入了第一志愿院校（近三年）

93%大学桥加州校区毕业生转入了前三志愿院校（近三年）

加州大学录取大满贯！大学桥毕业生成功转入加州大学各分校，包括伯克利分校及洛杉矶分校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56+， 或雅思5.5， 或多邻国85+

16+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大学桥@马林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61+， 或雅思6.0， 或多邻国90+

17+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大学桥@毕蒙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61+ 或雅思6.0

17+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欲了解大学桥项目费用、开学时间及申请截止日期等项目细节，
请登陆官网 www.ubridge.org, 或扫描二维码：

优异的项目成果 项目信息

对于拥有远大目标并且憧憬未来的学生，他们选择大学桥项目是因为这里有令人信服的优异成果。

大学桥是目前所有美国大学桥梁项目中学生平均GPA最高的项目，且进阶转学成功率排名第一。

Jiamin Huang，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9届

入学前：雅思5.5，完成国内普通高中高二年级，不适应国内应试教育

转学成绩：托福86，GPA 3.87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 - 生物化学专业

Qiaoan Yang，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8届

入学前：托福89，宾州州立大学无排名校区大一学生

转学成绩：GPA 3.6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2） - 运筹管理学专业

Kivi Kumbul，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17届

入学前：托福89，土耳其比尔肯大学（工程学世界排名前100）大二学生

转学成绩：GPA 3.98

录取学校：南加州大学（#22） - 计算机科学专业

Zihan Li，大学桥@毕蒙学院，2015届

入学前：托福60，普通高中高三学生，放弃高考

转学成绩：托福64，GPA 3.81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8） - 社会学专业

Jiani Huang，大学桥@毕蒙学院，2019届

入学前：托福90+，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桥梁大一学生

转学成绩：GPA 3.6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理工（#74） - 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罗格斯大学（#62） - 经济学专业；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 商学院

Jinsha Liu，大学桥@毕蒙学院，2015届

入学前：托福96，国内普通高中毕业，加拿大预科项目学生

转学成绩：托福104，GPA 4.0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8），密歇根大学（#25） - 数学金融专业

Ms. Yang, 大学桥@马林学院，2019届

入学前：托福70，国内普通高中毕业

转学成绩：3.6

录取学校：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 服装设计

18 19

成功案例

82%大学桥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40大学或专业（近三年）

100%大学桥@毕蒙学院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30大学或专业（近三年）

100%大学桥@毕蒙学院毕业生转入了第一志愿院校（近三年）

93%大学桥加州校区毕业生转入了前三志愿院校（近三年）

加州大学录取大满贯！大学桥毕业生成功转入加州大学各分校，包括伯克利分校及洛杉矶分校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56+， 或雅思5.5， 或多邻国85+

16+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大学桥@马林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61+， 或雅思6.0， 或多邻国90+

17+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大学桥@毕蒙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61+ 或雅思6.0

17+

良好的高中成绩， 75%



20

如果在入学时，你的英语语言成绩未能达到大学桥项目的直录标准，你将可以获得语言预科项目双录取。课程长度从

数周到一学年不等，视乎你的语言基础而定。

语言预科项目及申请流程

语言预科项目

语言项目费用

如何申请

每月开课 每月开课

升学要求托福/雅思

美国太平洋语言学校 东方门诺大学语言中心马林学院语言中心

每周开课

完成语言等级内测，即可升读大一 完成语言等级内测，即可升读大一

提交完整申请

完整的申请表

高中成绩单

大学成绩单（若有）

托福成绩（若有）

雅思成绩（若有）

SAT或ACT成绩（若有）

护照

获得大学桥录取 缴纳入学押金 获取I-20表格 签 证 赴 美

大学桥的语言项目费用包含了住宿*和当地交通，具体费用请详见项目官网。 

请登陆 www.ubridge.org 查询最新的费用信息。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的语言项目学生需入住大学桥安排的当地寄宿家庭， 直至学生转入大学



大 学 桥
保 送 入 读 5 所 全 美 前 4 0 顶 尖 名 校

自 2 0 1 2 年 起 大 学 桥 项 目

已 帮 助 众 多 学 子 进 入 美 国 前 4 0 顶 尖 名 校
：www.ubr idge .o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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