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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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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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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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进入他们梦寐以求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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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们的努力和成果庆祝。

我们期待能够早日为你庆祝属于你的成功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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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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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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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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

圣莫尼卡 欧文

肯特菲尔德

圣马特奥 夏洛茨维尔

洛杉矶

波士顿

纽约

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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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全球） 

食品科学与营养 #11

生物工程 #7

土木工程 #14

综合排名 #39

公立大学 #11

最佳本科教学 #4

航天工程 #15

制造工程 #4

生物工程 #14

土木工程 #8

环境工程 #10

综合排名 #74

工程学 #29

公立大学 #29

综合排名 #35

公立大学 #8

50年以下新兴大学，全美 #1，世界 #7 

软件工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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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公立大学 #4

管理学 #3

商科 #7

金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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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公立大学 #6

化学工程 #19

材料工程 #14

计算机工程 #29

大学桥五大校区 保送入读顶尖名校

保送入读顶尖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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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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圣塔克拉拉大学（#53）

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66）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97）

旧金山大学（#103）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03）

天普大学（#103）

俄勒冈大学（#103）

拉文大学（#112）           

辛辛那提大学（#143）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3）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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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低GPA要求：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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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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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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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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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纳普渡大学（#196）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196）

弗罗里达理工学院（#206）

汉普顿大学（#217）

阿兹塞太平洋大学（#227）

中央密歇根大学（#249）

田纳西科技大学（#272）

北亚利桑那大学（#284）  

波特兰州立大学（#284）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298-#389）   

地区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圣何塞州立大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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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国际学生申请加州大学录取率为87%

与苹果公司合作软件开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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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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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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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保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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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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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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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转学率第一大学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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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97）

拉文大学（#112）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3）

比奥拉大学（#187）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196）

汉普顿大学（#217）

阿兹塞太平洋大学 （#227）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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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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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学分对接大学

南加州大学（#24）

旧金山大学（#103）

加州艺术学院

全国性文理学院

惠提尔学院（#102）

韦斯特蒙特学院 （#113）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威廉杰瑟普大学（#2）

雷德兰兹大学（#5）

克拉佛林大学（#9）

加州路德大学（#10）

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16）

圣何塞州立大学（#22）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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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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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转学成功率高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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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送院校列表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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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保送录取

        尽管我不符合申请TAG保送录取的条件，大学桥仍然成功帮助我拿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录取。我真的非常

感激！大学桥的导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所以我建议未来的大学桥同学们要跟着老师的方案和指导学习。
Xie Jiajing

大学桥@马林学院开设艺术设计类特别项目

无需作品集，帮助你直通艺术名校

艺术与设计类项目

马林学院学生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具体详情请见第15页

加州大学伯克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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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旧金山艺术大学

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08 09



*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转学率第一大学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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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97）

拉文大学（#112）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143）

比奥拉大学（#187）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196）

汉普顿大学（#217）

阿兹塞太平洋大学 （#227）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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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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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学分对接大学

南加州大学（#24）

旧金山大学（#103）

加州艺术学院

全国性文理学院

惠提尔学院（#102）

韦斯特蒙特学院 （#113）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威廉杰瑟普大学（#2）

雷德兰兹大学（#5）

克拉佛林大学（#9）

加州路德大学（#10）

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16）

圣何塞州立大学（#22）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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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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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年转学成功率高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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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送院校列表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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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保送录取

        尽管我不符合申请TAG保送录取的条件，大学桥仍然成功帮助我拿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录取。我真的非常

感激！大学桥的导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师，所以我建议未来的大学桥同学们要跟着老师的方案和指导学习。
Xie Jiajing

大学桥@马林学院开设艺术设计类特别项目

无需作品集，帮助你直通艺术名校

艺术与设计类项目

马林学院学生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具体详情请见第15页

加州大学伯克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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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旧金山艺术大学

美国时尚设计商业学院

08 09



*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转入UCLA学生人数全美第一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圣莫尼卡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圣莫尼卡海滨城市。学院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洛杉矶市区和好莱坞，著名的圣莫尼卡海滩
和洛杉矶第三街长廊近在咫尺。加上学生优异的学术表现与优秀的转学率，使得圣莫尼卡学院成为了全球最热门的留
学目的地之一。

成立于1929年，圣莫尼卡学院是一所全美顶尖的两年制社区学院，转学率名列前茅。该校转入加州大学系统的学生
人数已连续30年位居第一！

圣莫尼卡学院在加州设有5个分校，总学生人数超过3万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团队，提供超过90个领域的高质量

教育。学院注重培养21世纪新兴领域高科技人才，包括交互设计、云计算、创新技术型剧院，以及国际贸易等。

圣莫尼卡学院

活跃、多样化的学生团体，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3000多名国际学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一，~630名学生（2020秋）

南加州大学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一，~150名学生（2020秋）

哥伦比亚大学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二，~50名学生（2018秋）

著名校友包括著名演员施瓦辛格·阿诺德、达斯汀霍夫曼、肖恩·潘，以及宇航员沃尔特·坎宁安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保送院校列表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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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   优先录取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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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莫尼卡学院提供灵活的线上学分课程

纯正美国大学学分，受100多所美国大学认可，包括加州大学

线上学分课程

圣莫尼卡学院学生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具体详情请见第14页   

加州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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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分校（#22），以及圣地亚哥分校（#35）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圣塔克拉拉大学 (#53)

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 (#66)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 (#9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03)

汉普顿大学（#217）

大峡谷大学 (#298-#389)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 (#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 (#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 (#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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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低GPA要求：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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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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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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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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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全国性文理学院

惠提尔学院 (#102)

韦斯特蒙特学院 (#113)

地区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威廉杰瑟普大学（#2）

中央州立大学（#9）

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16）

圣地亚哥基督学院（#18）

塔斯基吉大学（#20）

威利学院（#26-#33）

休斯敦特罗森大学（#26-#33）

肯塔基州立大学（#36）

加州浸会大学（#40）

以及更多

10 11



*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转入UCLA学生人数全美第一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圣莫尼卡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圣莫尼卡海滨城市。学院地理位置优越，毗邻洛杉矶市区和好莱坞，著名的圣莫尼卡海滩
和洛杉矶第三街长廊近在咫尺。加上学生优异的学术表现与优秀的转学率，使得圣莫尼卡学院成为了全球最热门的留
学目的地之一。

成立于1929年，圣莫尼卡学院是一所全美顶尖的两年制社区学院，转学率名列前茅。该校转入加州大学系统的学生
人数已连续30年位居第一！

圣莫尼卡学院在加州设有5个分校，总学生人数超过3万人，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团队，提供超过90个领域的高质量

教育。学院注重培养21世纪新兴领域高科技人才，包括交互设计、云计算、创新技术型剧院，以及国际贸易等。

圣莫尼卡学院

活跃、多样化的学生团体，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3000多名国际学生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一，~630名学生（2020秋）

南加州大学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一，~150名学生（2020秋）

哥伦比亚大学转学人数位居全美第二，~50名学生（2018秋）

著名校友包括著名演员施瓦辛格·阿诺德、达斯汀霍夫曼、肖恩·潘，以及宇航员沃尔特·坎宁安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保送院校列表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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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   优先录取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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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莫尼卡学院提供灵活的线上学分课程

纯正美国大学学分，受100多所美国大学认可，包括加州大学

线上学分课程

圣莫尼卡学院学生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优先录取资格

具体详情请见第14页   

加州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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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利分校（#22），以及圣地亚哥分校（#35）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圣塔克拉拉大学 (#53)

洛约拉玛利蒙特大学 (#66)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 (#9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03)

汉普顿大学（#217）

大峡谷大学 (#298-#389)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 (#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 (#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 (#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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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低GPA要求：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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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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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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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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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最低GPA要求：2.0

全国性文理学院

惠提尔学院 (#102)

韦斯特蒙特学院 (#113)

地区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威廉杰瑟普大学（#2）

中央州立大学（#9）

路易斯安那泽维尔大学（#16）

圣地亚哥基督学院（#18）

塔斯基吉大学（#20）

威利学院（#26-#33）

休斯敦特罗森大学（#26-#33）

肯塔基州立大学（#36）

加州浸会大学（#40）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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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成立于1979年，欧文河谷学院位于南加州橘郡县、美丽而安全的欧文市。学院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圣地亚哥和洛杉矶，

尽享著名的南加州海滩美景。

欧文河谷学院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I仅分钟之遥，该学院转入UCI转学率位居全美第一。另外，学院转入其他顶尖名

校转学率也在全美名列前茅，包括转入布朗大学、哥大、宾大、UCLA、伯克利，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等。凭借其优异的

转学率，该学院被评为“南加州中型社区学院第一名”*。

欧文河谷学院占地超过60英亩，拥有专业的师资力量，以及先进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学院教授在其所在领域均为佼佼者，

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富布莱特学者、企业家等。

欧文河谷学院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录取率位居全加州社区学院第一名，约53% （2020秋）**

每年转学率位居南加州橘郡所有社区学院第一，包括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及戴维斯分校***

每年在读学生超过1万5千人，现有国际学生超过800人

拥有27个学生俱乐部及13支专业校队，包括配有专业教练的电竞项目

师生比例低至1:29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保送院校列表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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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保送录取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申请美国名校的商学院。大学桥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为我安排合适的商科课程，亲自带我认识

教授，帮助我摆脱不自信。可以说，是大学桥帮助我达成了我的商科梦！

Huang J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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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欧文河谷学院的艺术专业突出，包括舞蹈、音乐、演讲、戏剧及视觉艺术。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表演艺术中心，

投入了三千多万美元建造而成，这里常年举办各种艺术活动，例如戏剧表演、艺术展、舞蹈演出等。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录取率第一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9)

加州大学圣河滨分校 (#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 (#9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03)

拉文大学 (#112)

查普曼大学 (#124)

圣利亚哥州立大学（#143）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196)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 (#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 (#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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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最低GPA要求：2.7

最低GPA要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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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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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塔斯基吉大学（#20）

圣何塞州立大学（#22）

旧金山州立大学（#29）

索诺马州立大学（#33）

威利学院（#26-#33）

休斯敦特罗森大学（#26-#33）

肯塔基州立大学 (#36)

洪堡州立大学（#37）

菲兰德史密斯学院（#43）

北卡罗莱纳州中央大学（#47）

弗罗里达纪念大学（#54）

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59）

以及更多

*Edsmart.org - **UC Infocenter - ***学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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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学全部校区均可保送录取，但大学桥每个校区只衔接一个加州州立大学校区，
  通常为地域上的“主校区”。其他校区可通过竞争性申请。详情请联系大学桥招生代表。

成立于1979年，欧文河谷学院位于南加州橘郡县、美丽而安全的欧文市。学院地理位置优越，毗邻圣地亚哥和洛杉矶，

尽享著名的南加州海滩美景。

欧文河谷学院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I仅分钟之遥，该学院转入UCI转学率位居全美第一。另外，学院转入其他顶尖名

校转学率也在全美名列前茅，包括转入布朗大学、哥大、宾大、UCLA、伯克利，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等。凭借其优异的

转学率，该学院被评为“南加州中型社区学院第一名”*。

欧文河谷学院占地超过60英亩，拥有专业的师资力量，以及先进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学院教授在其所在领域均为佼佼者，

包括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富布莱特学者、企业家等。

欧文河谷学院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录取率位居全加州社区学院第一名，约53% （2020秋）**

每年转学率位居南加州橘郡所有社区学院第一，包括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及戴维斯分校***

每年在读学生超过1万5千人，现有国际学生超过800人

拥有27个学生俱乐部及13支专业校队，包括配有专业教练的电竞项目

师生比例低至1:29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为你提供4年内获得全美前40顶尖名校学位的机会

保送院校列表

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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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35）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39）   保送录取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88）   保送录取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申请美国名校的商学院。大学桥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为我安排合适的商科课程，亲自带我认识

教授，帮助我摆脱不自信。可以说，是大学桥帮助我达成了我的商科梦！

Huang J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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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欧文河谷学院的艺术专业突出，包括舞蹈、音乐、演讲、戏剧及视觉艺术。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表演艺术中心，

投入了三千多万美元建造而成，这里常年举办各种艺术活动，例如戏剧表演、艺术展、舞蹈演出等。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录取率第一

全国性综合大学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35)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39)

加州大学圣河滨分校 (#88)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97)

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 (#9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03)

拉文大学 (#112)

查普曼大学 (#124)

圣利亚哥州立大学（#143）

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196)

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 (#298-#389)

田纳西州立大学 (#298-#389)

德克萨斯南方大学(#29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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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最低GPA要求：2.7

最低GPA要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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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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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性大学与学院

加州州立大学*

塔斯基吉大学（#20）

圣何塞州立大学（#22）

旧金山州立大学（#29）

索诺马州立大学（#33）

威利学院（#26-#33）

休斯敦特罗森大学（#26-#33）

肯塔基州立大学 (#36)

洪堡州立大学（#37）

菲兰德史密斯学院（#43）

北卡罗莱纳州中央大学（#47）

弗罗里达纪念大学（#54）

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59）

以及更多

*Edsmart.org - **UC Infocenter - ***学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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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全美第一 (2020-21)
    -  转学人数最多 - 大约630人

    -  转学率最高 - 33%*      

提供优先录取**至UCLA
非保证录取，但历史数据显示，社区学院转学至UCLA的学生

平均绩点为3.6/4.0，另加托福83+

主办学院毗邻UCLA校园，距离仅7英里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在地理位置上紧挨着UCLA校园，为学

生带来了许多优势！UCLA招生官经常到访圣莫尼卡学院。

空闲时，你可以随时去参观UCLA校园，还可以参加UCLA的

校园活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UCLA （全美综合排名第20名）

*统计自转学生源多于200人的学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马林学院

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平均转学率全美第一 
- 32% (2020-2021)

  

29位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招生官定期到访马林学院

大学桥学生第二年可在伯克利分校修读学分

提供优先录取**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非保证录取，但历史数据显示，社区学院转学至伯克利的学生

平均绩点为3.7/4.0，另加托福8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美综合排名第22名）

加州大学预备直通车项目 助你通往世界顶尖名校

我们项目许多学生的追求并不止步于保送协议内排名前40的大学，他们的目标是更顶尖的学校。还有些学生或是由于学术原因，
或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加入大学桥之前就已经选定了特定的目标院校。

为此，我们专门在加州三个校区分别设立了通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和欧文分校的预备直通车项目。每个项目所在
校区均与其对应的目标院校有着紧密的联结。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校区。

项目概览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什么是“优先录取”？
 
大学桥项目为你提供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最稳妥的路径。作为加州社区学院的在读学生，虽然
你本身也是国际学生，但相比其他州或其他国家的转学生，你将享有“优先录取资格”。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体系提供所有你所
需要的支持，帮助你进入这些名校，包括：       
 
•   个性化的转学方案                                      
•   顶尖名校体验及讲座分享
•   每两周学术更新，每学期两次个性化家长汇报                                               
•   针对复杂多变的转学要求，提供持续性的指导、分析与帮助 

旧金山

距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仅3英里

转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率全美第一 
~ 53%*** （2020-2021）

 

设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精英学者计划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精英学者计划（Honors-to-Honors)的学生

可享有以下特权：提前批录取至欧文分校；保送录取至欧文

分校的荣誉项目；以及申请欧文分校一系列奖学金的优先权              

提供保送录取至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保送录取最低GPA要求： 3.4

UC Irvine, ranked #36 overall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美综合排名第35名）

•   定期学术咨询面谈，包括专业和课程的选择、评估与建议 
•   毕业于全美顶尖名校的精英导师，拥有丰富的转学经验，
     且提供全天候支持

***数据统计自转学生源多于10人的学校

洛杉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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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全美第一 (2020-21)
    -  转学人数最多 - 大约630人

    -  转学率最高 - 33%*      

提供优先录取**至UCLA
非保证录取，但历史数据显示，社区学院转学至UCLA的学生

平均绩点为3.6/4.0，另加托福83+

主办学院毗邻UCLA校园，距离仅7英里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在地理位置上紧挨着UCLA校园，为学

生带来了许多优势！UCLA招生官经常到访圣莫尼卡学院。

空闲时，你可以随时去参观UCLA校园，还可以参加UCLA的

校园活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UCLA （全美综合排名第20名）

*统计自转学生源多于200人的学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马林学院

转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平均转学率全美第一 
- 32% (2020-2021)

  

29位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招生官定期到访马林学院

大学桥学生第二年可在伯克利分校修读学分

提供优先录取**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非保证录取，但历史数据显示，社区学院转学至伯克利的学生

平均绩点为3.7/4.0，另加托福80+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美综合排名第22名）

加州大学预备直通车项目 助你通往世界顶尖名校

我们项目许多学生的追求并不止步于保送协议内排名前40的大学，他们的目标是更顶尖的学校。还有些学生或是由于学术原因，
或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加入大学桥之前就已经选定了特定的目标院校。

为此，我们专门在加州三个校区分别设立了通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和欧文分校的预备直通车项目。每个项目所在
校区均与其对应的目标院校有着紧密的联结。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校区。

项目概览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预备直通车：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什么是“优先录取”？
 
大学桥项目为你提供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最稳妥的路径。作为加州社区学院的在读学生，虽然
你本身也是国际学生，但相比其他州或其他国家的转学生，你将享有“优先录取资格”。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体系提供所有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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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

距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仅3英里

转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转学率全美第一 
~ 53%*** （2020-2021）

 

设立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精英学者计划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精英学者计划（Honors-to-Honors)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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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送录取最低GPA要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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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全美综合排名第3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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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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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综合大学

弗吉尼亚大学（#26）  

威廉玛丽学院（#39） 

弗吉尼亚理工-文理学院（#74）   

弗吉尼亚理工-工程学院（#29） 

乔治梅森大学（#143）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160）

汉普顿大学（#217）

瑞吉斯大学 （#217） 

雪兰多大学（#241）

欧道明大学（#258）

利伯缇大学（#298 - #389）    

玛丽鲍德温大学（#298 - #389）    

瑞金大学（#298 - #389）    
区域性大学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3）  

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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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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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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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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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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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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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最低GPA要求：3.0

最低GPA要求：2.7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5

最低GPA要求：2.0

区域性大学（接左栏）

玛丽华盛顿大学（#18）   

林奇堡大学 （#22）

圣里奥大学（#26）

东方门诺派大学（#31）

拉德福大学 (#33) 

费罗姆学院 （#50）

特洛伊大学（#51） 

蓝岭学院（#59） 

弗吉尼亚州立大学（#80）

诺福克州立大学（#80） 

全国性文理学院

霍林斯大学（#102）  

兰多夫-麦肯学院（#102）

兰多夫学院（#140）  

埃默里与亨利学院（#154）

弗吉尼亚大学怀斯分校（#166） 

弗吉尼亚联合大学 （#171 -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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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毕蒙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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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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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送录取 威廉玛丽学院（#39）   保送录取

弗吉尼亚理工（#74，工程学院#29）   保送录取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美术#4）   保送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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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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感，也能获得传统的美国东岸大学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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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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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科

艺术与设计

计算机科学

生物化学心理学

统计学

传播学

工程学

经济学

社会学15:00-15:30

13:00-14:00

15:00-16:00 15:00-16:00

13:00-14:00

10:00-10:30

14:30-15:30 14:30-15:30

15:00-16:00 15:00-16:00

17:00-19:00

12:30-13:30 12:30-13:30

10:30-11:30 10:30-11:30 10:30-11:30

13:00-15:00 13:00-15:00

11:00-11:30

11:00-11:30

11:30-12:00 11:30-12:00

11:00-11:30 11:00-11:30

ESL 阅读ESL 阅读

10:00-10:30

11:00-11:30

11:30-13:3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秋 季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春 季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夏季（可选）

ESL 语法ESL 语法

工程学导论

初级微积分初级微积分

美国大学指导课

计算机科学概论 计算机科学概论

大学英语（一）

历 史

大学英语（一） 大学英语（一）

历 史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

化 学 化 学

化学实验

微积分 微积分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二）

微积分 （二） 微积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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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化 学

化学实验

微积分 微积分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二） 大学英语（二）

微积分 （二） 微积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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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尝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大学桥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和机会，帮助
他们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从而在四年内获得美国前40顶尖名校学位。为了你的名校梦，努力奋斗吧！

Jonathan Whitehouse, 大学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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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名校，包括哥大、斯坦福、杜克大学、

密歇根，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等。他们熟悉美国教育和转学系统，清楚了解该如何进入美国的顶尖名校。他们将会为

你提供全程全方位的转学指导。

大学桥许多导师有社区大学转学的亲身经历，或曾是国际学生。他们自己就经历和钻研过整个转学申请过程，并

最终毕业于顶尖名校。这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我们还有一些导师拥有顶尖大学的高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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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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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大学桥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美

国大学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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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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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协助转专业

制定个性化的两年学习方案，确保满足保转条件

指导学生选课和注册课程等

两到三周一次1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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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大学桥为学生提供各个科目的线上免费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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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尝试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大学桥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桥梁和机会，帮助
他们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从而在四年内获得美国前40顶尖名校学位。为了你的名校梦，努力奋斗吧！

Jonathan Whitehouse, 大学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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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名校，包括哥大、斯坦福、杜克大学、

密歇根，以及弗吉尼亚大学等。他们熟悉美国教育和转学系统，清楚了解该如何进入美国的顶尖名校。他们将会为

你提供全程全方位的转学指导。

大学桥许多导师有社区大学转学的亲身经历，或曾是国际学生。他们自己就经历和钻研过整个转学申请过程，并

最终毕业于顶尖名校。这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我们还有一些导师拥有顶尖大学的高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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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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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强化大学桥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美

国大学课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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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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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协助转专业

制定个性化的两年学习方案，确保满足保转条件

指导学生选课和注册课程等

两到三周一次1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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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间，大学桥为学生提供各个科目的线上免费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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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Care® 学院关护计划

当你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在国外学习生活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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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如何解决？家具何处购买？
            关于美国错综复杂的转学问题，该向谁请教？
            如何开立银行账户？
            如何结识朋友？
            如何在美国看病？
            如何考驾照？如何买车？
            学习遇到问题怎么办？该如何提高学习成绩？

不用担心，大学桥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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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熟悉并适应新环境

为你融入美国文化搭建桥梁
在大学桥，我们将帮助你融入美国文化，以及发掘最大的潜能

协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当你转入顶尖四年制大学时，你将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自信地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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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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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开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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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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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培养，协助学生创立自己的社团

提供当地知名企业参观交流机会，促进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生活协助

社会文化活动

全方位一对一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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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Care® 学院关护计划

当你第一次离开家，一个人在国外学习生活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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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如何解决？家具何处购买？
            关于美国错综复杂的转学问题，该向谁请教？
            如何开立银行账户？
            如何结识朋友？
            如何在美国看病？
            如何考驾照？如何买车？
            学习遇到问题怎么办？该如何提高学习成绩？

不用担心，大学桥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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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熟悉并适应新环境

为你融入美国文化搭建桥梁
在大学桥，我们将帮助你融入美国文化，以及发掘最大的潜能

协助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当你转入顶尖四年制大学时，你将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自信地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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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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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开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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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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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培养，协助学生创立自己的社团

提供当地知名企业参观交流机会，促进学生职业发展规划

生活协助

社会文化活动

全方位一对一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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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安全高端的学生公寓

大学桥五大校区的学生公寓均设于高端的现代化小区，周边治安良好，生活便利。小区设有24小时监控，并配有专门的安保。

大学桥@马林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安宁、和谐、富裕的马林郡

距离旧金山市中心20分钟车程，或可乘渡轮到达

配有瑜伽房、网球场以及私人菜园

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各式各样的餐馆

大学桥@毕蒙学院

单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夏洛茨维尔市主大街，各种商店和餐馆琳琅满目

夏洛茨维尔市常被评为“全美最受欢迎的大学城”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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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天起即可体验名校校园生活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圣莫尼卡，距离学校仅几分钟车程

高端的洛杉矶居住环境，周边娱乐设施及购物商店丰富

临近地标圣莫尼卡码头及第三街步行街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语言项目学生可能会安排入住寄宿家庭，直至转入大学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学校对面

位于美丽的加州欧文，安全、宁静的橘郡县

距离欧文光谱购物中心、I-405及I-5高速仅数分钟车程

拥有30英亩湖景、游憩公园、22个游泳池、自行车绿道、人行绿道、网球场等，休闲设施应有尽有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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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对面有大型购物社区，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语言项目学生可能会安排入住寄宿家庭，直至转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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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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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电视、洗衣机、烘干机、阳台、卫生间、客厅、双/单人间

24 25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单人间，名额有限，需提前申请。单人间将产生额外费用，具体请咨询大学桥招生代表。

大学桥项目各个校区的住宿安排将参照所在州主要公立大学住宿政策和要求，即加州校区参照加州大学，安排双人间宿舍；弗吉

尼亚校区参照弗吉尼亚大学，安排单人间宿舍。



住宿

安全高端的学生公寓

大学桥五大校区的学生公寓均设于高端的现代化小区，周边治安良好，生活便利。小区设有24小时监控，并配有专门的安保。

大学桥@马林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安宁、和谐、富裕的马林郡

距离旧金山市中心20分钟车程，或可乘渡轮到达

配有瑜伽房、网球场以及私人菜园

附近有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各式各样的餐馆

大学桥@毕蒙学院

单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夏洛茨维尔市主大街，各种商店和餐馆琳琅满目

夏洛茨维尔市常被评为“全美最受欢迎的大学城”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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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天起即可体验名校校园生活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圣莫尼卡，距离学校仅几分钟车程

高端的洛杉矶居住环境，周边娱乐设施及购物商店丰富

临近地标圣莫尼卡码头及第三街步行街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语言项目学生可能会安排入住寄宿家庭，直至转入大学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双人间独立卫浴*

位于学校对面

位于美丽的加州欧文，安全、宁静的橘郡县

距离欧文光谱购物中心、I-405及I-5高速仅数分钟车程

拥有30英亩湖景、游憩公园、22个游泳池、自行车绿道、人行绿道、网球场等，休闲设施应有尽有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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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对面有大型购物社区，生活配套设施完善

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语言项目学生可能会安排入住寄宿家庭，直至转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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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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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电视、洗衣机、烘干机、阳台、卫生间、客厅、双/单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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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单人间，名额有限，需提前申请。单人间将产生额外费用，具体请咨询大学桥招生代表。

大学桥项目各个校区的住宿安排将参照所在州主要公立大学住宿政策和要求，即加州校区参照加州大学，安排双人间宿舍；弗吉

尼亚校区参照弗吉尼亚大学，安排单人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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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lin Wei，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21届

入学前：托福58，圣马特奥学院在读（已完成大一上学期）

大学桥成绩：GPA 3.7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圣地亚哥分校（#35），欧文分校（#35） - 电气工程专业

Shiyan Fu，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21届

入学前：无语言成绩，在澳洲墨尔本读了一年半高中

大学桥成绩：GPA 3.5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 语言与计算机科学专业；欧文分校（#35） -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

Jiaxi Mai，大学桥@马林学院，2021届

入学前：托福73，在中国完成高中，然后在UCLA Extension读了一个学期

大学桥成绩：GPA 3.67

录取学校：南加州大学 (#24)，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30)，欧文分校 (#35)，戴维斯分校 (#39) - 心理学专业

Jiajing Xie，大学桥@马林学院，2020届

入学前：美高毕业，豁免语言

大学桥成绩：GPA 3.4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35） - 传播学；圣芭芭拉分校（#30），戴维斯分校（#39）- 经济学专业

Jiajin Cui，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2021届

入学前：雅思7.0，在中国完成高中，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了一年

大学桥成绩：GPA 3.93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30) - 经济学与会计专业；圣地亚哥分校 (#35)，欧文分校 (#35) - 经济学专业

Yik Haw Teoh，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2021届

入学前：豁免，A’Level学生（全A）；在马来西亚完成高中，通过SPM考试；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大一

大学桥成绩：GPA 3.6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 物理学专业专业；圣何塞大学 - 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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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桥成绩：托福104，GPA 4.0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6），密歇根大学（#24） - 数学金融专业

成功案例

93%大学桥2021届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40大学

大学桥2021届毕业生转学平均GPA为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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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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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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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45+， 或雅思5.0， 或多邻国75+

16+;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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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52+，或雅思4.5，或多邻国80+

17+; 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要求高中毕业证

注：持有美高毕业证及英语成绩C以上的学生可豁免语言成绩。更多豁免条件请咨询大学桥招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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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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lin Wei，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21届

入学前：托福58，圣马特奥学院在读（已完成大一上学期）

大学桥成绩：GPA 3.7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圣地亚哥分校（#35），欧文分校（#35） - 电气工程专业

Shiyan Fu，大学桥@圣马特奥学院，2021届

入学前：无语言成绩，在澳洲墨尔本读了一年半高中

大学桥成绩：GPA 3.5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 语言与计算机科学专业；欧文分校（#35） -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

Jiaxi Mai，大学桥@马林学院，2021届

入学前：托福73，在中国完成高中，然后在UCLA Extension读了一个学期

大学桥成绩：GPA 3.67

录取学校：南加州大学 (#24)，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30)，欧文分校 (#35)，戴维斯分校 (#39) - 心理学专业

Jiajing Xie，大学桥@马林学院，2020届

入学前：美高毕业，豁免语言

大学桥成绩：GPA 3.48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35） - 传播学；圣芭芭拉分校（#30），戴维斯分校（#39）- 经济学专业

Jiajin Cui，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2021届

入学前：雅思7.0，在中国完成高中

大学桥成绩：GPA 3.93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30) - 经济学与会计专业；圣地亚哥分校 (#35)，欧文分校 (#35) - 经济学专业 

Yik Haw Teoh，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2021届

入学前：豁免，A’Level学生（全A）；在马来西亚完成高中，通过SPM考试；在香港科技大学完成大一

大学桥成绩：GPA 3.6

录取学校：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30） - 物理学专业专业；圣何塞大学 - 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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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桥成绩：托福104，GPA 4.0

录取学校：弗吉尼亚大学（#26），密歇根大学（#24） - 数学金融专业

成功案例

93%大学桥毕业生转入了全美排名前40大学（2021秋季）

大学桥2021届毕业生转学平均GPA为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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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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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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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45+， 或雅思5.0， 或多邻国75+

16+;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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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

大学桥@欧文河谷学院

入学语言要求

最低入学年龄

高中成绩要求

托福52+，或雅思4.5，或多邻国80+

17+; 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

良好的高中成绩，要求高中毕业证

注：持有美高毕业证及英语成绩C以上的学生可豁免语言成绩。更多豁免条件请咨询大学桥招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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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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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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桥@圣莫尼卡学院语言项目学生可能会安排入住当地寄宿家庭， 直至转入大学

当地语言中心 当地语言中心当地语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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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语言中心

每月开课

完成语言等级内测，

即可升读大一

每月开课

完成语言等级内测，

即可升读大一

每月开课

升学要求托福/雅思

每年一月、八月开课

校内语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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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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