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大选择肯尼亚达学院的原因 

1. 人性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 

2. 具有转学到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等美国顶尖大学的机会。 

3. 新生及在读生都具有极大的机会获得奖学金。 

4. 旧金山硅谷地区具有丰富的实习机会。 

5. 在2-3年内获得副学士学位且学费低于25,000美金。 

肯尼亚达学院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城，位于旧金山，圣

荷西和硅谷之间。我们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学设施，比如现代

化的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图书馆，自习室，理科文化中心和

大学中心。这些教学中心提供与学术相关的服务，比如免费

的课程辅导，转学和职业规划。肯尼亚达小范围的社区环境

提供了友好积极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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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眼里的肯尼亚达学院 

“肯尼亚达学院给我的第一

印象是一个小型学校，但这

也是它出色的原因之一。这

里的同龄助教和教授都非常

热心帮助学生。STEM中心在

帮助学生理科上有非凡的压

倒性优势。我非常骄傲能成

为肯尼亚达学院的转学学

生!” 

薛绍杨，来自中国，工程学，2016毕业，被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 

 

 

“肯尼亚达学院的小班制让

我更好地和同学与教授交

流，在教授们的帮助下我成

为了课堂上活跃的学生。参

与俱乐部和学生会让我结交

了很多朋友同时体会到了社

区的概念。我很想念肯尼亚

达学院并且很骄傲成为其中

的一员！ ” 

黄欣怡，来自中国，心理

学，2016毕业，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 

 
 

“我很荣幸成为肯尼亚达学

院的一员，这是一所很优秀

的学院。学生们彼此互帮互

助。肯尼亚达学院的设施，

对学生提供的帮助和大部分

人友好和欢迎的态度都令我

印象深刻。回首在这里难忘

的两年，充满我和这个学的

美好回忆。” 

刘永杰，来自香港，经济学，2015年被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录取 

 

 

“肯尼亚达学院就像是我的

第二个家，这里的学习氛围

十分浓厚，老师和同学们都

很友好。我在学校担任国际

学生大使和辅导员，这些经

验加强了我的自信心和领导

能力。我也因此认识了学校

里很多的人，让我更有归属

感。最后，肯尼亚达学院非

常关心他们的学生，他们不

仅在学业上， 还在生活上提供了各种资源。我爱

这里！” 

翁佳婷，来自中国，社会学, 2015毕业 

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 



转学到四年制大学的机会 

肯尼亚达学院的转学中心为想

转去四年制大学的学生提供服

务与咨询并提供各项指导，包

括转学申请表格的填写，如何

写个人陈述文书，以及奖学金

的申请。 

肯尼亚达学院是加州为数不多的在其校园可获得通过国际大学

研究中心提供学士学位的社区学院，同时其也是由国家掌控的

可以转换已完成学分的社区学院之一。并且，肯尼亚达学院也

有着转学协议——在成功获得所需学分和平均分下，保证录取

到以下四年制大学： 

UC Davis   UC Irvine 

UC Merced   UC Riverside 

UC Santa Barbara  UC Santa Cruz 

Golden Gate Universi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otre Dame de Namur  John F. Kennedy 

Santa Clar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Hawaii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肯尼亚达学院提供转学副学士学位。获得这个学位的学生将有

对所有加州州立大学的优先录取权，比如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圣何塞州立大学）和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旧金山州立大学）.我们学校的大学中心也提供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旧金山州立大学,Notre 

Dame de Namur University（那慕尔圣母大学）and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本科学位。 

住宿 

肯尼亚达学院在校内并没有学生宿舍。学生可以选择与美国当

地家庭一起居住或者租公寓。国际学生应该在抵达美国之前就

安排好住宿。 

国际学生住宿公司已成功地在加州将国际生分配到

美国寄宿家庭。如果学生希望和别的学生住同一个

宿舍，他们需要提交申请。更多资料和提交申请可

前往 www.smccd.edu/international/housing.php 

 

肯尼亚达学院的房屋布告栏让学生和社区成员有提

供和寻找住房的机会。布告栏位于学生生活中心并

有网上告示 http://canadacollege.edu/studentlife/

housing.php  

国际学生部 

在肯尼亚达学院梦想和使命的支持下，国际学生部可以给

每个国际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因此学生们可以达成他们

个人，学术以及职业上的目标。同时，国际学生部对多元

的文化和观点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也由此提供学生们

社团社区活动以及文化交流的机会。 

简单的招生和申请过程 

国际学生申请可在线提交： 

https://smccd.edu/international/apply/index.php 

准 备 好 以 下 所 需 的 证 明 文 件 并 发 送 到 邮 箱 ：

caninternational@smccd.edu  

a.50美金申请费 

b.银行资金证明至少一年的花费23,000美金 

c.英语能力符合证明 （TOEFL-480+; iBT-56+; or IELTS-5.5+） 

d. 英文版官方高中和所有大学（如有参加）的成绩单 

e.个人陈述含学术与专业目标 

f.有效护照复印件 

学科： 

会计  人类学  艺术  生物学  商务管理  化学  传媒  

计算机信息  幼儿教育  地球科学  经济学  工程学  英

语 时装设计 地理  历史 人类服务  室内设计  运动学  

拉丁美洲研究  数学 多媒体艺术和技术 音乐 哲学  物

理 政治学 心理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戏剧艺术  

 

 

 

 

 

 
 

*费用由肯尼亚达学院收取 
 

学费比较 

基于2014-2015年度的学

费和其他费用，国际学

生可在大一和大二的两

学年里节省 16,000美金

到 77,000美金。 

每年学费与费用估算 

州外学生费用* 6,456美金 

($46 enrollment fee + $215   

 + $8 capital outlay fee x 12  

nonresident fee 
units minimum) 

医疗保险* 1,296美金 

住宿费用 12,750美金 

交通费用 640美金 

学杂费 1,258美金 

总共 23,000美金 

肯尼亚达学院  6,456美金 

加州州立大学 14,400 美金 

加州大学 36,178 美金 

私立学院/大学                                      45,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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