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提高能帮助你在纽约更好地学习和生活

世界著名的国际英语语言学院（IELI）亨特学院所提供的两个方便全日制课程。
全日制学习班
在全职的学术课程，学生在通过先进水平的课程专注于写作，阅读，语法，听力，和口语。课程有 8 周，每周 18 学时。
选项 1：日间课程– 学费 2000 美元

选项 2：晚间课程– 学费 1800 美元

大多数课程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8:00 点-15:00 点 课程在星期一到星期四 17:30 点-21:30 点
我们与其他学校的不同点
•
•
•
•

专业教学人员
理想化的班级大小
提高你的发音
关于新闻，电影和学术研究的课上讨论

•
•
•
•

持续课程学习
纯正英语教材
技巧化托福备考
TESOL 牌照课程

额外费用:
分班考试费用 (不可退还) – USD $25.00

注册费用 (不可退还) – USD $35.00

如果关于我们的 ESL 课程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IELI 客户服务 ieli@hunter.cuny.edu.
要申请 F-1 学生签证，通过以下电子邮件联系 IELI

ieliss@hunter.cuny.edu 或拨打 212-772-4208
如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hunter.cuny.edu/ieli

/IELIat Hunter

695 Park Avenue, East Building Room E1022, New York, NY 10065

F-1 签证信息

什么是 F-1 签证？
F-1 签证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允许学生在美国的全日制地学习（每周 18+小时）。 F-1 签证只有在美国以外的美国大使
馆和领事馆发行。为了申请到 F-1 签证，未来的学生必须先从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获得 I-20 表格。
我如何获得 F-1 签证？
F-1 签证可以在美国以外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获得。当你得到由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颁发的 I-20 表格后，你必
须提出面试要求，然后在你当地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 F-1 签证。至少在面试前三天，你一定要缴 SEVIS 的费用。
我们强烈建议您阅览 http://usembassy.state.gov 了解在你本国的美国大使馆的最新信息。
什么是 I-20 表格？
I-20 表格是美国官方政府的表格。这种表格是由一个 SEVP 审批的学校所签发给 F-1 学生的。
I-20 表格证明了学生被有资格签发 I-20 表格的学校录取为全职学员。学校不发放签证。
我如何获得 I-20 表格？
当招生办公室收到您填完的申请表，学费支付和经济支持者的文件之后，你的申请将在两周内进行，接受包裹将发送
给您。国际快递的费用为 50 美金。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习学校使用 USPS 快捷邮件方式把你的 I-20 表格寄给你。
一旦我们寄出你的 I-20 表格，你的 I-20 文件将在两周之后到达。
为了入学和 I-20 表格，什么时候我将我的申请表格寄给学校？
I-20 申请表说明了每学期的申请的截止日期。关于申请的截止日期的问题请直接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
为了得到 I-20 表格，哪些文件我必须寄给学校？
在 I-20 申请附有完整的申请说明，请看（第 2-3 页）。在您的申请文件之前，请确保您和您的经济支持者持有下列文
件：
•被学生签字过的原件 I-20 申请表格
•经济赞助者的支持宣誓书的原件（由银行或公证局盖章或/和签字）。
•经济赞助者的原件银行存款证明和/或信件（由银行签名和/或盖章）。
•学费收据单（官方支票或信用卡在线支付都可接受）。
•护照复印件（必须至少 6 个月有效）。
•支付 I-20 表格 快件运输费用，（$61）
•点击这里 http://www.hunter.cuny.edu/ieli/repository/files/Abroad-Application 下载我们的 I-20 海外学生申
请表

想转入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的转校生所需要的文件
•被学生签字过的原件 I-20 申请表格
•经济赞助者的支持宣誓书的原件（由银行或公证人盖章或/和签字）。
•经济赞助者的原件银行存款证明和/或文件（由银行签名和/或盖章）。

•学费收据单（官方支票或信用卡在线支付都可接受）。
•护照复印件（必须至少 6 个月有效）。
•F-1 签证的复印件。
•I-94（入境记录）
•转校证实表格（这种表格允许你从你的当前学校转到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
•所有以前的 I-20 表格的复印件（所有以前就读的全部学校）。
•点击这里下载 http://www.hunter.cuny.edu/ieli/repository/files/Transfer-Application
校生申请表。

我们的 I-20 的转

我需要多少钱才能确保我的签证？
经济担保人至少有美金 22500（或者，如果学生自己赞助自己。学生也需持有 22500 美金。经济担保人的银行证明或
信件必须着和支持宣誓书放在一起（支持宣誓书在我们的申请表格的第 6 页可以找到）。
银行证明书或信件必须包括以下所有：
（1）至少 22500 美元在账户
（2）经济担保人的名字和账户类型需要显示
（3）信件/表述必须以英文书写（或经公证的翻译附后），
（4）从银行印章或签名。

是否有期限？
是的，如果您有有关于申请的截止日期的问题直接联系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这是办公室的邮
箱地址（ieliss@hunter.cuny.edu）。

我可以寄申请文件的复印件或传真我已完成的申请文件？
所有的原件文件必须邮寄。复印件，电子邮件，或传真申请将不获受理。
我的 I-20 上说明，我一定要在开学前的三个星期到学校报到，为什么呢？
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的入学考试和注册的程序估计要三个星期才能完成。我们强烈建议学生
们在新学期开始的前三个星期到学校报到。当你到达美国时，你必须带上你的新的 I-20 和护照或者签证到亨特大学
国际英语语言学校报到。这样我们才能把你在美国的到达报告给移民局。在新学期开始的前一个星期您还需要参加一
个新生咨询会（在咨询会上，当你有任何问题，我们很乐意帮你解答）。
当我获得 F-1 签证后，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入美国？
您只能在开学日期的前 30 天进入美国，不能在前 31 天。
如果我在我的报告日期之前，我不能前往美国，我该做什么呢？
如果你不能在你的 I-20 报告日期前前往美国，你必须立即与学校联系。如果学校还有测试和登记的位置，学校将批准
延期您的报告日期。在一般情况下，报告日期不能延长超过一周。
如果在开学前我不能前往美国，我是否可以更改我的入学时间？
你允许更改你的学校入学日期最多为两（2）次，如果你不能在你所选择的学期开始上课。你必须归还给我们你从我校
接收到的原始 I-20 表格，并申请新学期的入学日期。我们将发给您一个新的 I-20 带有新的入学日期。

如果我的签证被拒绝，我该做什么？我可以要求退款？
如果你的学生签证被拒绝，你有长达 1 年时间来申请学费退款。在此期间，你也可以申请一个新的 I-20 用来重新申请
学生签证。为了拿到你的退款，你必须归还我们你的 I-20 和收据单复印件。所有的退款要求必须由学生亲自提出或经
过学生书面许可。
我必须等待多长时间才能拿到我的学费退款？
退款请求可能要用 6 至 8 周来进行处理。用支票支付的款项将通过支票退还，并邮寄给付款人。 如果付款人或学生书
面请求将支票寄到新的地址，我们将它寄到新的地址。所有的支票都通过普通航空邮件寄给你（需要 3 至 4 周）。如
果你用信用卡网上支付您的注册费用，在我们办理的你的学费退款之后的 2 到 4 个星期，退款可能将直接进入您的信
用卡。
我可以带上我的配偶和/或受抚养的子女吗？
可以，带上你的配偶你要提供额外 8000 美元的财务证明， 如果带上孩子，每个孩子需要额外 8000 美元的财务证明。
你也需要上交小孩申请书。对于 F-2 相关的申请表格，请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
B-1/ B-2 签证的（FAQ）常见问题
如果我现在有 B-1/ B-2， 我可以改变我的身份到 F-1 签证吗？
希望在亨特国际英语语言学校学习英语的全日制学生必须获得 F-1 身份。申请美国 F-1 身份，你必须从 USCIS（美国公
民及移民服务局）那里申请移民身份的改变。然而，不能保证 USCIS（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能批准身份的改变。
请带上您的有效护照和 I-94 入境记录到国际学生办公室来咨询你身份改变的资格。
当你申请身份改变时，你是否需要请律师？
当你改变身份的时候，你没有必要请移民律师。然而，如果你决定使用律师服务，律师必须写信给学校说明律师将代
表你。
你们学校是否可以帮我准备关于我的身份改变的请求？
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可以查看你的文件和移民表格，帮助您出示您的请愿给移民局（USCIS）。
我必须等待多久才能收到移民局（USCIS）对我身份改变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移民局大约需要 2-3 个月审查，他们将审查所有的申请文件，然后做最终的决定。
当我在等待移民局批准我的 F-1 请求的时候，我是否可以在国际英语语言学校开始上课 呢？
B-1/B-2 身份的持有者不能开始上课直到他们身份改变得到批准。

其他签证
如果我有 J-1，H-1 身份我是否可以换到 F-1 签证？
作为 J-1，H-1 签证持有者等，你可以要求移民局（USCIS）允许您的身份更改为 F-1（学生）签证。申请美国 F-1 身份，
你必须向 USCIS（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身份变更请求。但是，不能保证它会被移民局的批准。请带上您的有效
护照和 I-94 入境记录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你更改身份的资格。
你们学校可以帮我准备关于身份变更的请求吗？
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可以查看你的文件和移民表格，帮助您出示您的
要求给移民局（USCIS）。
我必须等待多久才能收到移民局（USCIS）对于我的移民身份改变的决定？
通常情况下，移民局大约需要 2-3 个月审查所有上交的文件， 然后做最后决定。

当我还在等待移民局是否批准我的 F-1，我是否可以在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上课？

J-1，H-1 等身份持有人可能可以开始学习一门课程当而他们还在等待 USCIS（移民局）有关于他们身份改变申请的决定。

转校生的信息
我该如何申请转到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我需要一个新的 I-20 吗？
为了转到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你必须首先要获得你当前学校的许可。接下来，为了正式转校，你必须向亨特
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那里要求获得 I-20。点击这里
http://www.hunter.cuny.edu/ieli/repository/files/Transfer-Application 下载我们的 I-20 的转校生申请表。
我需要准备什么文件为了申请到 I-20?
请参阅 http://www.hunter.cuny.edu/ieli/IELI-ISO/Immigration%20FAQs#receiving the i20 form。
我可以寄申请复印件或传真我完成申请文件吗？
所有必须提交的文件必须是原件而且这些文件要通过邮寄或者直接交给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
复印件，电子邮件，或传真申请将不被接受。
如果我当下没有在英语语言学校出勤，我还可以转到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
如果你没有向你以前的学校报到或没有定期上课，请访问我们的国际学生办公室讨论您的转校资格。
在开学之前，我可以离开美国吗？
在开学之前，您可能可以离开美国。但是，在出美国前你必须转校成功，拿到 I-20。在出国前你也必须注册成功。

其他信息
我能上网吗？
可以。所有的学生可以免费上网。一旦你已经注册，请访问注册办公室讯问 Wi-Fi 用户名和密码。
我是否可以旅行当我还在学习的同时？
可以。学生可以去旅游，并鼓励他们这样做当他们在学习的同时。然而，当你到美国以外的地区旅行之前，所有学生
必须要得到来自 ISO 国际学生顾问（DSO）批准。
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是否提供的医疗保险？
不，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不提供保险给国际学生。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的学生无需强制性购买医疗保险。
大多数学生在抵达美国之前已经购买医疗保险。
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是否提供宿舍/住房？
不，亨特大学国际英语语言学校不提供学生宿舍。抵达美国之前，学生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住宿。
我什么时候可以参加分班考试和注册课程？
在新学期开始的前一个月，您可以联系报名处预约你的考试日期。当你到达美国之后，你可以参加入学分班考试。

什么是入学咨询会？我是否需要参加？
是的！你必须参加入学咨询会，它是注册的一部分。在入学咨询会上，您将得到重要的信息关于你的课程和你作为 F1 学生的责任.您还将了解对你有用的服务资源。

如何申请成为一名 IELI 的全职国际学生
您需要 I-20 表格来申请签证。为了申请到您的的 I-20 表格，必须采取以下步骤：
注：“亨特学院 IELI ”不发放签证，只签发 I-20 表格。
1.打印申请表格，并用正楷填写完整。请不要忘了签名并注册相应学期。
2.收集资料：提交您的护照复印件，并确保您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个人照片在复印件上清晰可见。如果您打 算与你的
配偶和/或子女同行，您必须同时提供他们护照的复印件。 （护照有效期必须至少 6 个月。）请联 系国际学生办公室
索要相关申请书。
3.付款信息：处理申请需要 2296 美元。 2000 美元为第一学期学费。$175 用于申请费（此付款不予退还）和 61 美金作
为国际邮件费用（此付款不予退还），课程注册费用为 35 美金（此付款不予退还）和 25 美元用于入学考试费用（此
付款可退还）。申请书必须在学期开始五（5）个星期前提交。如果课程已经开始， 请联系我们的办公室，看您是否
还可以注册。学费必须在课程开始之前支付。 如果您想用信用卡支付学费请访问以下网页：
https://ielireg.hunter.cuny.edu/cers.aspx 我们可以接受以“Hunter College IELISS”为抬头的银行支票或汇票。
4，保荐人及资金的验证：资金验证，可以提交由银行发出的银行存款证明或信件。银行对帐单/信的 证据必须与（保
荐人支持宣誓书）相匹配。这份文件不得超过 90 天。这些都必须是原件，翻译成英文，并 需要来自银行的印章/或签
名。
5.面试：如果你的 I-20 已被批准，请联系在您的国家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请务必将大 使馆或领事馆的面试所需要
的文件全部准备好。 注：当上面所有列出的原始文件收到后，申请书才会被处理， F-1 签证的学生必须全职学习。除
非学生有绿卡。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