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有关关 CCIIEEPP 的的常常见见问问题题  

 

申请就读北爱荷华大学(UNI)文化及强化英语课程(CIEP)： 

How long can I study in CIEP? 

我能在CIEP学习多久？ 

通过向学员发送入境身份文件(I-20)，CIEP邀请学员参与其课程学习。此文件并非签证。该文件显示您有获

得签证并成为北爱荷华大学的F1（全日制）学生的资格。I-20的首次停留时间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您在美

国期间能否自己为您的学习提供财务支持或获得他人的财务支持。 

 

How much is the application fee? Is this fee mandatory? Is this fee refundable if I do not get a Visa? 

申请费是多少？此费用是强制性的吗？如果我没有获得签证，此费用是否可退回？ 

申请费是275美元。此费用包括学生和交流访问者信息系统(SEVIS)费用和寄送成本。申请费是强制性的，且

不可退回。 

 

How far in advance should I apply to be enrolled in CIEP? 

我应该提前多久申请报名参加CIEP？ 

您应该提前1-2个月申请。您申请得越早，参加我们课程的可能性就越高。我们需要3-4周时间来完成接收和

邮寄程序。 

 

CIEP英文水平分级： 

How are students placed into a level? When do students take the placement exam? 

学员如何被划分至某个级别？学员何时参加英文水平分级考试？ 

新学员在课程形成前一周参加英文水平分级考试，根据其英语能力被划分至某级别。 

 

What does the placement exam cover? How long is the placement exam? Should I study for it? 

英文水平分级考试涵盖什么内容？英文水平分级考试耗时多久？我是否应该针对英文水平分级考试进行学

习？ 

英文水平分级考试时长3小时，包含五个部分：写作、语法、听力、阅读和5-7分钟的面试。您不需要针对该

测试进行学习，只要尽可能使您自己在全英文读写方面做好准备。 

 

 

What if a student is not satisfied with my placement in CIEP after the placement exam? 

如果在英文水平分级考试后某学员对其CIEP英文水平分级不满意怎么办？ 



 

学员可填写“学员正式申诉表”并将申诉表交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导师和学员的教师将确定级别变更是否

合适并以书面形式做出答复。 

 

在 CIEP 学习： 

What curriculum is offered by the CIEP? 

CIEP提供什么课程？ 

CIEP提供三种不同技能领域的课程：阅读、听/说和写作。有关每项课程的更多信息可在此处查阅：

http://www.uni.edu/ciep/courses.html。 

 

How many days per week are CIEP classes? What is the class schedule? 

CIEP课程每周上几天课？课程时间表是什么？ 

CIEP课程从周一到周五上课。学校希望您参加每天开办的课程。在学年期间，课程一般从上午10点上到中午，

然后从下午1点上到4点。在夏季，课程一般从上午9点上到中午，然后从下午1点上到2点。 

 

How long will it take me to finish CIEP? 

我需要多久才能完成CIEP？ 

要从CIEP毕业，您必须通过每门课程的7级。您每个学期只能升一级。如果您按B级开始进入课程的学习，需

要花费您一年半的时间（如果您通过每门课程）。如果您按3级开始进入课程的学习，需要花费您一年的时

间（如果您通过每个级别的每门课程）。 

 

 

Does CIEP offer a TOEFL test? 

CIEP是否提供托福考试？ 

CIEP每8周提供一次大学学院托福考试。我们只提供纸质版本的考试。考试结果仅用于北爱荷华大学入学之

用。北爱荷华大学校园的学术研习中心提供iBT（基于互联网的）托福考试。有关iBT的更多信息，请致电

(319) 273-6023或访问http://www.uni.edu/unialc/toefl.html 

 

在北爱荷华大学生活： 

How far in advance should I apply for a room in the Residence Halls on campus? 

我应该提前多久申请入住校园学生宿舍？ 

一旦您已经被CIEP/北爱荷华大学录取，您应该提交一份住房合同。获得房间的分配可能需要几周的时间，

具体情况取决于申请是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提出。住房合同最早可提前一年签订。签订房间的最佳时机是在

夏季。在提交此合同的同时，新住户申请人必须缴纳200美元的预付款和一次性的不可退回的25美元申请费

（应向北爱荷华大学支付支票或汇票，如果是在线订约，则可用信用卡付款）。开始入住后，200美元的预

付款将计入学员的第一张大学账单中。 

http://www.uni.edu/unialc/toefl.html


 

 

What type of clothing should I pack? What kind of weather does Cedar Falls have? 

我应该打包带些什么类型的服装？Cedar Falls（锡达福尔斯市）的天气是怎样的？ 

由于爱荷华州位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们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温度。在春季和夏季的几个月中（4月-9月），

您应该穿短袖衬衫和其他轻质的衣服。这些月份的温度可能在55到95华氏度之间。在雨天，您可能会想穿一

件薄外套，打一把伞。在秋季和冬季的几个月中（10月-3月），您应该多穿几件厚衣服，包括厚外套、帽子

和手套。这些月份的温度可能在零下15到50华氏度之间。一年到头我们经常遭遇雨雪天气，但也有很多日子

是晴天！北爱荷华大学校园里的大部分学生穿非正式的服装，包括T恤、牛仔裤、棉运动衫和皮革运动鞋。

  

 

Can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How many hours can they work? What is the average wage for a student worker? 

What will my work schedule be like? 

学员能否在校内工作？他们能工作多少小时？工读生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我的工作时间表是怎样的？ 

学员被允许一周最多在校内工作20小时。一般而言，您将赚取最低工资，但您可能赚得更多或更少，具体情

况取决于您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将能够按照自己的课程和活动时间表创建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您可

能不得不在傍晚和晚上工作，具体情况取决于您的工作。您将不会因为在大学的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而获

得额外的报酬。 

 

What are the University Fees? Are these fees mandatory? 

大学费用是什么？这些费用是强制性的吗？ 

大学费用由北爱荷华大学全体学生支付，是为Rod Library及健康和娱乐中心等服务支付的费用。这些费用

对全体学生都是强制性的。 

 

学院政策： 

What happens if I am late to class?  What happens if I miss my classes? 

如果我上课迟到会怎样？如果我漏掉课程会怎样？ 

按时上课是成为成功的 CIEP 学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去上课可能导致成绩较差或不及格。漏掉课程中 80%

以上课业的学员将被列入留校察看名单。如果学员并未改进他们的表现，他们可能会被 CIEP开除。有关此

政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IEP 学员手册附录 F。 

 

What is Academic Probation? 

留校察看是什么？ 

留校察看是指您的学业进度和成功由 CIEP 导师进行监督的时期。在此时期，您必须努力提高您的成绩及/

或出勤率。如果您并未成功结束留校察看，您将不可再报名参加 CIEP。有三个原因会使您被列入留校察看



 

名单：1) 出勤率较低、2) 成绩较差或 3) 重修相同的课程。在所有情况下，您都将收到留校察看通知（请

参阅 CIEP 学员手册附录 F）。 

 

 

What is plagiarism?  What happens I cheat and/or plagiarize in a class? 

抄袭是什么？当我在某课程中作弊及/或抄袭会怎样？ 

抄袭是将其他人的作业当作您自己的来提交。来自其他来源（学员、网站、书籍、朋友等）供书面或口头使

用、并由您为评估目的而提交的任何想法或资料都必须进行声明及引述出处。任何时候若您未引述出处，您

的老师会认为所写的文字是您的原创想法。当使用来自其他来源的想法或文字完成作业时，您必须引述有关

想法或文字的出处。您的老师将帮助您学习正确引述来源及表明原作者的方式，但您也可寻求帮助。请注意，

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中，抄袭属于学术不诚实和严重违纪行为。对抄袭的处罚可能会很严重。如果您被发现有

抄袭行为，您将按照具体情况受到处罚。有关抄袭和处罚的范例，请参阅 CIEP 学员手册附录 I 中的抄袭/作

弊通知。 

 

What is the Orientation Program?  What happens if I don’t complete it? 

新生入学辅导是什么？如果我没有完成会怎样？ 

新生入学辅导是一项帮助新学员熟悉 CIEP 课程和北爱荷华大学校园的为期三天的活动。在此期间，学员将

学习如何在 MyUNIverse 上查看他们的分数和大学账单。他们也将参加英文水平分级考试，造访健康中心，

参观校园并与导师和 CIEP 工作人员会面。新生入学辅导对所有新学员都是强制性的。如果某学员未完成新

生入学辅导，则他或她将不能去上课。学员按时到达以完成整个新生入学辅导并立即开始上课是很重要的。 

 

What should I do if I have a problem with a class, teacher, or grade? 

如果我在班级、老师或分数方面有问题，我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您在 CIEP 的经历是有益和顺利的。然而，问题可能会发生，我们想帮助您尽快解决问题。如果您的

问题与课程分数有关，请首先对导师说。您可能不得不在课堂以外进行预约以便与导师交谈。在任何时候，

如果问题的解决未使您满意或涉及您不能与您的导师或办公室工作人员讨论的私人问题，您可填写学员手册

附录 K 中的学员正式申诉表。此申诉表的副本亦可在总办公室中获取。 

 

Do I have to study at CIEP every session to remain a student or can I take a vacation session? 

我是否必须参与 CIEP 每个学期的学习以保留学员身份，还是可以请一个学期的假？ 

在连续 4 个为期 8 周的学期维持学员的身份后，学员就能请一个学期的假。学员在 CIEP 学习四个学期后，

他或她将能够跳过一个学期去旅行或回家，然后不需要对入境身份文件进行续期即可重返 CI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