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 C I E P 的常見 問 題
申請就讀北愛荷華大學(UNI)文化及強化英文課程(CIEP)：
How long can I study in CIEP?
我能在CIEP學習多久？
通過向學員發送入境身份文件(I-20)，CIEP邀請學員參與其課程學習。此文件並非簽證。該文件顯示您有獲
得簽證併成為北愛荷華大學的F1（全日制）學生的資格。I-20的首次停留時間取決於幾個因素，包括您在美
國期間能否自己為您的學習提供財務支持或獲得他人的財務支持。
How much is the application fee? Is this fee mandatory? Is this fee refundable if I do not get a Visa?
申請費是多少？此費用是強制性的嗎？如果我沒有獲得簽證，此費用是否可退回？
申請費是275美元。此費用包括學生和交流訪問者資訊系統(SEVIS)費用和寄送成本。申請費是強制性的，且
不可退回。
How far in advance should I apply to be enrolled in CIEP?
我應該提前多久申請報名參加CIEP？
您應該提前1-2個月申請。您申請得越早，參加我們課程的可能性就越高。我們需要3-4周時間來完成接收和
郵寄程序。

CIEP英文水平分級：
How are students placed into a level? When do students take the placement exam?
學員如何被劃分至某個級別？學員何時參加英文水平分級考試？
新學員在課程形成前一週參加英文水平分級考試，根據其英文能力被劃分至某級別。
What does the placement exam cover? How long is the placement exam? Should I study for it?
英文水平分級考試涵蓋什麼內容？英文水平分級考試耗時多久？我是否應該針對英文水平分級考試進行學
習？
英文水平分級考試時長3小時，包含五個部分：寫作、語法、聽力、閱讀和5-7分鐘的面試。您不需要針對該
測試進行學習，只要盡可能使您自己在全英文讀寫方面做好準備。

What if a student is not satisfied with my placement in CIEP after the placement exam?
如果在英文水平分級考試後某學員對其CIEP英文水平分級不滿意怎麼辦？
學員可填寫“學員正式申訴表“並將申訴表交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導師和學員的教師將確定級別變更是否
合適並以書面形式做出答覆。

在 CIEP 學習：
What curriculum is offered by the CIEP?
CIEP提供什麼課程？
CIEP提供三種不同技能領域的課程：閱讀、聽/說和寫作。有關每項課程的更多資訊可在此處查閱：
http://www.uni.edu/ciep/courses.html。
How many days per week are CIEP classes? What is the class schedule?
CIEP課程每週上幾天課？課程時間表是什麼？

CIEP課程從週一到週五上課。學校希望您參加每天開辦的課程。在學年期間，課程一般從上午10點上到中午，
然後從下午1點上到4點。在夏季，課程一般從上午9點上到中午，然後從下午1點上到2點。
How long will it take me to finish CIEP?
我需要多久才能完成CIEP？
要從CIEP畢業，您必須通過每門課程的7級。您每個學期只能升一級。如果您按B級開始進入課程的學習，需
要花費您一年半的時間（如果您通過每門課程）。如果您按3級開始進入課程的學習，需要花費您一年的時
間（如果您通過每個級別的每門課程）。

Does CIEP offer a TOEFL test?
CIEP是否提供托福考試？
CIEP每8周提供一次大學學院托福考試。我們只提供紙質版本的考試。考試結果僅用於北愛荷華大學入學之
用。北愛荷華大學校園的學術研習中心提供iBT（基於網際網路的）托福考試。有關iBT的更多資訊，請致電
(319) 273-6023或訪問http://www.uni.edu/unialc/toefl.html

在北愛荷華大學生活：
How far in advance should I apply for a room in the Residence Halls on campus?
我應該提前多久申請入住校園學生宿舍？
一旦您已經被CIEP/北愛荷華大學錄取，您應該提交一份住房合同。獲得房間的分配可能需要幾周的時間，
具體情況取決於申請是在一年中的什麼時候提出。住房合同最早可提前一年簽訂。簽訂房間的最佳時機是在
夏季。在提交此合同的同時，新住戶申請人必須繳納200美元的預付款和一次性的不可退回的25美元申請費
（應向北愛荷華大學支付支票或匯票，如果是線上訂約，則可用信用卡付款）。開始入住後，200美元的預
付款將計入學員的第一張大學賬單中。
What type of clothing should I pack? What kind of weather does Cedar Falls have?
我應該打包帶些什麼類型的服裝？Cedar Falls（錫達福爾斯市）的天氣是怎樣的？
由於愛荷華州位於中西部地區，因此我們體驗到各種不同的溫度。在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中（4月-9月），
您應該穿短袖襯衫和其他輕質的衣服。這些月份的溫度可能在55到95華氏度之間。在雨天，您可能會想穿一
件薄外套，打一把傘。在秋季和冬季的幾個月中（10月-3月），您應該多穿幾件厚衣服，包括厚外套、帽子
和手套。這些月份的溫度可能在零下15到50華氏度之間。一年到頭我們經常遭遇雨雪天氣，但也有很多日子
是晴天！北愛荷華大學校園裡的大部分學生穿非正式的服裝，包括T恤、牛仔褲、棉運動衫和皮革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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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能否在校內工作？他們能工作多少小時？工讀生的平均工資是多少？我的工作時間表是怎樣的？
學員被允許一週最多在校內工作20小時。一般而言，您將賺取最低工資，但您可能賺得更多或更少，具體情
況取決於您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您將能夠按照自己的課程和活動時間表創建自己的工作時間表。您可
能不得不在傍晚和晚上工作，具體情況取決於您的工作。您將不會因為在大學的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而獲
得額外的報酬。
What are the University Fees? Are these fees mandatory?
大學費用是什麼？這些費用是強制性的嗎？
大學費用由北愛荷華大學全體學生支付，是為Rod Library及健康和娛樂中心等服務支付的費用。這些費用
對全體學生都是強制性的。

學院政策：
What happens if I am late to class? What happens if I miss my classes?
如果我上課遲到會怎樣？如果我漏掉課程會怎樣？
按時上課是成為成功的 CIEP 學員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去上課可能導致成績較差或不及格。漏掉課程中 80%
以上課業的學員將被列入留校察看名單。如果學員並未改進他們的表現，他們可能會被 CIEP 開除。有關此
政策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CIEP 學員手冊附錄 F。
What is Academic Probation?
留校察看是什麼？
留校察看是指您的學業進度和成功由 CIEP 導師進行監督的時期。在此時期，您必須努力提高您的成績及/
或出勤率。如果您並未成功結束留校察看，您將不可再報名參加 CIEP。有三個原因會使您被列入留校察看
名單：1) 出勤率較低、2) 成績較差或 3) 重修相同的課程。在所有情況下，您都將收到留校察看通知（請
參閱 CIEP 學員手冊附錄 F）。
What is plagiarism? What happens I cheat and/or plagiarize in a class?
抄襲是什麼？當我在某課程中作弊及/或抄襲會怎樣？
抄襲是將其他人的作業當作您自己的來提交。來自其他來源（學員、網站、書籍、朋友等）供書面或口頭使
用、並由您為評估目的而提交的任何想法或資料都必須進行聲明及引述出處。任何時候若您未引述出處，您
的老師會認為所寫的文字是您的原創想法。當使用來自其他來源的想法或文字完成作業時，您必須引述有關
想法或文字的出處。您的老師將幫助您學習正確引述來源及表明原作者的方式，但您也可尋求幫助。請注意，
在美國的學術環境中，抄襲屬於學術不誠實和嚴重違紀行為。對抄襲的處罰可能會很嚴重。如果您被發現有
抄襲行為，您將按照具體情況受到處罰。有關抄襲和處罰的範例，請參閱 CIEP 學員手冊附錄 I 中的抄襲/作
弊通知。
What is the Orientation Program? What happens if I don’t complete it?
新生入學輔導是什麼？如果我沒有完成會怎樣？
新生入學輔導是一項幫助新學員熟悉 CIEP 課程和北愛荷華大學校園的為期三天的活動。在此期間，學員將
學習如何在 MyUNIverse 上檢視他們的分數和大學賬單。他們也將參加英文水平分級考試，造訪健康中心，
參觀校園並與導師和 CIEP 工作人員會面。新生入學輔導對所有新學員都是強制性的。如果某學員未完成新
生入學輔導，則他將不能去上課。學員按時到達以完成整個新生入學輔導並立即開始上課是很重要的。
What should I do if I have a problem with a class, teacher, or grade?
如果我在班級、老師或分數方面有問題，我應該做什麼？
我希望您在 CIEP 的經歷是有益和順利的。然而，問題可能會發生，我們想幫助您儘快解決問題。如果您的
問題與課程分數有關，請首先對導師說。您可能不得不在課堂以外進行預約以便與導師交談。在任何時候，
如果問題的解決未使您滿意或涉及您不能與您的導師或辦公室工作人員討論的私人問題，您可填寫學員手冊
附錄 K 中的學員正式申訴表。此申訴表的副本亦可在總辦公室中獲取。
Do I have to study at CIEP every session to remain a student or can I take a vacation session?
我是否必須參與 CIEP 每個學期的學習以保留學員身份，還是可以請一個學期的假？
在連續 4 個為期 8 周的學期維持學員的身份後，學員就能請一個學期的假。學員在 CIEP 學習四個學期後，
他將能夠跳過一個學期去旅行或回家，然後不需要對入境身份文件進行續期即可重返 CI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