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hattan College 强化英语语言课程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IELP) 详细信息 

Manhattan College 提供六个级别的强化英语语言学习，以满足您的英语语言需求。这六

个级别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大学预科英语语言能力。IELP 课程通常遵循 Manhattan 

College 校历。 

我们的班级会限制学生数量，通常每班不超过 12 名学生。课程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开

设，每周 22 小时，重点进行以下核心领域的学习： 

 阅读理解 

 学术写作 

 听力理解和表达能力 

 对话及课堂口语和发音 

IELP 课程的学习主题包括美国生活、美国文化、纽约市简介、艺术和音乐，以及美国节

假日。 

完成每个级别需要一个学期（15 周）或一期暑期课程（9 周），在成功完成每个级别

后，将会授予一张结业证书。成功完成 IELP 级别学习的学生将不需要参加额外的能力考

试（托福或雅思考试）。我们将为在完成 IELP 后寻求在 Manhattan College 进行本科

生和研究生学习的学生提供有条件入学。有关详细信息，请阅读下文。 

入学 

成功完成 IELP 可以保证满足英语语言要求，并可达到 Manhattan College 的能力要

求。IELP 的两种申请途径如下 

有条件入学： 

 本科生：完成本科生入学申请； 

 研究生：完成研究生入学申请。 

 

在您完成本科生或研究生申请后，您将被本科生或研究生入学团队转介到 IELP。 

https://manhattan.edu/academics/_unpublished/academic-calendar.php


对于通过直接入学进入 IELP，将要求您提交以下文件： 

 中学（高中）或大学成绩单的英文翻译件 

 护照页面 

 IELP 申请 

 

其他 IELP 学习机会 

Manhattan College IELP 还提供了其他学习机会。 

有关更多信息，请点击相应的链接或与我们联系： 

- ESL 专业课程。这些课程专为那些在以纽约市为中心的独特课程安排（如金融、表演艺

术和摄影等）以外寻求更多英语学习机会的学生而设计。可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anhattan.edu/academics/schools-and-departments/scps/non-credit-

programs/summer-programs/English%20as%20a%20Second%20Language%20-

Specialty%20Programs.php 

- 专业 ESL 课程：Manhattan College IELP 可为您或贵组织设计课程。有关进一步信

息，请通过 jvanderwerf01@manhattan.edu 与 Jeff Vanderwerf 主任联系。 

- 晚间和周末课程：IELP 还可提供晚间和周末 ESL 课程。课程涵盖 ESL 商务交流和周

末 ESL 等领域的主题。有关进一步信息，请通过 jvanderwerf01@manhattan.edu 与 

Jeff Vanderwerf 主任联系。 

费用和校历 

IELP 课程费用 

有关最新学费和杂费，请访问 Manhattan College IELP 网站。 

健康保险费用 

请注意，作为 F-1 学生，您不必拥有医疗保险。在国际学生入学讲座中，将为 F-1 签

证持有者介绍多家保险公司的信息/网站，这些保险公司提供了可用于 F-1 学生的保险

单。强烈建议 F-1 学生购买保险；J-1 学生必须拥有保险。如果您已拥有医疗保险，且

您在美国时该保险也能提供保障，则您可以申请保险豁免。为了获得豁免，您需要提供文

件证明您的承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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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nhattan.edu/academics/schools-and-departments/scps/non-credit-programs/summer-programs/English%20as%20a%20Second%20Language%20-Specialty%20Programs.php
https://manhattan.edu/academics/schools-and-departments/scps/non-credit-programs/summer-programs/English%20as%20a%20Second%20Language%20-Specialty%20Programs.php
mailto:jvanderwerf01@manhattan.edu
mailto:jvanderwerf01@manhattan.edu


课程日期/校历 

请在 Manhattan IELP 网站上查找最新申请截止期限和学习日期。 

IELP 课程时间表 

Manhattan IELP 的秋季/春季时间表通常按每周 22 小时的学习时间进行安排。所有课程

都将在校园内进行，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 9:00 至下午 3:00，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夏季时间表按每周 30 小时的学习时间进行安排。课程将在校园内进行，时间为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3:00。 

住宿 

建议（而非要求）所有 IELP 学生住在校内。我们将帮助您安排校内住宿。Manhattan 

College 学生宿舍中的大致食宿费用如“费用和成本”下所示。住宿费用中包括住宿和餐

饮费用。 

Manhattan College IELP 还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方案。 

签证信息 

财务文件和 I-20 

I-20 是为希望在美国学习的学生签发的非移民学生身份资格证书。已被录取的学生需要

在申请学生签证时向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提交 I-20。如果您是符合以下条件的国际学

生，则需要 I-20：  

 目前正使用学生签证 (F-1) 在美国进行高中、大学或英语语言课程的学习； 

 或者意图使用学生签证进入美国。 

I-20 所需的财务文件： 

美国政府法规要求持有 F-1 学生签证的学生向大学证明他们能在入学后获得财务支持。

为此目的，您必须提交资助证明 (CFR)（请参见下文中的“文件”部分，该证明是由您的

资助人提供的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及以下支持文件： 

 您的资助者的金融机构的信函/银行对账单原件，其中注明用于资助您的账户中可

动用的资金金额。 

 您的护照身份页面的复印件。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_pdfs/sample%20affidavit%20of%20support.pdf


 高中或以往学院/大学学习的官方成绩单。 

请注意： 

 经过公证的支持宣誓书和所有支持文件必须签字并注明日期，日期不得早于您预计

在 Manhattan College 入学之前九个月。 

 该宣誓书将随您的录取资料一起发送给您。 

 财务文件必须为原件，可由学生/资助者通过电子邮件或邮递方式发送给 

Manhattan College。如果通过传真发送，则财务文件必须直接来自金融机构。 

 财务资源必须记录在银行正式信笺上，其中金额应以美元为单位结算，并且必须包

括银行的印章和/或签字。 

目前已在美国上学的学生需要提交所有以前 I-20 及其已完成的 I-20 转学申请表的复印

件。 

邮寄至： 

Ms. Debbi Damico 

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Services 

Manhattan College 

4513 Manhattan College Parkway 

Riverdale, NY 10471 

学生签证状态：I-20 资格证明 

 

学生应该尽早向 IELP 提出申请，以便获得 I-20 资格证明。如果学生要在离开其所在国

家/地区之前获得 F-1 非移民学生签证，则需要 I-20。Manhattan College 仅在收到所
有文件和保证金后才会签发 I-20。 

请注意： 

按照美国法律，I-20 资格证明从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不过，它会规定具体到达日

期。在指定日期之前无法进入美国的学生应该联系强化英语语言学院以申请延期。如果原

始 I-20 仍然有效，则不收取额外费用。 

《美国移民法》要求学生在签发其用于进入美国的 I-20 的机构注册。 

重要网站 

Manhattan College IELP 网站 

费用和校历：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costs-calendar.php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costs-calendar.php


文件 

请参见位于此链接的“资助证明”文件：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documents.php 

请参见位于此链接的大学健康文件：https://inside.manhattan.edu/student-

life/health-services/required-records.php 

申请 

要申请本科生学习的有条件入学，请访问此链接：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undergraduate/requirements/international.php 

要申请研究生学习的有条件入学，请访问此链接：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graduate/apply.php 

要直接申请 IELP，请访问此链接：

https://manhattan.edu/admissions/international/apply.php 

保证金 

要提交保证金（在申请和录取后），请访问此链接：

https://deposits.manhattan.edu/touchnet/ 

住宿 

要了解关于在 Manhattan College 校内住宿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此链接：

https://manhattan.edu/life-at-manhattan/housing/residence-halls.php 

关于寄宿家庭住宿方案的信息，请与 IELP 直接联系。 

联系信息 

Manhattan College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Jeff Vanderwerf, Director 

Miguel Hall 300 

4513 Manhattan College Parkway 

Riverdale, New York  10471 

电话：718-862-8212 

电子邮件：jvanderwerf01@manhattan.edu/ielp@manhatta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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