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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申请步骤及指南  
  

 

 

1． 请完成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如果您目前不在美国，请提交: 

 填写完整的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申请表（最后一页须签字） 

 护照首页 

 高中成绩单 

 26000美金的资金证明信。如果有家属随行，资金证明须每人增加2500美金。我们接受银行证明信，

或包括学费及生活费用在内的奖学金证明信。 
 

  如果您目前在美国，请提交： 

 护照首页  
 

2．  发送以上材料至iep@wcu.edu， 或邮寄材料至: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69 East University Way  
   109 Camp Building  

    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Cullowhee, NC 28723  
      USA  
 

3． 所有申请人须经过网络面谈（可使用即时聊天工具，如QQ视频聊天）。请及时回复我们的邮件以便安

排网络面谈。申请人须准时参加网络面谈。不经过网络面谈者，申请将不予受理。 
 

4． 缴付申请费。申请费概不退还.。申请一经受理，我们将给您发邮件告知支付方式。申请费须于我们办

理您的1-20表之前予以支付。 
 

5． 如果您打算住校内宿舍，您须支付押金150美金用于预留宿舍，如果您擅自取消预留，该费用将不予退

还。同时您须填写住宿申请表以保证预留房间（住宿申请表附后）。如果您打算住校外，您须自行租住

校外公寓。您可以访问网站http://offcampushousing.wcu.edu了解学校周围的公寓信息。 

申请截至日期 

秋季学期: 4 月 1 日 

春季学期: 9 月 1 日 

暑期课程: 2 月 1 日 

http://offcampushousing.wcu.edu
http://iep.wc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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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与有效护照上名字一致 )  

姓:  

名: 

中间名: 

永久居住地址/非美国居住地址 

地址:   

城市/省份:   邮政编码(必填): 国家:  

电话(国家号, 区号, 电话号码): 

目前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与永久居住地/非美国居住地址一致 
SEVIS I-20表和录取通知书将寄到这个地址，所以此地址必须是实际居住地址而不是邮政信箱。 

地址:   

城市/省份:  邮政编码(必填): 国家:  

其他电话(国家号, 区号, 电话号码): 

申请人邮箱:   
此邮箱将用于我们与您之间所有重要邮件往来，包括申请阶段到抵达阶段的所有事项。因此此邮箱必须是您的常用私人邮箱。 

申请人Skype: QQ: 

(WCU_IntensiveEnglish  QQ: 481596676)

其他邮箱: 
您可以使用此邮箱作为我们与您联系的备用邮箱。您可以把家人、朋友或学习导师的邮箱填在此处，便于西卡罗来纳大学就您的入学
申请与他们取得沟通。  

出生日期(月/日/年):  

性别:  男  女 

出生地:  出生的国家:  

国籍所在地:  母语:  

项目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您申请的项目是 (从以下选项中打勾): 

 英语强化课程 

 修读完英语强化课程后条件性录取到西卡罗来纳大学 

   本科专业 

条件性录取到西卡罗来纳大学的本科专业（意向）: 

您申请的学期是(从以下选项中打勾) 

 20              年秋季学期 (八月) 

 20              年春季学期 （一月） 

 20              年暑期课程 (五月) 

WeChat:
(WCU_IntensiveEnglish  ID: WCU_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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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参加过新托福考试吗? 参加过 未参加过 

(  月/    年)  分数   

您参加过雅思考试吗?  参加过 未参加过 

(  月/    年)  分数   

签证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您目前居住在美国吗?  是  不是 如果是，您持有签证吗?  是 不是 

如果是，您持何种类型的签证(选择其中一项)? 

F-1 F-2 J-1 J-2

其他 (请注明您所持的签证类型) 

颁发国家   颁发日期       (月/日/年) 

您目前在美国上学吗? 是 不是   

如果是，给您签发用于申请签证的I-20表或 DS-2019表的学校/机构是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您有配偶或子女随行吗? 是 不是   

如果是，请提供随行的每一位家庭成员的信息。扫描每个人的护照发送至iep@wcu.edu. 若家庭成员申请就读

西卡罗来纳大学，须单独填写申请表。 

姓: 

名: 

配偶 孩子  出生日期(月/日/年) 

出生地 

出生的国家 

国籍所在地 

姓: 

名: 

配偶 孩子  出生日期(月/日/年) 

出生地 

出生的国家 

国籍所在地 

住宿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您是否住校内宿舍? 是 不是  如果是，请填写住宿申请表（附后） 

您是否住校外公寓? 是 不是 如果是, 请访问网站 http://offcampushousing.wcu.edu/ 

注：学校不提供已婚人士或携带家属人士的校内住宿，须自行租住校外公寓。 

http://offcampushousing.wcu.edu


4 | P a g e

教育现状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您是否就读于美国之外的大学?  是 不是 

大学的名称:  

所在地:   

就读时间：自 (月/年) 至   (月/年) 

教育背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中学:   

所在地: 

就读时间：自 (月/年) 至 (月/年) 

毕业日期   (月/年) 

大学: 

所在地: 

就读时间：自 (月/年) 至 (月/年) 

获得学位   专业 

毕业日期   (月/年) 

您是否具备您目前就读的学校或您最后就读的学校的毕业资格？ 是 不是  

如果不是, 您是否已从该校毕业?  是  不是   

如果以上两个问题您的答案都是“不是”, 请解释原因   

紧急联系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紧急联系人信息:   

与您的关系:   

紧急联系人通讯地址: ____ 

电话号码(国家号, 区号, 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有用的信息（请用英文填写以下信息） 

您是从何种渠道了解到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的? 

西卡罗来纳大学网站 

朋友/家人| 姓名:   

曾经就读于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的学生| 姓名: 

教育中介机构招聘员| 姓名/机构:   

互联网 |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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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申述（请用英文填写） 

请用自己的话简要陈述申请西卡罗来纳大学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的原因。 

作为申请英语强化课程项目的条件之一，您必须预约网络面谈。请联系我们告知您希望以何种方式进

行网络面谈以及相关账号信息（Skype，Q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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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您对以下一个或多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不一定会对您的录取造成阻碍。但是如果您未能提供完整、准确、

真实的信息，将会造成申请被拒或撤回，或在录取之后被开除。以下六个问题中“犯罪”或“犯罪指控”

指除交通违规或轻罪之外的罪行。然而，无论是否与交通违规有关，您必须如实报告酒驾肇事及吸食毒

品后交通肇事。 
 

1. 您是否在您就读的学校有过违反校规校纪而导致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9年级或国际认可的同

等学历阶段以上）？ 

   是  不是    

2. 您是否曾被裁定、宣判犯有轻罪、重罪或其他罪行？ 

   是  不是 [如果您的犯罪裁定已被取消、免除，或执行法院保密的命令，您可对此问题不予回
答或作出解释]  

3. 您是否有搁置的刑事指控?  是  不是  

4. 您是否曾经因为轻罪、重罪或其他罪行进入无罪申诉或埃尔福辩护的法律程序？或是因此获得延迟

起诉？还是已承担犯罪的责任？ 

   是  不是  

5. 您是否服役期间被劝退（非“光荣退伍”）?         

   是  否  
 

如果以上问题中您的回答是“是”，请在此处说明情况。 
                                                                                                                                                                                                          

                                                                                                                                                                                                        

 

您必须在您提交申请之后迅速与我们取得联系，报告关于您的任何刑事控告、处置，或任何违反校规校

纪的行为，或服役期间非”光荣退伍”的劝退。一旦隐瞒，您将面临申请被拒或撤回，或在录取之后被开

除。 
 

我完全理解西卡罗来纳大学鼓励其学生、教职员工展现公民的良好品质：诚实、正直、敢于担当；为他

人服务；尊重不同的人群和文化；行使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职责。我申请就读西卡罗来纳大学，我将

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我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准确无误的。我了解如果我未能提供完整、准确、真实

的信息，我的申请将会被拒、录取将被取消、或在录取之后被学校开除。 
 

申请人签名(必须) 
 

全名                                                                                 
 

日期 (月/日/年):                                                                 
 

父母或监护人签名(18岁以下申请人必须) 
 

全名                                                                                 
 

日期 (月/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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