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就来申请ECC吧。

国际学生 入学申请



 

大学转学的学位
梦想转学到一所大学？您只要在ECC修完大一和大二的课程，达到了美国全国高校的一般教
育要求，就可以实现转学，而且能节 省数千美元的转学费！请咨询学术辅导员，看看我们如
何保证您的课程成功转到其他院校。

以下是其他大学的全部专业，ECC 可以提供其所需的基础课程：

职业技术教育
您的理想职业是否需要实习培训？ECC咨询委员会由地区商界领袖组成，他们将告诉我们招
聘时看重的技能。

您可以学习ECC的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获取应用科学副学士（AAS）学位和短期证书。
拥有ASS学位的人能比高中毕业生 多赚近一倍。

您的理想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能为您制定课程！

商科 
▪ 会计

▪ 创业

▪ 管理 

▪ 市场营销和零售管理

▪ 办公室管理技术
 •行政公署专业
 •信息处理专业
 •法制办公室专业
 •医疗办公室专业
 •虚拟办公室助理

▪ 律师助理

电脑科技
▪ 电脑辅助设计 

▪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网络技术员
 •微电脑专家
 •数字取证

▪ 通信设计
 •电脑平面设计
 •互联网设计 
 •电视录像制作及动态影像

▪ 音乐制作

▪ 办公技术应用

健康专业
▪ 临床实验室技术
 •临床实验室助理
 • 静脉取血

▪ 牙医助理

▪ 紧急医疗技术—护理人员 

▪ 团体健身专业

▪ 卫生与健康管理

▪ 细胞组织制片 

▪ 按摩疗法

▪ 医学影像

▪ 助理理疗师

▪ 外科手术技术

烹饪艺术与酒店管理 

▪ 烹饪艺术

▪ 糕点艺术

▪ 餐饮管理

人类服务业
▪ 儿童早期教育

▪ 家庭暴力咨询

▪ 公共服务的全科人才

▪ 药物滥用咨询

工业技术
▪ 能源管理

▪ 供暖、通风、空调和制冷

▪ 工业制造技术

▪ 集成系统技术

▪ 机床技术  

▪ 可再生能源

▪ 焊接 

公共服务行业
▪ 刑事司法

▪ 消防科学与安全

▪ 公共安全通信（911）

交通 
▪  汽修

▪ 卡车驾驶

▪ 会计

▪ 艺术 

▪ 建筑

▪ 行为科学 

▪ 生物学

▪ 商科 

▪ 化学

▪ 通信设计

▪ 沟通与语言

▪ 计算机科学 

▪ 教育

▪ 工程技术 

▪ 英语

▪ 家庭与消费科学

▪ 医疗保健保健专业

▪ 历史 

▪ 酒店休闲

▪ 新闻学

▪ 文学

▪ 数学

▪ 音乐

▪ 哲学与人文

▪ 体育与文娱 

▪ 物理

▪ 政治学

▪ 心理学

▪ 公共服务行业

▪ 科学

▪ 社会学 

▪ 戏剧

▪ 还有更多

大学转学课程的学位
▪ 文学副学士

▪ 工程科学副学士

▪ 艺术副学士（美术或音乐）

▪ 人文学科副学士

▪ 理科副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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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F-1签证的国际学生入学条件
学生应是美国以外国家的公民，打算在美国
进修，而且应持有国际学生的签证。如果学
生持有F-1非移民学生签证，而且愿意参加
全日制学习，那么学生必须符合I-20表格中
所有的国际招生要求。ECC为持F-1签证的
学生提供学分课 程和全日制大学生强化英语
课程。

入学标准
持F-1签证的学生申请入学时，在预计的开
课日期之前必须至少年满17岁。学生在入学
时无需具备高中文凭（或同 等学历）；然
而，至少须完成11年的中学教育（相当于高
中的初级水平）。学生必须符合《国际学生
申请材料清单》（第7页）的全部国际招生
要求。

强化英语课程
非学分的强化英语课程是全日制的、英语作
为第二语言的课程。该课程包括创新的“焦
点技能评估”，可以适应任何 学生的技能水
平，一共分四级：听力、阅读、写作和大学
预科英语。每周上课20小时（周一至周四）
。学生可以在以下时段 学习此课程：秋季
学期（8月、9月及10月）、春季学期 （1
月、2月、3月）和夏季学期（6月）。在学
生入校后、强化英语 课程分班前，将评估
学生的英语水平。学生在完成强化英语课程
后，将有资格参加学分课程。如需了解更多
信息，请联系 强化英语课程的联系人，电
话：+1-847-214-7163，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lcameron@elgin.edu。

校历
美国埃尔金社区学院实行学期制。按学时授
予学分。

• 秋季学期：8月至12月

• 春季学期：1月至5月  

• 夏季学期：6月至8月 

在秋季和春季，提供四期强化英语课程，每
期为四周。在夏季提供一个为期八周的强化
英语课程。

申请截止日期
全年可接受入学申请。然而，鼓励学生在下
列截止日期前申请，以便预留充足的时间办
理签证：

• 秋季学期： 6月15日

• 春季学期： 11月1日 

• 夏季学期： 4月1日

迎新
所有国际新生都必须参加在开学一周前举办
的国际学生迎新周活动。迎新指导将包括学
业咨询、注册、资金服务和移 民咨询。还有
关于适应美国生活的信息资源，包括银行业
务、取得驾驶执照/许可证、工作、社会保
险号码、医疗保健 和文化冲击。

在您申请前
我们很高兴您愿意就读美国埃尔金社区学院 (ECC)！  

ECC致力于多元化发展，欢迎海外学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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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和注册
在选择和注册课程前，所有新生都必须参加ECC的分班测试——全面测试英语水平。
测试结果将决定课程分班。 分到强化英语课程的学生将在国际学生迎新周接受“焦点
技能评估”。其他学生将在国际学生迎新周选择和注册 课程。参加学分课程的学生，
如果希望加快评估和注册过程，请联系学术辅导部，电话：+1-847-214-7390，并
申 请预约国际学生学术辅导员。分到强化英语课程的学生只有在完成“焦点技能评
估”之后，才能注册课程。分到 强化英语课程的学生在注册学分课程和达到联邦法规
所要求的英语水平之前，必须修完强化英语课程。

医疗保险
所有持F-1学生签证的国际新生都必须在国际学生迎新周开始前出示医疗保险证明。如
果学生在此日期前没有出示 医疗保险证明，则不允许注册课程。如果学生参加了中间
学期的强化英语课程，那么必须在I-20表格上的开课日期前 出示医疗保险证明。国际
教育与课程中心可提供关于可投保的医疗计划的相关信息。

住宿和寄宿家庭信息
和许多社区学院一样，ECC没有校园宿舍。然而，学院为国际学生提供住宿辅助服
务。国际学生有多种住宿选择： 寄宿家庭、公寓生活、校外宿舍，或长住酒店。学生
也可以与家人或朋友一起生活。社区生活对适应美国生活十分 重要。

埃尔金社区学院的国际学生寄宿家庭计划为持F-1签证的全日制学生提供了一个居住在
美国家庭并成为家中一员的 难得机会。寄宿家庭计划促进了国际友谊和文化交流，为



    

就读ECC的学生提供一个清洁、安全和充满关怀的居住 环境。寄宿家庭为您提供如下
机会，提高英语水平，结识新朋友，参加寄宿家庭计划活动和郊游，在埃尔金留下美好 
的学术和文化体验。愿意参加寄宿家庭计划的国际学生必须填写完成《ECC国际学生
寄宿家庭计划的学生申请和寄 宿协议》。

欲了解更多住宿选择信息，请访问elgin.edu/homestay网站，或联系国际教育与课程
中心，电话：+1-847-214-7722。

交通
PACE公交系统（pacebus.com）为本学院提供服务。PACE连接通往芝加哥市区的
公交车和火车。学生可以在校 园里的ECC书店购买PACE公交卡。这个郊区的公交系
统利用METRA火车系统，将芝加哥市中心与埃尔金连接到 一起，为您前往芝加哥市
中心提供便利。

也有许多学生选择购买私家车。国际学生迎新周将提供有关汽车、驾驶执照和驾驶方面
的信息。参加寄宿计划的学 生可以选择提供交通便利 的寄宿家庭。

报到
您应按照I-20表格上的开学日期，计划至少提前一周到达埃尔金地区。允许持F-1签证
的学生按照I-20表格上的开学 日期提前30天进入美国。

离埃尔金最近的机场有奥黑尔国际机场和芝加哥中途国际机场。

花销
要求持F-1签证的学生必须证明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第一年的学习费用。下面是ECC一学
年（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 估计的最低花销。每学分学费估计为497.79美元。

 学杂费: 11,950美元 

 书本/用品/保险:  1,400美元

 生活花销: 7,650美元

总计  每年 21,000美元

此外，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开课前出示医疗保险证明。学杂费可能会有变更。欲了解当前
学费价目表，请访问 www.elgin.edu/tuition。

特殊招生
以下是要求学生符合院系额外入学要求的大学课程：临床实验室技术、细胞组织制片、
理疗助理、放射线照相术和外科 技术。请注意护理课程不提供给国际学生。

体育运动和学生俱乐部
ECC拥有充满活力的体育社团，为学生提供丰富活跃的生活。有很多俱乐部和组织供
学生参加。详情请访问elgin. edu/studentlife。所有的俱乐部、组织和运动队都对国
际学生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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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和付款信息
根据您的住址，确定学费。所有持F-1签证的学生都按外州和国际居民的学费标
准缴纳学费。学费不包括实验室费用 和课程费用。欲了解当前学杂费的价目表，
请访问elgin.edu/studentaccounts。请注意，ECC不为国际学生提供学费 减
免。国际学生可以申请有限的奖学金；竞争激烈。

应在入学时缴纳学费，或选择分期支付方案。欲了解支付方案，请访问elgin.
edu/accessecc 或elgin.edu/studentaccounts。ECC接受Peer Transfer电
汇汇款，如需办理，请登录peertransfer.com网站。请注意，国际教育 与课程
中心不能干预相关付款事宜。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遵守本学院的财务规定。

工作
未经事先许可，国际学生不许在校外工作。ECC提供有限的校内工作机会。国际
学生迎新周将讨论可供参加的工作。 请注意，ECC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在校园工
作，因此不应将校内工作当成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遵守法规
在招收及录取学生的过程中，以及在聘请教师、员工和学生的过程中，ECC禁止
以下方面的歧视：种族、性别、宗教、 年龄、肤色、信仰、民族或人种、婚姻状
况、性取向或与能力无关的残疾，以及在大学课程、活动和服务开展过程中法 律
禁止的任何歧视。

欲了解更多学生知情权方面的信息，请访问 elgin.edu/righttoknow。

ECC遵守《联邦家庭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根据该法，只有某些信息可能
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提供。 这些信息称为目录信息，根据ECC的规定，具
体包括： 姓名、地址、主修科目、运动员的体重和身高，之前所就读的 学校、
参与官方认可的活动和体育项目、考勤、学位、获奖情况和荣誉。如果您不希
望ECC披露您的目录信息，必须 书面通知ECC的注册主管。请前往档案室，地
址：Building B, Room B105，或者通过传真：+1-847-214-7356， 提交书面通知。

联系我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elgin.edu/f1apply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admissions@elgin.edu

如需了解 强化英语课程的相关信息，  
请致电： +1-847-214-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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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F-1签证学生的国际学生申请清单》
请参考此清单，准备好ECC入学申请所需的证件。您负责提交所需的全部文件，预留出充裕的时间办理签
证。一旦ECC收到所需的全部文 件后，将发给您I-20表格，授权您在母国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F-1学
生签证。ECC国际学生入学需要以下文件：

清单中列出的以下项目必须 提交:

 《国际学生申请表》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填写所有必填字段，在最后一页签字。包括地址，如果知道的话，请填写当您就读ECC时将居住的地
址。如果您参加《国际学生寄宿家 庭计划》，请将地址留为空白。

 《国际学生资金协议》Inter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greement 

  不退还的50美元手续费 Non-Refundable, $50 Processing Fee

可向埃尔金社区学院提交现金或支票/汇票，或通过peerTransfer的网站peertransfer.com在线支付。 

 《资金资助证明》Evidence of Financial Support 
所有准F-1签证学生必须提交财务文件，根据《美国联邦法规》8 CFR§214.2条，证明在读期间内有能
力获取资金。学生必须提交英文 版的正式银行对账单或银行证明信（带有银行信头），以证明账户持有
人的姓名、账户类型、当前余额和对账单日期。证明书必须证明 有21,000美元的可用资金，用于承担就
读ECC第一年的费用，不包括差旅费。资金证明书的签发日期必须在I-20表格签发后的六个月 内。资金
证明文件可通过电子方式提交。学费可能每年都会增加。请参考第17页，了解详情。

 《经济资助担保书》Affidavit of Sponsorship
所有在资金方面支持您学业的资助人必须填写《经济资助担保书》。请参考《国际学生资金要求》（第
17页），了解详情。

 经认证的高中/中学教育阶段成绩单 Certified Transcripts
学生必须提交高中/中学教育阶段的正式学术成绩单复印件，需译成英语。接受经公证的复印件，可通过
电子方式提交。如需翻译或 评估服务，则学生可能要向外部认证评估服务机构支付额外费用。 

未完成高中/中学教育但符合下列要求的学生也可申请入读埃尔金社区学院：

• 在ECC的预定入学日期之前年满17岁或以上 

• 提交高中/中学成绩单，以证明完成至少11年的中学教育（相当于高中的初级水平） 未完成高中/中
学教育的学生在申请ECC时应注意，ECC的副学士学位课程并不包括授予高中文凭

 护照复印件 Photocopy of Passport
提交一份您护照里的履历页和有您照片的身份页的复印件。如果您当前在美国，还得提交您的I-94入境卡
（正面和背面）的复印件 或电子版I-94入/出境记录的打印件（请访问cbp.gov/I94网站），以及有效签
证或签证戳记的复印件。如果您已申请更改当前状态， 请提交一份从美国移民局收到的任何I-797表格的
复印件。

学生必须出示年龄证明（即在证明书上包含护照上的有效出生日期）或由政府签发的官方身份证。在
ECC签发的I-20表格开课日 期前，学生必须至少年满17岁。

  转学表（如适用）Transfer Release Form
如果您打算从另一所美国学校转学过来，您必须让您的学校填写完成转学表。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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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中列出的以下项目为可选，但强烈建议提交 :

 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英语水平并非埃尔金社区学院的入学要求。入读本学院无需提供托福或雅思成绩。尚未熟练掌握英语
的学生在抵达后， 将参加测试，然后学习符合自身英语水平的强化英语课程。

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要求的学生，必须呈交下列英语水平证明之一：

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托福）最低成绩为550分（笔试）、213分（机试） 或71
分（网试）。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的综合成绩为6.0分以上。

从使用英语教学的高中毕业的证明。

在用英语教学的课堂上，能顺利写出相当于大学水平的英语作文。

此外，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ECC入学时的分班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将学生分到合适的大学课程。无
论是否持有符合 资格的考试成绩，全体学生均需参加埃尔金社区学院英语作文分班考试和入读学术课
程的COMPASS阅读和数学分班 考试。

 所有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认证的成绩单 Certified Transcripts 
强烈建议完成高等教育课程的学生（大学、学院等）提交正式的成绩单，需译成英语。接受经公证的
复印件，可通过电 子方式提交。如需翻译或评估服务，学生则可能要向外部认证评估服务机构支付额 
外费用。

在评估是否符合课程要求时，埃尔金社区学院接受学生在美国以外的教育机构中完成的学术课程所取
得的学分。持有高 等教育、学院、大学水平的外国学历证书的学生，必须接受以下证书评估服务机构
的评估：教育文凭证书评估机构(ECE)、 Educational Perspectives或世界教育服务机构(WES)。是
否接受由其他证书评估服务机构完成的评估将视情况而定。 除非由经NACES认证的服务机构完成评
估，否则不予接受。请访问NACES.org查看完整清单。

特别提示：从美国其他院校转学至埃尔金社区学院的学生需要提交转学前所就读学校的成绩单复印件。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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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F-1签证学生的国际学生申请表》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FOR F-1 STUDENTS

日期：Date: 

履历信息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曾用名：Former Name(s):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   

 （年）(Month) （月）(Day) （日）(Year)

出生国家：Country of Birth:  

国籍：Country of Citizenship:   护照号码：Passport:  

美国驾驶执照号码（如有）：U.S. Driver’s License Number (if any):  

美国驾驶执照的签发州（如有）：U.S. Driver’s License Issuing State (if any):  

性别：Gender:  女性 Female  男性 Mal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单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外国永久地址：Permanent Foreign Address:

街道与门牌号码  Number and Street

  
城市或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请注明您的I-20表格和录取书的邮寄地址:  
Please indicate where you would like your I-20 and acceptance package mailed:

街道与门牌号码  Number and Street

  
城市或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谁居住在这个地址（自己、家人、朋友、代理人等）？ Who resides at this address (self, family, friend, ag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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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偏好接下页 Continued on next page

教育中介机构信息 Educational Agency Information
您是否通过教育中介机构申请？ Are you applying through an educational agency?

 是 Yes  否 No 如果是，请提供该中介机构的名称 If yes, please provide your agency name: 

 
中介机构联系人 Agency Contact Person 中介机构电话 Agency Phone

中介机构地址 Agency Address

 

中介机构所在国家 Agency Country 中介机构电子邮件 Agency Email

住宿意向 Housing Preference:
ECC可为国际学生提供寄宿家庭，与一个美国家庭一起生活。请注明您的住宿意向  
ECC provi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e option of living with an American family in a homestay. Please indicate 
your housing preference:

  我想申请一个寄宿家庭，充分体验美国文化。I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homestay to fully experience 
American culture.  
注：如果您作此选择，请提交《国际学生寄宿家庭计划》申请表。欲了解申请方面的信息，
请访问：elgin.edu/homestay。Note: If you choose this option, please submit an applica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Homestay Program. Application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are available at 
elgin.edu/homestay. 

 我会自己安排住宿。I will make my own housing arrangements. 

如果您自己安排住宿，或与当地的亲戚或朋友居住，请注明您就读ECC时的居住地址（不要使用
ECC的地址）If you will be making your own housing arrangements or living with a local relative or friend, please 
indicate the address where you will reside while attending classes at ECC (do not use the college’s address): 

 
街道与门牌号码  Number and Street

  
城市或城镇  City or Town 州  State 邮编 (9位)  ZIP Code (9 digits) 

  
国家 Country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紧急联系人：当您在校园遇到紧急情况时，或需要有一个代表您的联系人时，您希望ECC联系谁
呢？Emergency Contact: In the event you have an emergency on campus or there is a need to contact someone  
on your behalf, who would you like the college to contact?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性别: Gende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与申请者的关系: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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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信息 Visa Information
您目前是在美国持非居民签证的外国人吗？Are you curre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 visa-
nonresident alien?   不 不是在美国持有签证。  是的 在美国持有签证。 
 No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 visa. Yes I am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 visa. 

请提供原住国：Country of Origin:   签证类型：Visa Type:  

如果您目前持有签证，您的I- 94卡入境号码是什么（可登录cbp.gov/I94查询）?  
If you are currently on a visa, what is your I-94 admission number (available at cbp.gov/I94)?

您目前的移民身份会过期吗？When does your current immigration status expire?

  /    /  

  （年）(Month) （月）(Day) （日）(Year)

请问您在美国期间，会申请更改F-1签证的状态吗？Will you be applying for a change of status to F-1 
wh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是 Yes  否 No 

注意：美国移民局可能需要几个月处理更改状态的请求。Note: USCIS processing for change of status 
requests can take several months.

资金资助信息 Financial Sponsorship Information

谁是您的主要资助人？Who will be your primary sponsor?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街道与门牌号码 Number and Street

  
城市或城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如果您有次要资助人，请填写以下信息：If you have a secondary sponsor, please list him/her below: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街道与门牌号码  Number and Street

  
城市或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电话  Phone 电子邮件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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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信息 Dependent Information
您打算把家属（即配偶/子女）带到美国吗？ Do you intend to bring any dependents with you to the U.S. 
(e.g., spouse/children)?  是 Yes  否 No

如果是，请提供您所有来美家属的信息。您还必须提交一份每个家属的护照复印件、履历页和
身份页（如适用），I-94入境卡复 印件或电子版I-94出/入境记录（可登录cbp.gov/I94网站查
询）的打印件，以及移民局以前签发的任何签证复印件。如果有家 属陪您一起到美国，您还必须
证明每个家属每学年有3,500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不包括I-20表格申请人所拥有的资金。每个 
家属都须填写I-20表格，申请F-2签证。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for all dependents. 
You must also submit a copy of each dependent’s passport, biography, and identity pages (if applicable), hard copy 
I-94 card or a printout of the electronic I-94 record (available at cbp.gov/I94), and copies of any previous visas issued 
by USCIS. You must also certify that you have $3,500 available per dependent per academic year; these funds are in 
addition to the amount for a sole applicant for an I-20. All dependents will be issued their own I-20 to apply for the 
F-2 visa.

家属信息（续）Dependent Number 1: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   

 （年）(Month) （月）(Day) （日）(Year)

出生国家：Country of Birth:  

国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护照号码: Passport:  

性别: Gende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单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家属2： Dependent Number 2: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   

 （年）(Month) （月）(Day) （日）(Year)

出生国家：Country of Birth:  

国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护照号码: Passport:  

性别: Gende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单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家属3： Dependent Number 3: 

姓名：Name:     

 （姓）(Family) （名）(First) （中间名）(Middle) （其他）(Other)

出生日期：Date of Birth:    /    /   

 （年）(Month) （月）(Day) （日）(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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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出生国家：Country of Birth:  

国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护照号码: Passport:  

性别: Gender: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  单身 Single  已婚 Married

民族/种族 Ethnicity/Race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或者您有西班牙血统吗？）Are you Hispanic or Latino? (OR are you of Spanish 
origin?)

 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Yes, of Hispanic or Latino origin

 不是，不是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Not of Hispanic or Latino origin   选择不回答 Choose not to respond

选择适用的所有种族民族。 Select all racial ethnic groups that apply.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American Indian or Alaska Native

 亚洲人 Asian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Black or African-American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Native 
Hawaiian or other Pacific Islander

 白人 White

 选择不回答 Choose not to respond

请确定您的主要种族/民族。Please identify your primary racial/ethnic group. 
（选择一个）(Select one.)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American Indian or Alaska Native

 亚洲人 Asian 

 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Black or African-American

 西班牙裔或拉丁裔 Hispanic or Latino

  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Native Hawaiian or other Pacific Islander

 白人 White

 选择不回答 Choose not to respond

您是通过哪种渠道了解ECC的 ？ How did you learn about ECC?
  寄到您家里/企业的邮件  

Mailing to your home/business

 电台/电视 Radio/TV

 ECC网站 ECC website

 报纸 Newspaper

  口耳相传（朋友、亲戚、雇主等） 
Word of mouth (friend, relative, employer, etc.)

   其他（请说明） 
Other (please describe)  

申请入学的学期（选择一个，并填写年份） 
Term Applying for (check one and enter year)

 秋季（8月-12月）Fall (August-December) 学年 Enter year  

 春季（1月-5月）Spring (January-May) 学年 Enter year   

 夏季（5月-8月）Summer (May-August) 学年 Ent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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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计划在以下哪个月份参加强化英语课程：If entering the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indicate which month.

 8月 August

 9月 September

 10月 October

 1月 January

 2月 February 

 3月 March

 6月 June

大学课程信息 Academic Program Information
计划在埃尔金社区学院学习的课程：Planned Program of Study at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of Applied Science Degree

 理科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in Science Degree

  工程科学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in Engineering 
Science Degree

 文学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in Arts Degree

 艺术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in Fine Arts Degree

  人文学科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in Liberal Studies 
Degree

  仅强化英语课程 

 （如果您不攻读副学士学位， 
请选择此项。）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only  
(Check this only if you will not be pursuing an 
associate degree.)

我希望主修的专业是：My intended major is:  

我希望主修的第二专业是（如有）：My intended secondary major (if any) is:  

如果您打算从其他美国院校转学到ECC（院校名称）：If you are transferring from another U.S. institution 

(name of institution):  

语言信息 Language Information

母语：Native Language:  

您家里使用的主要语言是什么？What is the primary language spoken in your home?  

确定英语水平的依据（注：必须提交正式的测试结果）：Basis of determining English proficiency (Note: 
official test results must be submitted.):

 托福 TOEFL   雅思 IELTS   其他 Other

没有提交英语水平证明的学生将在抵达ECC后接受英语评估。不论托福和/或雅思成绩如何，所
有学生均要参加大学课程的分 班考试。Students who do not submit proof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will be assessed in English upon arrival at ECC.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OEFL and/or IELTS score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placement test for college-level courses

14    《持F-1签证学生的国际学生申请表》



招生资料 Enrollment Data
报名原因—下面哪个理由最能说明您报名ECC的原因？ Reason for enrollment—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indicates why you are enrolling at ECC?

   准备转学；您希望转学到以下大学：Prepare for transfer; please list college(s) you are considering transfer to: 

 我现在的工作需要提高技能 Improve skills needed for my present job 

 准备在从ECC毕业之后，立即参加工作 Prepare for a job immediately after attending ECC 

 个人利益/自我发展—非职业导向 Personal interest/self development—not career oriented

哪一项最能描述您就读ECC的目标？ Which best describes your goal while attending ECC?

 完成课程； 并非志在获取学位或证书 Complete courses; NOT pursuing a degree or certificate  

 获取证书 Complete a certificate  

 获取副学士学位 Complete an associate degree

您计划参加： Do you plan to attend:

  全日制学习（12个学时或以上） 
Full-time (12 semester hours or more)

  一天中用四分之三的时间学习（9-11个学
时）Three-quarter-time (9-11 semester hours)

  半日制学习（6-8个学时）Half-time (6-8 
semester hours)

  每天学习时间不到半日（少于6个学时） 
Less than half-time (less than 6 semester hours)

  仅夏季学期（5月-8月） 
Summer Session only (May-August)

高中信息 Final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曾就读的高中名称：High School Attended Name:  

  
城市或城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毕业日期：Graduation Date:    /  

国家 Country (年) (Month) (日)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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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的学院/大学 Colleges/Universities Attended

学院/大学：College/University:  

  
城市或城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从（年）From (year) 至（年）To (year)

毕业日期：Graduation Date:    /  
 (年) (Month) (日) (Year)

学院/大学：College/University:  

  
城市或城镇 City or Town 省/州/地区 Province/State/Territory 邮政编码 Postal Code

  

国家 Country 从（年）From (year) 至（年）To (year)

毕业日期：Graduation Date:    /  
 (年) (Month) (日) (Year)

在申请ECC时的最高学历（选一项）：Highest Educational Level Completed at 
Time of Application at ECC (select one):

 低于高中学历 Less than high school diploma

 已获得美国同等高中文凭（GED）Finished GED

 成功修完至少一门大学课程 Successfully passed 
at least one college course

 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degree

 硕士学位 Master’s degree

 第一专业学位 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

 目前是高中生 Current high school student

 高中毕业生 High school graduate

 证书 Certificate

 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

 博士学位 Doctoral degree

 其他 Other

您的父亲或母亲上过大学吗？Did Either of Your Parents Attend College?
 是 Yes  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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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您与埃尔金社区学院的关系，就某些活动来说，您很可能被认为是代表本学院参加的。通过
递交此申请，您授权埃尔金社 区学院及其代表出于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发布和使用您的音频、
照片、视频等音像资料或陈述，并获得这些资源的版权。您免除 和解除埃尔金社区学院校董
会、其受让人和其代表在使用途中产生的任何责任。如出于特殊原因，您必须保护自己的隐私， 
请在提交本文件后告知我们。

我特此证明，据我所知，我提供的信息都是真实、完整的。我明白，一旦发现我提供的信息虚假
不实，这将构成充分的拒绝申请 或退学理由。此外，我同意作为非移民，在留美期间，遵守所
有相关法规。
Through your association with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you a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events that are recorded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By submitting this application, you authorize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and those acting  
on its behalf to copyright, publish, and use audio, photographs, video, and other recordings or representations of  
you for promotional and educational purposes. You release and discharge the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Board of 
Trustees, its assigns, and those acting on its behalf from any liability arising from such use. Please advise us if, for any  
extraordinary reason, your privacy must be protected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is document. 

I hereby certify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nformation furnished is true and complete. I understand that 
if it is found to be otherwise, it is sufficient cause for rejection or dismissal. Furthermore, I agree to comply with any 
necessary regulations that govern my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non-immigrant.

    /    /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 Signature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    /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18岁以下）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Parent or Guardian Signature (if under 18)

埃尔金社区学院，国际教育与课程中心，地址：Elgin Community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1700 Spartan Drive, Elgin, IL 60123-7193; 电话：+1-847-214-7809 phone; 
传真：+1-847-931-4897 fax; elgin.edu/F1apply

文件保留。出于申请入学目的，提交给ECC的所有文件都成为本学院的财产。我们不会将这些文件退还给学生，也不会转交给其他教育机构或代理机构。ECC
是 遵守平等机会平权 法令的用人单位/教育机构。Document retention: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to ECC for admission purposes become the property of the 
college. Documents will not be released to students nor will they be forwarded to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r agencies. Equal Opportunity Affirmative Action 
Employer/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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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资金要求》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REQUIREMENTS

请仔细阅读这些信息。如果不按照指示操作，将导致您的移民文件延迟处理。

根据美国联邦法规，在发给您I-20表格前，您必须向埃尔金社区学院提交证明文件，证明您有能力满足第
一年学习的全部教育 费用和生活费用。持F-1签证的国际学生没有资格获得美国政府机构的经济援助。资
金证明文件必须包括符合下列要求的银行 证明信或对账单，以及需提交的《国际学生资金协议》（见下
文）和《经济资助担保书》（如适用）。

可接受的资金证明文件包括：

• 英语版本且经正式签署的银行证明信（带有银行信头）或正式银行对账单（所有页面），以证明
支票或储蓄账户内的 21,000美元可用。银行证明信或对账单既可以由美国银行开具，也可以由非
美国银行开具。对于持F-2签证陪您来美的家 属，您必须证明每个家属都另有3,500美元的可用资
金。

• 银行证明信或对账单必须包括账户持有人的姓名、账户类型、当前余额和对账单日期。

• 所有资助证明文件的签发日期必须在I-20表格签发后的六个月内。

• 资金证明文件可通过电子方式提交。

• 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种的（或以下组合的）资金资助：

您的个人资金  

提供以您名义出具的银行证明信/对账单，须满足上述要求。

家庭/个人资助资金 每一个为您资助学费和/或生活费的人必须签署下文的《经济资助担保书》，并
提供以自己名义出具的银行证明信/对 账单，须满足上述要求。如果是共同持有的账户，每一个持有
人必须签署《经济资助担保书》。

 政府/公司老板的资金

 ▫ 由政府/公司老板签署的英文版正式证明信原件，以证明：提供确切的美元金额（在美国的资
金）、您的名字、预期参 加的课程和机构、资助的时长、资助的具体服务项目及资助人的联系
方式。

 ▫ 政府或公司老板的官方指定人填好并签署的《经济资助担保书》。

 ▫ 第三方企业或公司，如果没有聘用您并会资助您的学业，则必须根据“家庭/个人资助人”的说
明，提交证明文件。

不接受下列财力证明文件：

• 工作和/或收入证明信。

• 财产或个人资产，包括土地、房地产、珠宝和/或遗产。

• 保单。

• 所得税申报表。

• 资助人证明，无论内容如何或是否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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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资金协议》 
INTERNATIONAL STUDENT FINANCIAL AGREEMENT

我申请入学埃尔金社区学院作为F-1国际学生，并证明，我清楚地了解以下内容：

• 持F-1签证的学生按外州学费标准缴纳学费，每学分学费为497.79美元。学费如有更改，不会另行
通知。

• 联邦和州的经济援助不提供给持F-1签证的学生。我已经做好资金安排，支付我在ECC的费用。

• 校内工作是有限的，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 我必须按照学生财务办公室的规定缴纳学杂费。

• 我明白，如果我不履行支付方案或无法全额支付学杂费，那么我可能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

• ECC签发I-20表格所要求的资金金额是估计的最低费用，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 在就读ECC期间，我和陪我赴美的家属都需要有医疗保险。

• 如有家属（配偶、子女）会陪我到美国，我需要证明每个家属各自另有3,500美元。

• 我明白，如果我提交了欺骗性的或伪造的财务文件，ECC将会给我停学处分，并把我的行为报告给
联邦当局。

 我同意在美国期间遵守所有的F-1签证相关法规。

    /    /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 Signature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    /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18岁以下）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Parent or Guardian Signature (if under 18)

I am applying for admission to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as an F-1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certify that I clearly 
understand the following:

• F-1 international student tuition is assessed at an out-of-state rate of $497.79 per semester hour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Federal and state financial assistance is not available to F-1 students. Financial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to pay my 
expenses while at ECC.

• Employment on-campus is limited and should not be viewed 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come.

• My tuition and fees must be pai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set forth by the Student Accounts Office. 

• I understand I may be dropped for non-payment of my classes if I default on a payment plan or fail to pay my tuition and 
fees in full.

• The financial amount required by ECC to issue an I-20 is an estimate of minimum expenses and is subject to change. 

• Health insurance is required during the duration of my studies at ECC and for any of my dependents accompanying me to 
the United States.

• I am required to show an additional $3,500USD per dependent if any dependents (spouse, children) will accompany me to 
the United States. 

• I understand that the submission of any fraudulent or falsified financial documentation may result in my suspension from 
ECC and reporting of actions to the appropriate federal authorities.

 I agree to abide by all regulations governing my F-1 visa during my stay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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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经济资助担保书》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IDAVIT OF SPONSORSHIP

为了证明资助人同意支付资助金额，每个资助人都必须填写完成下面的内容，表示同意资助您的学业。如
果您有多个资助人， 每个资助人必须各提交一份《经济资助担保书》。自费生不用填写本表格。本表格
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提交，不需要原件。

我特此证明，我愿意并有能力每年用美元向埃尔金社区学院支付以下学生应付的教育费用：

学生姓名：To verify that the amount of support listed is approved, each sponsor is required to indicate their 
sponsorship and support of your education by completing the section below. If you have multiple sponsors, each 
sponsor must submit a separate Affidavit of Sponsorship. Self-funded students are not required to complete this 
section. This form may be submitted by email or fax; original copies are not required.

I hereby certify that I am willing and able to commit the amount listed per year payable in U.S. dollars for the 
educational expenses at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of: 

  

 学生姓名 Student’s Name 与学生的关系 Sponsor’s Relationship to Student  

我的财力符合《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中的要求，此申请表附在《经济资助担保书》后面。

Documentation of my financial resource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as outlin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is attached to this Affidavit of Sponsorship. 

  

 资助人姓名（罗马印刷字体） 职 业  Occupation 
Name of sponsor (printed, in Roman characters)

    /    /   

资助人签名 Signature of sponsor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请将本表格连同您的银行证明信/对账单一起提交。 
Please submit this form with your original bank letter/statement.

寄回：  
Return to:

地址：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1700 Spartan Drive  
Elgin, IL 60123-7193 

电话：Phone: +1-847-214-7809 
传真：Fax: +1-847-931-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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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从美国其他学院或大学转学到埃尔金学院，那么必须填写这个表格。请填写上半部分内
容，并请您目前所在学校的签证 老师完成下半部分内容的填写。This form must be completed if you 
are transferring from a U.S. college or university to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Complete the top section and ask the 
designated school official at your current school to complete the bottom section. 

寄回：Return to: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1700 Spartan Drive  
Elgin, IL 60123-7193

电话：+1-847-214-7809  
传真：+1-847-931-4897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admissions@elgin.edu 

PLEASE PRINT:
姓 Last Name 名 First Name 中间名 Middle Name

生日:月/日/年 Birth: Month/Day/Year 出生国家 Country of Birth 国籍 Country of Citizenship

Semester/Year you expect to attend ECC

 秋季学期（8月）Fall   春季学期（1月）Spring   夏季学期（5月/6月）Summer  年 Year  

我证明，以上信息是准确的，并授权我当前的学校披露以下所需信息。I verify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nd authorize my current school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requested below.

   /    /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 Signature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由学校的签证老师（DSO）填写 To be completed by DSO:

  

学生的SEVIS系统编号 Student’s SEVIS ID 学生的I-94入境编号 Student’s I-94 Admission Number: 

据您所知，该学生当前是合法的非移民吗？ 
Did the student maintain lawful non-immigrant status to your knowledge?  是 Yes   否 No

请说明：Please explain  

该学生是否已被批准进行选择性实习训练（OPT）？ 
Has the student been authorized for OPT?   是 Yes   否 No

如果是，实习的时间范围是？If yes, for what period?  

国际学生转学准予和核实  
INTERNATIONAL STUDENT TRANSFER RELEASE AND VERIFICATION

21    《持F-1签证学生的国际学生申请表》



接上页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根据SEVIS系统资料，该学生是否处于“转学状态”？ 
Is this student in “Transfer Status” per SEVIS?  是 Yes   否 No

  

SEVIS系统内的转学日期 SEVIS Transfer Date (ECC SEVIS School Code: CHI214F1251)

  

学校的签证老师姓名 DSO Name: 学校名称 School’s Name:  

地址  Address: 

  

电子邮件 Email 电话 Phone

    /    /  

签名 DOS Signature (年) (Month) (月) (Day) (日) (Year)

寄回：  
Return to:

地址：  Elgin Community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Programs  
1700 Spartan Drive  
Elgin, IL 60123-7193 

电话：Phone: +1-847-214-7809 
传真：Fax: +1-847-931-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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