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日期
每个学期是十五个星期，新学生在学期结束的前十
个星期任何时间都可以注册学习。

➢ 秋天 2017

学校核心课程
针对 F1 签证学生的全日制学校英语课程

四门核心课程:
阅读, 写作,
听力和口语, 语法
每个星期 18 个小时

9 月 6 日 – 12 月 14 日
截止注册时间: 11 月 12 日

学费:
$4,500

15 星期 = 270 小时

➢ 春季 2018
1 月 8 日 – 4 月 26 日

考试备考课程

截止注册时间: 3 月 26 日

针对 F1 签证学生的全日制考试备考课程

➢ 夏季 2018

TOEFL 考前培训
+
任选两门学校核心英语或
选修课程

5 月 14 日 – 8 月 23 日
截止注册时间: 7 月 23 日

IELTS 考前培训

ESL 课程选择
自选短期课程

+
任选两门学校核心英语或
选修课程

学费:
$4,800
学费:
$4,650

每个星期 18 个小时

15 星期 = 270 小时

针对非 F1 签证学生的非全日制课程

核心课程或选修课程
从以下选择:

每门课程的学费:

阅读, 写作, 听力和口语,
语法, 或 选修课 (不包括托
福课程)

5 个星期 = $480
10 个星期 = $905

每个星期四个半小时

15 个星期 = $1,330

TOEFL/IELTS 课程
包括:
课堂教学, 练习材料,
托福 ITP 注册费,
IELTS 模拟考试

每个星期九个小时

培训费:
5 个星期 = 1,150 USD
10 个星期 = 2,150 USD
15 个星期 = 3,150 USD

大学快车班
针对渴望进入美国大学的 F1 签证学生的全日制
英语强化课程

课程:
阅读, 写作,
听力和口语, 语法
+
任选考试备考课程
或选修课程
+
每月研讨会
及大学入学咨询
每个星期 22.5 个小时

15 个星期 = 337 小时

A Division of House of Tutors Learning Centers, USA, Inc.
2400 Pearl Street Austin, Texas 78705 | (512) 472-6996 | english@hoft.edu

培训费:
$8,950

入学准备
1) 选择入学的日期和课程.
2) 在线提交申请表并付$100 注册费
www.hoft.edu/esl.
3) 其它文件(概述如下)请发送至邮箱：
english@hoft.edu.

I-20 需要的文件
针对打算申请 F1 签证的学生






完成申请表
$100 注册费 (不返还)
护照照片身份及当前签证页面的复印件
目的陈述: 申请人非常简短的表述为什么你
要来美国学习英语
 近期银行声明: 声明必须清楚列出帐户持有
人的姓名, 日期在一年之内, 以及当前帐户
余额超过 $8,000USD (+$2,000USD 每位家属).

如果申请人不是银行声明中主要帐户的持
有者, 那么需要提供该帐户持有者的赞助信.
 赞助信: 文件必须包括帐户持有人的姓名，
与申请人的关系，申请人的姓名, 赞助声明
要包括赞助人同意提供申请人的培训费, 住
宿费, 生活费, 教材费, 以及申请人在美期间
的所有消费支出.

非 I-20 需要的文件
针对不需要 F1 签证的学生






完成申请表
$100 注册费 (不返还)
护照照片身份页面的复印件
当前签证页面的复印件, 如果有.

转学需要的文件
针对在美国境内 F1 签证，希望把他们的 I-20 转入
IAEI 继续学习的学生







完成申请表
$100 注册费 (不返还)
$250 转学费 (不返还; 归入第一学期的学费)
护照照片身份页面的复印件
目的陈述: 申请人非常简短的表述为什么你
要来美国学习英语
 近期银行声明: 声明必须清楚列出帐户持有
人的姓名, 日期在一年之内, 以及当前帐户
余额超过 $8,000USD (+$2,000USD 每位家属).

如果申请人不是银行声明中主要帐户的持
有者, 那么需要提供该帐户持有者的赞助信.
 赞助信: 文件必须包括帐户持有人的姓名，
与申请人的关系，申请人的姓名, 赞助声明
要包括赞助人同意提供申请人的培训费, 住
宿费, 生活费, 教材费, 以及申请人在美期间
的所有消费支出.
 由 IAEI 提供转学表，并由当前学校的学生
顾问或学校官员完成表格填写.

疑问或反馈意见？

请立刻联系我们的 ESL 团队!
电话: +1 (512) 472-6996
邮箱: english@hoft.edu

A Division of House of Tutors Learning Centers, USA, Inc.
2400 Pearl Street Austin, Texas 78705 | (512) 472-6996 | english@hoft.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