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L) 学院
常见问题解答

谁应该参加 ESL 学院的课程？

ESL 学院为社区提供非学分英语课程。
相关课程包括

英语听、说、读、写的教学和练习机会。
参加 ESL 课程将帮助您实现以下目标:

• 学习日常情景英语，如与医生交谈、申请工作或购物
• 参加 GED/HiSET 考试，却因水平太低而无法开始
• 上大学，但由于英语熟练程度太低而无法开始

学分和非学分 ESL 有哪些区别？

有哪些课程等级？

• ESL 入门 — 入门者
• ESL I — 初学者

• ESL II — 低中级
• ESL II — 高中级

• 美国习语 – 仅适用于完成 ESL III 的学生

课程和课本的费用是多少？

课程费用为 80 美元，包括教科书（美国习语课程费用

CCP 的学分 ESL 课程是 ESL 单元的一部分。
您可以从

为 100 美元）。

学位要求。

现金或支票支付。
如需亲自支付，请访问位于位于

这些课程中获得大学学分，尽管这些学分不计入您的
• 课程的重点是学术英语，为您的普通大学课
程做准备

• 要求中级英语水平

• 联系 ESL 单元助理主席 Talar Kaloustian，
tkaloustian@ccp.edu

CCP 的非学分 ESL 课程是 ESL 学院的一部分。
您不会

从这些课程中获得大学学分，但 ESL 学院的学生仍然

是 CCP 社区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使用 CCP 的学生支持

注册课程后，您可以使用信用卡在线支付或亲自使用

Spring Garden Street 1700 的主校区的学生学费服务
中心 (Student Tuition Services)。

有多少课时？

每学期 75 个教学课时

• 上午、下午和晚上对所有级别开放

•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或星期二/星期四

系统。

• 课程的重点是社区英语（或“实用型”英语）
• 要求初级英语水平

• 联系 AdultLiteracy@ccp.edu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 点

扫描此二维码访问 ESL 学院的页面以了解更多信息并查看翻译。

课程怎么报名？/报名流程是什么？
1. 参加宣讲会（可选）。
注册链接可以在我们的网
站上找到。

2. 报名参加在线分班测试。
注册链接可以在我们的网
站上找到。
请确保您的电子邮件输入正确，否则您
将不会收到测试链接。

3. 请在您预约的时间参加分班测试。
考试开始前 15
分钟，您将收到一封附有测试表格的电子邮件。

4. 教师会对测试进行评分。
完成评分可能需要几周时
间。
请耐心等待；我们收到了上百个测试！

5. 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您的熟练程度和
CCP 课程注册链接。
点击链接，输入您的信息，选择
您喜欢的上课日期/时间。

• 报名先到先得，收到此邮件后请尽快报名！

• 请确保输入的信息完整且正确。
如果您的信息有
误，可能会导致处理延迟，并导致您失去首选班
级的席位。

6. 学生记录和注册办公室将创建您的学生档案，

课程为在线还是面授？面授课程在哪里进行？
您可以选择完全在线或完全面授。
面授课程空

间有限，请尽早报名。

面授课程的地址为 Northeast Regional Center (12901

Townsend Road, Philadelphia, PA 19154) 或 Northwest
Regional Center (1300 W. Godfrey Avenue,
Philadelphia, PA 19141)。

还有哪些其他可用的资源？

• 免费笔记本电脑借用和 Wi-Fi 热点借用
• 辅导

• 图书馆访问

• CCP Cares 学生支持团队

我如何联系此项目？

网址：ccp.edu/esl-institute

• 面授地址：1700 Spring Garden Street, Winnet

Building, Room S3-03, Philadelphia, PA 19130

并正式为您注册课程。
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至下午 5 点

件含有一个支付课程费用的链接。
您可以使用信用

• 主要电子邮件/电话：AdultLiteracy@ccp.edu,

7. 您将收到一封欢迎您来到学院的电子邮件。
这封邮
卡在线支付或亲自使用现金或支票支付。

1. 如果您在去年完成分班测试，就无需重新参加分班
测试。

2. 您需要在测试中获得 80% 或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
下一个阶段。

3. 如需查看返校生登记表，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电子邮件/电话

215-751-8531

• 成人和社区教育部 (Adult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经理 Gretchen Spencer：
gspencer@ccp.edu, 215-751-8371

• 准入和社区参与部 (Access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执行主任 Sarah Maguire：
smaguire@ccp.edu, 215-751-8250

AdultLiteracy@ccp.edu。

分班测试如何进行，要考哪些内容？

分班测试使用谷歌在线表单 (Google Form)。
您将

在预定考试时间前约 15 分钟通过电子邮件收到考试
链接。
本次考试需要花费一个多小时。
考试分为两部分：

1. 语法：45 分钟 | 50 道题 | 多选

2. 写作：20 分钟 | 1 道题 | 看图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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