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theastern University Global Pathways
Pre-sessional English Enrolment For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 information
City

Partner name/Contact person
E-mail

Country

Telephone

Fax

Student information
Family name

First name(s)

Date of birth (m/d/y)

Country of birth

Male

Nationality

Mother tongue

Full address

Female

City

Postal code

Country

Telephone (home/cell)

E-mail

Language level

Type of visa (if applicable)

School and course information
School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Course name

Harvard Square

Intensive English
Intensive Academic Year

Intensive Academic Semester

TOEFL iBT & Academic English
Start date

Number of weeks

University Placement Service

University / College name

Start date

Program

Accommodation
Check-in date (d/m/y)

Check-out date (d/m/y)
Yes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requests (eg. medical requirements, allergies, special diet, no cats/dogs)?
If yes, please specify:

No
Do you smoke?

Yes

No

1st Choice (please give your preferred choice of accommodation here)
Room type

Single Room

Twin Room

Triple / Multi Room

Accommodation type

Homestay

Apartment

Residence

Accommodation name:

Hostel

Meals per week (if different options are advertised):

2nd Choice (in case your first choice is not available)
Room type

Single Room

Twin Room

Triple / Multi Room

Accommodation type

Homestay

Apartment

Residence

Accommodation name:

Hostel

Meals per week (if different options are advertised):

Additional services
Yes

Would you like Kaplan Travel and Medical Insurance?
Would you like an airport transfer on arrival?

Yes

No

I would also like to book the following services

No (If not, you will need to organize your own travel & medical insurance)
On departure

Yes

No (Please send flight details to your representative)

Internship Placement

University Placement Service

Payment
At this time, I wish to pay:

the enrolment fee

I enclose a cheque for the amount of

the full fees

I am sponsored by:

payable to Kaplan

I would like to arrange a bank transfer. Please send me transfer details.
Declaration
I confirm that I have read and accepted Kaplan’s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I authorize any licensed hospital or physician to initiate medical treatment for myself in case of medical emergency or for my child if he/she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Signature

Date

Signature of parent/guardian (required if student is under 18 years old)

Date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form to th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ooking office or to your local representative.

报名手续及条款
以下条款适用于Kaplan在美国开设的课程。
申请程序
1.申请手续：请将学生申请材料连同申请费（恕
不退还）发送至Kaplan代表处。
2.付款期限：所有课程费用必须在开课前30天付
清。如果是在开课前30天内才申请的，则应立
即付清款项。在相关费用没有完全付清之前，
您不能开始上课。
3.签证信息：在收到您的报名材料后，我们会立
即给您寄一份资金证明表格，您需要将此表格完
整填写，随后Kaplan会给您寄I-20表格。I-20
表格是申请美国学生签证的必要条件之一。
4.快递费：我们收取50美元作为快递费用，给您
快递签证申请材料。
5.银行服务费：Kaplan将向学生收取25美金的
银行服务费，用以支付银行转帐时由银行收取的
服务费用。
6.旅行及医疗保险：Kaplan提供费用合理的旅行
及医疗保险计划。我们建议您办理该项保险，如
不选择购买Kaplan的保险，学生必须于抵达学
校时提供其他符合美国移民局要求的医疗保险。
保险费为每周20美元。无论学生的课程长度有多
短，学生在课程期间必须拥有旅行及医疗保险。
7.健康声明：学生如有任何疾病、过敏、残障都
必须在申请表中列明。学生需健康状况良好及头
脑正常。学生在抵达学校后或在课程期间如被发
现与此不符而有可能导致无法完成学业，将可能
被校方遣送回国。
８.额外服务：除非在有效发票上特别注明，机
场接送、旅游、洗衣、清洁房间服务、电话费、
短途旅游、医疗费用、特殊膳食要求、转换住宿
类型及更改课程申请皆需另行缴费，并不包括在
课程学费内。
９.双人间住宿类型：Kaplan要求30岁以上的学
生住单人间而不是双人间。
细则及条款
1.守则及规定：Kaplan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定
及守则。
2.抵达及出发：除非Kaplan学院相关介绍上有特
殊说明，否则所有的住宿安排均是由开课日之前
的星期六开始，直至课程结束后的星期六早上为
止。不满一周按照一周计算。
3.迟到、假期或缺席：如果学生在开课后才抵达
当地，或是在课程期间缺席，校方将不予退还学
费。学生如果缺席课堂，校方不会于日后安排免
费补课或延长课程。
4.错过用餐及上课：如果因为参加考试、短途旅
游、实习或者其它应在正常上课时间以外进行的
事项而错过用餐或上课者，将不另行退费或安排
任何补偿。
5.公共假期：在公共假期内，大部分学校的设施
都不会开放，而且通常是不上课的。开课日期定
于星期一，如果适逢星期一是公共假期的，课程
将改为星期二开始；如果因公共假期而不开课的
日子，将不安排补偿。

6.更改课程费用：任何更改均须提前4周提出。
如果在报名后要求终止课程的任何部分，或要求
更改课程地点、开课日期或者住宿类型，必须在
提出更改时交纳75美元作为更改费用。
如果需要对国际学年/学期英语课程所选的长期
住宿做任何更改则需支付150美元的费用。国
际学年/学期的学生在课程期间不能更改课程地
点。所有更改均须获得课程总监的批准。如果学
生选择延长课程的话则不需支付更改费用。
Kaplan提供的是组合课程，因此学生在确认申
请课程类型，收到录取通知，并缴纳学费后，则
不能更改课程组合，并且不允许申请退款或缩短
课程长度。
如因更改课程而造成课程或课时的减少，将被视
为“终止课程”而需要重新申请课程。（请参
照“终止课程”政策）
7.课时长度：所有英语课每节为45分钟。课程将
于星期一至星期五进行，上午或下午会安排上
课。
8.替换政策：如果学生在接受英语水平测试后被
发现英语程度未能符合所报读课程的最低要求，
校方有权将学生转到课时安排不同的班级。同时
校方也保留由于人数不足而取消课程的权利。
9.课程改动：Kaplan有权因失误、疏忽或任何我
们所无法控制的因素而随时更改开课日期、课程
内容及课程安排。然而，如果在第一个课程开始
前课程时间发生变动，并且学生无法接受新的时
间安排，学生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10.价格：Kaplan有权因税率增加、政府措施或
任何Kaplan所无法控制的原因而调整价格。请
学生以收到的invoice上的价格为准。
11.书本及学习材料：所有书本及学习材料将于
课程期间提供。学生在开课前需支付50美元作
为书本押金。只要在课程结束时退还完整无缺的
书本，则可获得全款退还。
12.住宿押金：学生需交纳100美元的住宿押
金。如果在学生离开时房屋无任何损坏、丢失或
需要额外清洁，则可全额退还。
13.开除学籍：任何因触犯法律而需要在课程期
间接受严重纪律处分者，或出勤率过低的学生都
有可能被校方开除并及时遣返回国。校方将不予
退还学费，并将安排通知有关移民当局。
14.责任承诺：对学生或其物品所受的损害、伤
害、疾病及侵犯，Kaplan及Kaplan的代表仅在
法律规定范围内承担责任。因此，Kaplan建议
每个学生出发前购买海外医疗意外保险。
15.不可抗力：学生与Kaplan或其代表之间的协
议/合同有一个基本条件，即如果Kaplan因劳资
纠纷或其他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能履行合同规定
的任何服务，则Kaplan或其代表不需对学生承
担任何责任。
16.年龄要求：如果学生未满18周岁，住宿必须
选择寄住家庭。

退款政策
所有退款将经由交纳费用时的同一个Kaplan代
表退回给学生，或将退款退还给学生交费时所用
的同一家银行账户，并使用同一种货币。所有退
款将于接到通知的三十天内安排退还。
取消课程政策
[取消]课程是指在第一个课程开课日期前退出课
程。
任何情况下，快递服务费用、取消课程保险、住
宿安排费用（如适用）、报名费、及其他服务费
用将不退还。凡签证被拒者，如能提供签证处发
出的书面通知，学校I-20原件及其他相关证明文
件，则可获得已交纳的课程及住宿费用的全部退
还。
终止课程政策
[终止]课程是指在第一个课程开课后退出全部或
部分已经开始（或已预订的）课程。当计算学生
已完成的课程周数时，只要学生曾出席一周中的
其中一天的课，则不足一周者也当作一周计算。
无论任何情况，额外的服务费（如机场接机费、
快递费、报名费、医疗保险等）不予退还。
学生提出提前终止，或缩短课程的申请时，已交
付的东北大学桥梁课程或东北大学专升硕课程
学费及定金不予退还，并且不能转作他用。
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须将书面的终止课程申请
交至学校校长或总监。
学费：一旦开学，学费将不予退还，也不可转让
给其他学生。
住宿：学生需提前4周通知校方（如果已经获得
长期住宿优惠价格的学生需提前8周通知），并
且需以书面形式致送学习总监或校长。学生可获
得100%返还尚未使用的住宿费，即扣除已住宿
时间及通知期后所得的余额，但需交纳住宿更改
费用。
如在课程已进行50%后才提出终止住宿，将不退
还任何费用。

此处所列报名手续及一般条款根据官方政策的
调整而改变，如发生任何改变，将于学生报名时
说明。
在此报名手续及一般条款中，Kaplan指的是
Kaplan教育集团在美国的院校。

我确认我已仔细阅读并接受Kaplan的细则及条款。

申请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监护人签字（如学生小于18岁）：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将该签字文件与申请表一起返回至Kaplan代表处。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