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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行政管理 
 
 
 
 

Harvey King 博士 继续教

育中心 (CCE) 主任 
 
 

Jacqueline Spalding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主任 
 

Simone Hengen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学术协调员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行政管理办公室 
位置： SR 114 电话：306-

585-4585 电子邮件：
esl@uregina.ca 

 

•  学费 

•  注册 

•  家庭寄宿 

•  官方文件 

Sunyung Park 

生导师/辅导员 办公
室：LI 122 电话：

306-585-5252 

电子邮件：Sunyung.park@uregina.ca  
 

•  学术支持包括 

- 学习计划 

-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术政策 

- 环球学习中心 (与 URI 一起) 

- 其它学术问题 

•  支持 

- 个人问题 

- 健康问题 

- 生活技能 

•  与 UR International 联合帮助 

- 入境签证和学习许可证 

- 其它移民问题 

- 萨省健康卡申请 

•  为学生解释服务和选择 

mailto:邮件：esl@uregina.ca
mailto:邮件：esl@uregina.ca
mailto:邮件：Mayah.stratton@uregin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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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概述 
 

 

A. 学术课程 
 

描述 
 

学术课程是里贾纳大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L) 课程的主要部分。学生成功完成此课程就 

满足了里贾纳大学录取对英语熟练程度的要求。 
 

课程共分六个级别，从 005 到高级学术英语，即高级 EAP （050 级）。每级都包括：一门 

核心综合课和一门或两门能力课。级别按如下方式分类： 
 
 
 
 
 
 

005 – 010 - 020 
 
 
 
 
 

核心 

（15 学时/每周） 

周一至周五 

能力 

（6 学时/每周） 

周二至周五 

 

 
 
 
 

交流 

（3 学时/每周） 

周二和周四 

写作 

（3 学时/每周） 

周三和周五 

 
 
 
 

030 – 040 – 高级学术英语 
 

 
 
 
 
 
 

核心 

（15 学时/每周） 

周一至周五 

能力 

交流 或写作 

（6 学时/每周） 

周二至周四 

 

005-050  总学时/每周 = 21 

总学时/每学期 = 252 （1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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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程的学生英语水平分级 
 

 

根据 ESL 分级测试结果，学术课程新学生的英语水平将给予相应的级别。分级测试在每 

学期新生指导阶段进行，包括对这些能力的评估：听力、口语、阅读和写作。 
 
学生可以直接录取到最高级别 – 高级学术英语 (ESL 050)，如果能提交下面两种证明之一： 

雅思（学术）总分 6.0，单项分不少于 5.5；托福 iBT 70 分，单项不少于 17 分；托福笔考 

525 分；或加拿大学术英语水平测试 50 分。 这些成绩必须在全额退款（减去学费押金） 

截止日之前提交。如果证明文件在学期开始前提交，就不必参加内部分级测试。如果考试 

结果用来分级，那么在申请 ESL 课程时，它们不能已超过 2 年。 
 
任何重返学术 ESL 课程的学生，如果缺席时间已经达到或超过连续两个学期，就必须参 

加分级测试。学生将根据考试结果注册到相应级别，不管上次学习时的级别如何。成绩为 

“无文件”将被视为缺席。 
 

学术课程最终成绩计算 
 

核心综合课 

005 级 – 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 
 

能力课 

* 005-010 – 交流 (15%) + 写作 (15%) 
 

通过级别 

 

 

(70%) 



(30%)* 

 
 
 
(100%) 

 

• 60% 是 ESL 学术课程的及格分数。 

• 学生必须通过核心课才能通过级别。如果学生未通过核心课，将不能升到下一级别 ， 

即使最终成绩为 60% 或以上。 

• 如果学生未通过能力课，但最终成绩达到或超过 60%，那么仍然通过级别。 

• 如果学生核心课不及格但通过了能力课，可在下学期只上核心课，并保留能力课成绩 

一学期，除非学生签证或资助机构要求他们上更多的课。 
 

注意： 学生有权要求其成绩重新评估。成绩重新评估在第 14 页上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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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贾纳大学录取要求的 ESL 必备课程 
 

• 级别为 030、040 或 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的学生可选择能力课；但打算上里贾纳大学 

的 040 级学生，必须上 040 学术写作课。 

• 打算到里贾纳大学读本科的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学生，必须上 050 文学和写作课。 

• 打算到里贾纳大学读研究生的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学生，建议上 050 高级写作课。 
 

B. 快速通道课程 

描述 

快速通道是一门强化加速的 ESL 课程，可在四月和八月提供。 它可使学生只通过一个月 

的强化学习就完成一个级别。目前，快速通道课程在 020 和 030 级别上提供。 
 

C. 成功基础课程 

描述 

我们的 ESL 课程也在两个学期之间的假期和每个学期的晚上提供。这些课程旨在：1）帮 

助 ESL 学生提高学术成功机会；2）使大学成员提高语言能力以满足职业或个人需要。 
 

注意：这些课程并非我们学术课程的一部分，与里贾纳大学录取无关联。 

成功基础课程包括： 
 

• 写作成功基础 

• 交流成功基础 

• 工程成功基础 

• 商业成功基础 

• 工作场所成功基础 

 
如要了解有关这些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ESL 办公室。 

 

D. ESL + 1 课程 

描述 

此课程为 ESL 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在结束 ESL 课程之前就开始学习大学学分课程。 

在 ESL + 1 课程下，具备学习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资格的学生可在学习高级学术英语 

（050 级）课程的同时学习一门本科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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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 
 

如要具备资格，ESL 学生必须有资格学习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通过 040 级或由我 

们的分级测试决定），并且必须被里贾纳大学本科有条件录取。 

批准的里贾纳大学 ESL + 1 课程 

学生可以选其中之一： 

• ACAD （学术基础）100 

• AMTH （成人数学）001 或 002 或 003 

• MATH （数学）103 或 110 

• STAT （统计学）100 或 160 

• ECON （经济学）100 或 201 

• CS （计算机科学）100 或 110 或 115 

 
其它大学层次课程也可能成为 ESL + 1 课程，但需要根据个别情况由 ESL 主任和特定教 

师批准。 

通过 ESL + 1 
 

• 通过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和大学学分课程的学生可以开始在里贾纳大学全职学习 

并获得大学学分课程的学分。 

• 未通过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但通过大学学分课程的学生在通过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之后只获得大学学分课程的转学分。 

• 如果学生在学习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时中途退出或中止，其大学学分课程的学习 

将自动中止。 

申请 ESL + 1 课程 

请联系学生导师/辅导员 (LI 122, 306-585-5252) 来申请。 
 

E. 全职学习 
 

持学习许可证的国际学生必须在一个机构全职学习。里贾纳大学 ESL 课程将每周上 15 学 
时或以上（特殊情况下，取得 ESL 书面许可之后，学生每周学习 10 学时也可定义为全职 
学生）课程的学生定义为全职学生。注册任何一门 ESL 课程，其学时都可计算在全职学 
生身份要求的学时中，包括成功基础课程和定制课程。 

 

如果学生只注册能力课，将不能满足里贾纳大学对全职学生身份所要求的最少学时。这 

将对学生的学习许可证资格或签证要求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学生将必须注册成功基础课 

（加上能力课）才能满足全职学生身份要求的最少学时数。 

ESL 课程不会自动为学生注册成功基础课，必须由学生自己来做。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ESL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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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成功基础课和定制课程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能力并在 ESL 分级或挑战测试中获得更 高
分数，但是，只有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及格才能满足里贾纳大学学分课程对英语语 言熟
练程度的录取要求。高级学术英语（050 级）及格分数包括核心课达到 60% 或更高， 并
且核心课和能力课的平均成绩达到 60% 或更高。 

 

 

F. 里贾纳大学电子邮件通信 
 

ESL 课程使用电子邮件，发送到你的里贾纳大学电子邮件帐号里，作为官方通信方式。由 

于多种原因，ESL 办公室不再提供其它联系方式。 

请确保经常查看你的里贾纳大学电子邮件。 你也可以将电子邮件转发到你优先使用的电

子邮件地址。请访问里贾纳大学自助服务获取 

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里贾纳大学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课程政策和规定 Edited May 2016 第 10 页/总 22 页 

 

 

 

III. ESL 学杂费和政策 
 

 

费用种类 费用详细信息 截止日 数额 
 

 
 
 

不退还 

申请费 

• 首次国内和国际学生（里贾纳大学和 ESL 

课程新 

生）交一次性费用 

•  不退还申请费 

• 重返 ESL 课程和从里贾纳大学学分课程来到 ESL 

课 程的学生，已经支付给里贾纳大学申请费，则不

需 再次交纳 

• 永不退还 

 

 

学期开始前的 

12 月 1 日， 

4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 

 
 
 

 
$100.00 

 
 
 

不退还 

注册押金 

• 保证每个学生每学期都有名额注册课程和分级测试 

• 如果在接近分级测试之前以书面形式通

知 ESL 办公 室，那么一学年内押金可转一次 

• 学生交给 ESL 课程的第一次押金永不退还；但是

， 如果 ESL 办公室在押金截至日前收到通知，之

后学 

期的押金可以退还 

 

学期开始前的 

12 月 1 日， 

4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 

 
 
 
 

$400.00 

分级测试 •  为只想参加分级测试但不注册 ESL 课程的学
生 

•  不保证只参加分级测试的学生有名额注

册 ESL 课程 

联系 ESL 办公 

室来了解情况 

 

$150.00 

 
 
 
 
 
 
 
 
 
 

学费退款和 

过期罚金 

学费在开学第一天到期。 
 

100% 退还 – 开学第一周内退学将获学费全额退款（减 
去注册押金）。 

 

50%退还 - 开学第二周内退学将获学费 50% 退款（减 

去注册押金）。 
 
无退还 - 开学第二周至期中考试开始期间退学将不能获 
得退款。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期中考试开始后 
退学。 

 
过期罚金 – 欠的学费将收取 1.5% 的罚金。过期罚金在 
学期内每月计算一次。所有未交部分都必须在学期结 
束前足额交纳。 

 
退学表格必须 
在退款期对应 
的星期有课的 
最后一天下午 

4:15 之前收 

到。 
 

 
 

每个退款期的 

具体日期可查 

询 
www.uregina.ca 

/esl 或访问 ESL 

行政管理办公 

室 (SR 114) 

 
取决于不同 
日期，退学 
表格将送达 
学术导师或 
ESL 办公 

室。 

未交费用 

（包括学 

费、住宿 

费、复印 

费，等） 

•  学生如果欠费达到或超过$500.00，其帐号将出现财 

务冻结。 

•  如果出现财务冻结，学生将无法注册下一学期或无 

法获得任何信函或报告（ 比如录取、出勤或成 绩

）。 

 

 
不适用 

 
 

$500.00 或以 

上 

http://www.uregina.ca/esl
http://www.uregina.ca/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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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学期学习和/或期末考试的延期 
 

在生病、事故或其它学生无法控制的极端和合理情况下，可以允许学生推迟完成课程和/或考试。 

对这种推迟的请求和批准称作延期。只有对学习进展良好并且如果给予延期比较可能通过课程 的

学生，才可给予延期。 
 

在学期早期阶段当课程只完成很少的时候，如果学生生病严重或遭遇严重困难，退学可能是更 

好的选择。学生应咨询学生导师/辅导员的建议。 
 

批准延期的权力 
 

批准学期内课程学习（作业、测验和期中考试）延期的权力归课程教师。所有延期的学习都必 须

在期末考试周（通常是学期课程的最后一周）之前完成以使教师可以准时提交课程最终成绩。 

教师将通知 ESL 主任收到的所有延期请求。 
 

批准期末考试和/或学期学习延期到期末考试周以后的权力归继续教育中心主任，继续教育中心 

主任需要向 ESL 主任咨询。 
 

支持材料 学生应设想延期被批准之前需要提交支持材料。如果生病，支持材料将是主治医师

的证明或信 

函，清楚地说明疾病开始和结束日期以及疾病与延期请求的相关性。对于其它情况，请向学生 

导师/辅导员咨询恰当的支持材料。 
 

申请延期 如果无法完成课程学习或考试，学生应尽快通知学生导师/辅导员和/或教师。学期

课程结束两 

周后才收到的延期请求将给予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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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从 ESL 学术课程中退学和中途退出 
 
有时学生不得不提前离开 ESL 课程。学生期末考试前离开课程应遵照下列步骤： 

1.   和学生导师/辅导员见面解释打算退出课程的原因。 

2.   和学生导师/辅导员见面做一次退出面谈并填写退出表格。 

3.   退出表格将提交到 ESL 办公室处理并存入学生档案。 

注意：如果无法联系到学生导师/辅导员，可在 ESL 办公室 (SR 114) 获取退出表格。 
 

中途退出课程和家庭寄宿或住宿 
 

如果学生中途退出 ESL 课程，将失去家庭寄宿资格，也可能失去校内住宿资格 。如果你 

住在 ESL 家庭寄宿的家庭或校内，ESL 办公室将把你的身份变更通知给家庭寄宿协调员和 

宿舍服务处。 
 

中途退出课程和你的移民状态 根据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如果你以学习许可的理由在加

拿大，你必须在一个获得认可的 

教育机构全职读书。如果中途退出课程，你可能无法为你的学习许可证或签证续期。你可 

能被要求立即离开加拿大。 
 

中途退出课程和你的萨省健康卡 只有全职学习课程，你才有资格持有萨省健康卡。如果中

途退出课程，你的健康卡将失效。 
 

中途退出课程和你的成绩 
 

• 期中考试之前正式中途退出课程（使用由学生导师/辅导员或 ESL 办公室提供的退出 
表格）的学生将得到一个“退学”(W)标识。退学并非不及格。有时，如果学生有非 
常重要的理由离开课程（比如家人去世或非常严重的疾病或事故），那么出于同情心 
可以在期中考试后给予退学。请将书面请求和支持文件提交给 ESL 主任。ESL 主任将 
把请求转交给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做决定，可能会有学杂费部分退款，也可能没有。 

• 期中考试后未得到特殊退出许可而不再上课，学生将得到一个“无文件”(NP) 分数， 

这是一个不及格分数。 

• 任何时候，如果学生未正式退出课程或未经过退出面谈而不再上课将得到无文件分数。 

• 注意无文件分数将算作不及格，将构成被要求终止的一个因素。 

• 重返的学生，自开学第一天至并且包括开学第二周最后一天，如未上课，将被退出课 

程，没有成绩。 



里贾纳大学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课程政策和规定 Edited May 2016 第 13 页/总 22 页 

 

 

 

VI. ESL 出勤政策 
 
里贾纳大学通用日历 指出：“正常准时的出勤是学术成功的基础，所有学生都应这样做。 当

经常迟到或缺席有损课程其他学生的学习或对他们学习的评价，那么该学生可能面临惩 罚，

包括被退出课程或禁止参加期末考试。采取行动之前，该学生将收到一次书面警告。” 

此政策在我们课程中非常重要，因为教师的训练和指导将帮助学生学习英语。缺席或迟到 
将阻碍你提高能力并升入下一级别。并且，缺席或迟到会打断教师和课堂，会使该学生错 
过重要信息，而且对其他同学不公平，尤其是在小组活动时，而小组活动是 ESL 课常用的 
教学方式。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要求大学每学期报告学生的学业状态。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规定要求 
学生必须保持良好学业状态才能保持学生签证有效，而错过课程主要部分将可能导致无文 
件成绩，这可能对学生签证状态造成负面影响。参见 18 页以获取详细信息。 

请注意下列事项： 

•   教师将记录你的出勤，包括迟到。 

• 如果你生病或提前知道将缺席或晚到，你必须在课前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教师。 

如果是紧急情况，你可以打 ESL 办公室电话 (306-585-4584) 或学生导师/辅导员电话 

(306) 585-5252。 

• 如果缺课、未完成主要作业和未参加期中考试，你必须提供医生证明（或其它相关证 

明）。然后你必须和教师安排补考或晚交作业。 

•   你自已负责向教师咨询如何弥补因缺席造成的缺课或作业。 

•   如果你想旅行，必须和 ESL 主任说明，并得到允许可以离开 ESL 课程更多的

时间。 

• 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你缺席或打算缺席期末考试，你必须给 ESL 主任写一封电子邮 

件，附有支持材料。ESL 主任将把请求转给继续教育中心主任。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将 

决定是否给予延期。 

•   得到学生的许可后，其出勤记录可以报告给伙伴大学或财务资助人。 
 

不良出勤的后果 不上课的学生可能被要求与学生导师/辅导员见面。如果出勤没有得到

改善，该学生将收 

到书面警告，上面列出缺席的后果。后果可能包括下列步骤： 

•   禁止进入课堂 

•   因经常缺席或迟到而损失成绩 

•   因缺席测验和未交作业而

得到 0% 

•   被退出课程 

•   因课程要求内容未完成而得到无文件成绩。 

如果收到书面警告后问题仍然持续，教师将执行这些后果。另外，学生可能会被要求与 

ESL 主任面谈，这可导致更多措施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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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勤决定的申诉 如果你对出勤决定不满意，可以申诉到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

会更改决定。如要了解 

如何向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申诉，请参见第 14 页上的学生学术申诉。如需步骤 

和其它申诉过程的帮助，请联系位于 LI 122 的学生导师/辅导员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sladvisor@uregina.ca. 

 

 

VII. 成绩重新评估 
 

 

有时学生认为其成绩给错。如果学生不满意其成绩，可以进行成绩重新评估。ESL 课程的 

成绩重新评估有两个层次：非正式和正式。 
 

非正式成绩重新评估 
 

学生如果认为错误是由于最终成绩计算有误，可以要求非正式成绩重新评估。这意味着， 
课程学习和考试成绩将重新计算以确保正确无误。这将由教师来做，如果无法由教师来做， 
那么 ESL 主任或学术协调员将做重新评估。如果要求非正式成绩重新评估，学生必须填 写
一张表格，此表格可从学生导师/辅导员或 ESL 办公室获取。 

注意：建议学生得知最终成绩两周内提出要求。 
 

正式成绩重新评估 
 

如果非正式过程结果不令人满意，学生可以就重新评估提出正式申诉，通过向里贾纳大学 

注册主任办公室提交下列项目： 

•   填好的最终成绩重新评估表格，可以包括一封要求重

新评估的信函 ； 

•   重新评估费（如果重新评估后成绩上升至少 5%，费用

将撤销）；和 

•   学期学习的所有原件（带分数的）。 
 

里贾纳大学注册主任办公室将材料送至授课系的系主任（或者，对非设系的部门来说，送 
到院长或指定人）。如果可行，重新评估将先由原教师来做。如果评估后成绩并未提高， 
那么重新评估将由一位，如果可能的话，由两位同一学科的其他教师来做。系主任、院长 
或指定人就重新评估结果向注册主任办公室提出建议，注册主任办公室然后通知学生。重 
新评估成绩不会降低原来成绩。 

正式成绩重新评估的要求必须由学生在其成绩网上贴出六周内提出。 

mailto:esladvisor@uregin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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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绩重新评估决定的申诉 
 

如果学生不满意正式成绩重新评估的结果，可以与助理副校长（学生事务）讨论， 地址 

位于威廉·里德尔博士中心 251 室，电话 306-585-4743。助理副校长将指导学生是否可以继 

续申诉。 

如对此过程需要帮助，请联系位于 LI 122 的学生导师/辅导员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sladvisor@uregina.ca. 

 

 

VIII. 学习计划变更 
 

 

课程计划制定完成后，如果学生想进行变更，必须填写“ESL 学习计划变更请求”表格并 

提交给 ESL 行政管理办公室审阅。请求应尽快提交，开学一周后将不予考虑。 

学术协调员将审阅学生请求并对其学习计划变更做出决定。 此决定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学生。决定是最终性的，不再受理更多的请求。学习计划变更 

的决定将在每学期分级测试后立即做出。 
 
 

IX. 学术体谅 
 

 

任何有能力障碍或伤病的学生，如需学术体谅，应先联系学生无障碍中心，然后与教师讨 

论此情况。学生无障碍中心位于里德尔中心 251 室，电话 306-585-4631，电子邮件地址 

accessibility@uregina.ca 
 

X. 学术能力 
 

 

A. 试读、中止和被要求中止后重新录取 
 

ESL 课程用通过不同级别来衡量学生的英语能力。大学则使用平均绩点 (GPA)。如果学生 

的英语能力太差，ESL 课程和大学会监督学生并提供帮助以使其学业获得成功。对于 ESL 

课程而言，学生导师/辅导员支持学生的学习并在学生有学习困难时参与进来。 
 

首先，如果学生表现太差，将会归为试读生，意思是学生将由学生导师/辅导员和教师监 

督。然后，如果学生仍不能满足最低标准，将被要求中止，意思是必须离开学习一段特定 

时间。这段特定时间之后，学生可以要求重新录取继续学习。 

mailto:esladvisor@uregina.ca
mailto:accessibility@uregin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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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课程试读 – 同一级别第二次不及格 
 

• 同一级别两次未通过（包括一次期中考试后非正式“中途退出”- 无文件成绩），学生 

将参加挑战分级测试，由 ESL 课程承担费用，用来客观衡量学生的英语水平。如果挑 

战分级测试将学生英语水平归为比其最近未通过的级别更低的级别，学生就会被要求 

重修那个更低的级别。请注意：学生自己负责注册挑战分级测试。 

• 不及格不必在连续的学期。 

• 参加完挑战分级测试，学生可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修那个级别。如果第三次 

重修，学生必须在开学第一周与学生导师/辅导员面谈，之后每隔一周面谈一次，在继 

续其 ESL 课程学习之前讨论其学习习惯、目标和未来计划。 
 

 

被要求中止 – 同一级别第三次不及格 
 

• 如果学生同一级别成绩第三次不及格，将被要求中止 ESL 课程一学期。不及格不必在 

连续的学期。 
 
 

被要求中止后重新录取到 ESL 课程 
 
 

• 第一次被要求中止后经过一学期缺席，学生可以申请再次参加分级测试，然后将被重 

新录取到 ESL 课程，级别由测试结果决定，即使学生在被要求中止之前曾学习更高级 

别的课程。 

• 学生必须在开学第一周与学生导师/辅导员面谈，之后每隔一周面谈一次，在继续其 

ESL 课程学习之前讨论其学习习惯、目标和未来计划。 
 

 

无限期被要求中止和重新录取到 ESL 课程 – 同一级别第四次不及格 
 
 

• 如果学生重新录取后第四次在同一级别不及格，将无限期地从 ESL 课程退出，但至少 

一个学期。学生必须向 ESL 主任请求以重新获得录取。 

• 如要请求，学生必须提交一份书面计划说明如果重新录取将如何取得学业成功和/或一 

份理由书说明之前学期的不及格是由何种挑战引起并将如何对付这些挑战。主任将根 

据学生的请求力度对重新录取做出决定。 

• 如果请求得到满足，学生必须重新参加分级测试，并重新录取到 ESL 课程，级别将根 

据测试结果决定，即使被要求中止之前曾学习更高级别的课程。 

• 另外，重新录取后，学生必须在开学第一周与学生导师/辅导员面谈，之后每隔一周面 

谈一次，在继续其 ESL 课程学习之前讨论其学习习惯、目标和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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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学生学术申诉 
 

关于试读或中止决定的申诉 
 

有时学生不同意 ESL 课程做出的关于试读、中止或被要求中止后重新录取的学术决定。如 

果不满意 ESL 课程做出的学术决定，学生可以向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申诉，该委 

员会将听取双方理由。 
 

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审阅关于试读、中止和被要求中止的申诉，也审阅来自学生 

要求课程给予例外对待的请求。 

注意：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 

•   不受理成绩申诉。如果你对成绩不满意，请阅读第 12 页来了解如何进行成绩重新评估； 

• 也不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和非学术不端行为决定的申诉。如果你不满意关于学术或非 

学术不端行为的决定，请阅读第 16 页。 
 

 

提出学生学术申诉之前 
 

• 熟悉适用于你的情况的相关规定、政策和程序。通过查阅相关文件（比如《里贾纳大 

学通用日历》）来了解涵盖学术要求、惩罚和申诉程序的一般规定。向大学的学生辩 

护组织和ESL学生导师/辅导员咨询可能有助于理解相关规定、政策和程序。 

• 尝试所有非正式方式来解决分歧。包括与教师、学生导师/辅导员和ESL主任面谈。 
 

 

学生学术申诉指南和程序 
 

第一阶段: 向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的申诉要在学术行动通知后的两周内以书面 

形式提出，寄到： 

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主席 
继续教育中心 104 室 里贾纳大学
学院楼 

里贾纳 SK S4S 0A2 

* 注意: 晚交的申诉将不予听取。ESL 主任将以书面形式确认。 如果你决定申诉，那么

你要把申诉的所有方面、你期望被考虑的所有证据、期望结果（比 

如成绩重新调整、被要求中止的调整）和期望结果的理由做一个完整的展示。 
 

如有书面证明比如写给你的和你写的有关申诉的信函、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条件可以构成 
声明医疗和同情理由的基础、和其它支持材料，你的申诉将更加有力。所有这类证明文件 
的复印件都应与申诉一起提交。 

 

尽可能为自己做最有力申诉，不要依靠任何第三方（比如教师、ESL主任、学生导师/辅导 
员）为你申诉。申诉过程不包括任何独立取证或调查。申诉结果完全依靠争议双方提供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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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如果学生认为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的决议仍不公正，可以在继续教育 

中心给出决定函30天内向大学秘书长书面提交另一份正式的申诉要求。 

将要求信寄到： 

大学秘书长 

学生申诉委员会 

行政管理/人文楼505.4室 

里贾纳大学 

里贾纳 SK S4S 0A2 
 

注意：不同意或不满意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委员会的决议不足以构成向学生申诉委员会 

申诉的理由；你必须表明决定是不公平的或存在偏见或应该撤销。 

如对继续教育中心学生申诉程序和其它申诉程序需要帮助，请咨询位于 LI 122 的学生导师 

/辅导员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esladvisor@uregina.ca. 
 
 

XI. 学术和非学术不端行为 
 

 

A. 学术不端行为 
 

大学期望其所有成员都努力工作学习并诚实地说明研究或思想的来源。ESL 课程有学术不 
端行为政策，以里贾纳大学政策为基础，可在下面链接找到： 
http://www.uregina.ca/gencal/ugcal/attendanceEvaluation/ugcal_77.shtml.  请阅读下列不端行 
为的定义并了解其后果。 

抄袭 
 

抄袭是使用别人的书面作品装成是自己的。来源包括书籍、杂志、期刊、报纸、计算机程 

序、互联网、或其它出版来源。抄袭包括提交别人写的但装成是自己写的作业。 
 

如果你为某一门课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另一门课上把它当作作业提交（无教师许可），那也 

是抄袭。记住别人写的内容和来自互联网的内容并用于口头作业也是抄袭。 
 

如果你使用和别人完全一样的文字，就必须把这些文字加上引号并列出引用的作者。如果 

你的想法来自某一作者但你使用自己的话（改写和概括），你仍然必须列出引用的作者。 

欺骗 
 

欺骗是在平时考试、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中使用词典、笔记、图表、手机和/或其他学生 

的帮助。包括考试时向其他人询问信息、被问时向别人提供信息、考试时抄袭别人答案或 

允许别人抄袭自己的答案。 

注意：考试时不应有谈话或任何形式的交流。 

mailto:esladvisor@uregina.ca
http://www.uregina.ca/gencal/ugcal/attendanceEvaluation/ugcal_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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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和/或欺骗的后果 
 

005、010、020 和 030 级别 
 
教师会以书面形式警告学生其学术不端行为的后果。学生将有机会改正行为，但如果继续 

有学术不端行为，ELS 主任（有些情况下是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将被通知并进行调查以决 

定是否适用惩罚。 
 

040 和高级学术英语 (050) 级别 
 
我们的 ESL 课程假定 040 和高级学术英语 (050 级) 级别的学生知道里贾纳大学抄袭和欺 
骗方面的政策。教师将把所有的抄袭或欺骗报告给 ESL 主任。ESL 主任将协助教师准备 
材料，以便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和教师沟通、调查情况并决定惩罚是否适用。 

 

如要了解更多申诉过程，请见第 18 页关于学术和非学术不端行为决定的申诉。 
 

B. 非学术不端行为：大学内 

大学内期望行为 
 

里贾纳大学致力于创造并保持良好的环境，使其成员可以在相互尊重、无骚扰无歧视的大 

学气氛中生活、工作和学习。这项政策意味着： 
 

• 在里贾纳大学你应该始终感到安全和受到尊重。如果大学里有人使你无法在无骚扰无 
歧视环境里生活和学习，你应该联系别人帮助你：学生导师/辅导员、你的教师、ESL 
主任、校园安全处或学生服务部的代表。 

• 在里贾纳大学你有责任让别人感到安全和受到尊重。你必须对大学所有人保持合作和 

尊重的态度。 

大学内非学术不端行为的后果 
 

如果大学成员不尊重他人、盗窃、骚扰或打扰其他成员，等等，他们的行为被称作“非学 

术不端行为”。有些非学术不端行为是很严重的。如果大学里有人举报非学术不端行为， 

校园安全处和ESL主任（有些情况下是继续教育中心主任）将立即进行调查，这可能包括 

和牵涉人面谈并形成书面报告。报告将递交给学生事务助理副校长，由副校长决定是否使 

用惩罚。 
 

你和学生导师/辅导员或ESL主任关于非学术不端行为（不管是你举报别人还是别人举报 

你）的对话不会和其他学生或教师分享。这些对话是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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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学术不端行为：课堂内 

课堂内期望行为 
 

学生来到ESL课程和大学是为了学习，有权拥有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这项政策意味着： 

• 你有权拥有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并且 

• 你有责任帮助建立良好的课堂氛围。 

为了建立良好的课堂氛围 ，ESL课程的学生应： 

• 上课并准时到教室 

• 注意课堂活动并且不与同学聊天 

• 利用每个机会学习语言 

• 给其他同学机会学习语言，并且不以干扰行为分散同学或教师的注意力 

• 避免在课堂上使用手机，除非教师设计了使用手机的课并且要求学生使用手机。 

 学生未有获得教师以及其他学生的许可，不可使用任何录音，录影器材，包括手机在课堂

上录音，录影或者拍照。 
 

不当课堂行为的后果 
 

扰乱课堂环境也是非学术不端行为。如果学生不遵守 ESL 课程的行为政策，将面临后果。 

学生总会先收到书面警告，要求停止不当行为，并列出如果其行为未有变化将会带来什么 

后果。这些后果包括： 

• 被要求离开教室 

• 不准进入教室 

• 损失成绩 

• （极端情况下）禁止参加期末考试。 
 
如果不当行为继续，教师将与 ESL 主任联系做出相关决定。ESL 主任可能会让继续教育 
中心主任和/或助理副校长（学生事务）参与进来。请查看课程表来了解关于出勤、迟到 
和其它课堂行为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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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关于学术和非学术不端行为决定的申诉 如果你不满意关于学术或非学术不端行为

的决定，可以写申诉信寄给大学秘书长（或拨打 

他们的办公室电话 306-585-5545），大学秘书长将把你的申诉交给（大学层次的）学生纪 

律委员会。如要了解如何对学术或非学术不端行为决定进行申诉，请与我们的学生导师/ 

辅导员谈话，学生导师/辅导员将为你解释需要采取的步骤并帮助你准备相关文件。 
 

 

XII.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规定 
 

A. 在加拿大学习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所有加拿大境内学习许可证持有者都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这意味 

着： 

• 如果你持有学习许可证，就必须保持入学并为完成课程取得合理适时的进展；并且 

• 如果未能这样做，你可能会被驱逐出加拿大。 
 

你的教育机构将把你的持续入学和学业状态报告给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移民官还可能会 

要求你提供持续入学和学业状态的证据。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B. 工作 

 
重要信息： 如果你目前在里贾纳大学学习 ESL，那么在学习过程中你没有资格工作，除 

非你有来自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肯定的劳工市场意见书而有资格申请工作许可证。 
 
确保开始工作之前无工作许可证的情况下你有资格在校外工作是你自己和雇主的负责 。 

如果你未满足资格要求就开始在校外工作，根据《移民及难民保护法规》你可能会面临强 

制措施的执行。请访问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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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功完成 ESL 课程后 

 
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如果课程包括 ESL/FSL 部分(ESL+1)，则可能有资格在校外工作， 

但只能在完成 ESL/FSL 部分后。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cic.gc.ca/english/resources/tools/temp/students/work-off-campus.asp 

 
重要信息: 如果你正在学习 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 FSL (法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学 

习一般兴趣或预备课程，那么在学习过程中你没有资格工作。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applications/guides/5552ETOC.asp 

 
D.        转换机构 –  你自己的责任 

 
如果你在 2014 年 6 月 1 日或之后申请学习许可证，当你从一个指定学校转到另一个时， 
即使是同一层次的学习，通过你的 MyCIC 帐号你必须通知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要了解 
更多信息，请见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我们强烈建议你访问下面的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网站阅读全部的变更：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要了解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网站上这些变更的概括，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notices/2014-02-12.asp 
 
请联系 ESL 主办公室获取更多信息。 

http://www.cic.gc.ca/english/resources/tools/temp/students/work-off-campus.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applications/guides/5552ETOC.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helpcentre/glossary.asp#designated_learning_institution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changes.asp
http://www.cic.gc.ca/english/department/media/notices/2014-02-12.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