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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LSI 在线硕士课程入学项目 

 

关于我校: 

我校 International Holistic Life Sciences Institute 是美国的一所非盈利在线教育机构, 也是美国

國家針灸和東方醫學認證委員會 (NCCAOM) 认可的 繼續教育課程提供机构。我校的愿景是

增进公众健康，让每个人都能实现健康生活。目前我校提供以下两个学位的硕士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in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补充和替代医学理学硕士，归属于美国 STEM 的专业） 

 Master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健康管理硕士） 

 

免费入学项目说明： 

1）我校目前定 2022 年 6 月 1 号为开学日，学生入学后，将上 2 门预备课程 Online Learning 

Strategy 和 Academic Writing & Research Ethics。英文程度不达标的同学在入学时，也要同时

上我校提供的 ESL 课程，才能正式进入硕士课程的研读。 

2）2022 年是我校开办第一年，学生在 2022 年 6 月 30 号前申请入学者，我校不收取任何费

用包括评估费，相当于全程免费入学。 

3）若学生在 2022 年 6 月 30 号以后才申请入学，我校仍然不会收取学费，但是学生若要取得

学位的话，则每一门硕士课需要缴评估费（包含作业与考试，每门课是 200 美元）。 

4）上课模式：fully online, asynchronous course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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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也必须理解 2022 年是我校申请 DEAC 认证，在我校取得认证资格后，学生拿到的学

位才算是有效的。 

* DEAC 是美国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认可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的认证组

织，这些教育机构主要通过远程教育方法来提供从非学位到专业博士学位的课程。 

 

报名资料： 

１）护照影本（或个人身份证影本） 

２）大学文凭影本（在校大学生提供学生证） 

３）提供相关的英语能力证书（例如国内六级、雅思、托福、或 Duolingo 英语测试的成绩

单） 

* 以上资料在填入学报名表格时，暂不需要上传，后续取得学位时需要提供。 

 

入学报名表： 

表格网址: 

https://www.lifesciences.institute/index.php/admissions/degree-seeking-admission/admissions-

application 

在 2022 年６月 30 号之前提交表格，免交报名费 60 美元，需在 Coupon 处打入折扣码: 

IHLSI2022。 

 

填好入学报名表后，我校后续会发送邮件给你，包含课程网站登录信息，注册到２门预备课

程、ESL 课程 和 Online Programs Enrollment Agreement（簽名，电邮回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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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IHLSI 学位的好处： 

若你们目前就读于国内大学，在毕业后可能要到欧美国家留学，现在读我校 IHLSI 拿的文凭

对你们日后申请学校的帮助： 

1）若申请读硕士研究所，可以用来转一些学分 (waive some courses)。 

2）也可以直接申请读博士班。 

* 实际可转 (或抵扣) 多少学分；或念博士的学校会要求再加上几门课，每个学校要求都不

一样，没有标准答案。 

3）有助于申请海外工作或技术移民。 

 在这些申请计分系统，都会评估到申请人的英语能力，学生在我校上的是全英文课程，

学生也将能提升使用英文的能力，有助于在英语考试（托福、雅思）里面取得高分。 

 例如在澳洲的技术移民里，念 science 专业的申请人，技术移民可加 10 分。 

 另外，在加拿大移民快速通道 Express Entry 计分系统里，若申请人有研究生学历，可获

得 135 分。另外，许多大学本科学生会再读一个研究生文凭可作为双学历来加分。 

 在美国申请工作签证（H1B），若有硕士学位，抽签成功几率会比学士学位高。根据最

新的抽签流程，每年会有 65,000 个 H1B 名额给所有的申请者，另外 20,000 个名额会预

留给美国大学硕士以及以上学历的申请者。抽签顺序是所有人先去抽那 65,000 个名额，

其中没有抽中的硕士生以及硕士以上学历的申请人，可以再次去抽那 20,000 个名额。 

 

备注： 

 我校创办人施博士会亲自教授 Online Learning Strategy（线上学习的策略）这门课，学生

会知道怎么上网课，以及怎么和在线的学生和老师互动。 

 对国际学生我校提供 ESL 3，4，5，6 四门课，学生根据自己的程度自行选择从哪门课开

始上，ESL 课程有学习内容和模考，可引导学生准备英語水平考试，如托福、雅思。 

 ESL 课程基本上是学生自我学习。学生若自学效果不好，可以找美国的家教公司，例如

Tutor.com，它提供有针对性的一对一教学，帮助你学习英文，它是按使用分钟数计费。 

 国际学生上完 ESL 课后，必须报考一下英文能力测试，比如可以去报考国内大学英语等

级考试 CET-6、托福、雅思或 Duolingo 英文考试。为了确保学生日后上课可以写作业，

我校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最低要求是：TOEFL iBT 71   IELTS 6.0   Duolingo 100  CET-6 

 我校提供 VPN 工具，可以帮助你上外网查询资料（比如 YouTube、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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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美国的线上学位说明： 

 Q：Is an Online Degree the Same As a Regular Degree?  

Will My Diploma Say I Got My Degree Online?   

 A：https://www.valuecolleges.com/resources/faqs/will-diploma-say-online/ 

 美国线上教学强调学生的互助学习，互相评分。我们希望你也找一些同学或朋友来一起

报名，促進互助学习。这培養了学生評估和向他人提供反饋的技能，也促成了学生学會

自我評估和改進自己作业的能力。 

 该硕士入学没有年龄限制，但所有学生必须先通过兩门预备课 (prerequisite courses: 

Online Learning Strategy, Academic Writing and Research Ethics)才可以进修硕士课程。 

 

 

我们欢迎大家入学我校念硕士学位，目前我们提供下列 3 方面的课程： 

- 学历课程：报名费 60 美元；有入学资格和英文水平成绩要求；无学费；有教师引导的学习

方式；每门课期末交 200 美元课程评估费（含作业及考试）以获得课程成绩单。 

- 继续教育课程：无报名费; 有入学资格要求；有教师引导的学习模式；每学季（3 个月）交 

200 美元，可以上所有 Certificate 证书课程以及 NCCAOM 批准的 PDA 课程，提供课程结业

证书。 

- 非学历课程：报名费 100 美元，一次性终身会员；无入学资格要求; 免费上所有的非学历

课（中文或英文）；以学生为中心的协作式学习模式；提供课程结业证书。 

 

备注 1： 

我们欢迎现阶段无计划拿硕士学位的学生，选修我校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无需提供英语水平

测试成绩及大学毕业文凭。若他们每周也完成作业的要求，可以在期末交 100 美金，申请取

得这门课的完成证书（不能用于累积换取我校的硕士学位文凭）。 

备注 2： 

任何时间我校都对所有报名注册的学生提供这些免费使用：每门课里的视频会议聊天室；在

线社交社区，可设置自己的简介、照片画廊、产品或服务展示说明；以及在我校网店上买产

品或服务享有 10% 折扣。可提出申请，若通过审核可卖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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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给予下面协助： 

1. 入学后还可以准备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在毕业前学好英文，取得英語語言能力的英文考试

成绩交给学校就行。例如，至少达到 Duolingo 100 分。 

2. 我校接受 Duolingo 的英語測試 DET （Duolingo English Test），它是一種在線考試，考生

可以在家里的個人電腦上進行，需要有可靠的網絡上网，該測試可以隨時隨地在線進行。 

Duolingo 英語測試的費用為 49 美元，外加適用的稅費，具體取決於購買地點。 

3. 在现阶段，若有困难写出英文句子，请充分利用一些英文使用工具，例如课程网站菜单有

Writing Lab 写作工具，还有中翻英，英文语法检查工具，可帮助你完成作业写作。 

4. 每周的学习材料，我们鼓励你和其他同学在我们课程的 Virtual classroom 里一起研读，它

是一个实时的会议系统，你可以约上两三位同学在安排好的时间上网课，每个人念一部分，

相互讲解沟通，共同学习，这样将有助于同学们快速全面的完成学习内容。我校的每一门课

里都有这个 Virtual classroom， 它是 24 小时开放的。 

5. 每周的课程作业，你可以在一周的任何时间内去完成，主要有每周的 Discussion 讨论贴文

及回复同学的贴文、以及完成写作的作业并上传，期末会有个大作业。这个大作业是你平常

每周写的作业的归纳与整合。 

6. 完成线上课程，英文写作是很重要的工作。在写作方面，学校有提供线上 Writing Lab，你

们可以在这门课里提问，我校的负责老师 Rebekah 会给你一些提示和辅导。 

 

 

 

联系我们： 

 若你若有其他疑问需要帮忙，请联系 Academic advisor（微信号 Justinnayu)；或者添加

President 的微信号咨询：ed_shih。 

 或发电邮到 support@lifesciences.institute。 

点我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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