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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目标：
：
理念和目标
国际美容学院是一所加利福尼亚州委员会小时学院，为持牌美容师、美容师、美甲师和认证按摩治疗师提
供高级培训。我们在学校提供高级课程，重点是让每个学生掌握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美容和健康市场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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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我们帮助积极进取的个人成为知识渊博且成功的沙龙、水疗和健康专业人士。满足课程要求后，
每位学生将获得结业证书。
课程将在 1224 Polk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举行。学校可通过旧金山县公共巴士 #49、32、
27、19、9 和 38 到达，靠近 Civic Center Bart 站。国际美容学院拥有超过 3,300 平方英尺的设施和设
备。学校是理想的中心，旨在为学习美容和健康行业的职业提供最佳环境。

批准披露声明：
：
批准披露声明
国际美容学院是一所未经认证的私立机构，由私立高等教育局批准运营， 1747 North Market Blvd., Sui
te 225, Sacramento, California 95833 邮寄地址：PO Box 980818West Sacramento, CA 95798-0818电
话888)
888)370-7589、(916)431
916)431916)263
888)
916)431-6959、
6959、 传真(916
916 263263-1897 http://www.bppe.ca.gov/ 根据加州教育法 9431
1。局的批准意味着该机构及其运营符合 2009 年加州私立中学后教育法。批准的课程是：
局有批准了 IBC 提供的以下课程：
*美容
(CIP 12.0413)
*理发 (CIP 12.0402)
*美容师 (CIP12.0408)
*美甲 (CIP 12.0410)
*按摩疗法 (CIP 51.3501)

1000 小时
1000 小时
600 小时
400 小时
500 小时（CAMTC
小时（CAMTC 批准的 SCH0146SCH0146-2）

*我们的课程均未获得认证
我们的课程均未获得认证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事务部 - 理发和美容局 向通过理发美容局考试的毕业生提供许可证
。该设施可容纳 75 名学生。鼓励准注册者在注册或签署注册协议之前访问 IBC 的物理设施并与 IBC 人
员讨论个人教育和职业计划。以下州委员会、局、部门或机构根据《教育法》第 94316.12 节规定了学习
计划的最低标准：加利福尼亚州美容委员会，要求至少 1000 小时获得美容师执照，1000 小时成为美容师
持牌理发师，400 小时修指甲，600 小时成为持牌美容师。寻求解决问题或提出投诉的人应首先联系直接
负责的讲师。如需采取进一步行动，请联系业主 Kyin Chiou。进一步考虑的其他请求可以书面形式提交给
首席执行官/所有者李娜。未解决的投诉可转至 BPPE：
私立高等教育局
1747 North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 95834
电话：(888) 370-7589
网站： www.bppe.ca.gov
电子邮件： bppe@dca.ca.gov

行政办公时间：
：
行政办公时间
学校行政办公室的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30，处理与招生、学术、会计和安置有关的
问题。请在他们的营业时间内预约或访问办公室。可拨打 (415) 931-6333 联系所有行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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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设备和用品：
教科书、设备和用品：
IBC 拥有您接受适当教育所需的用品和设备。教师和学生使用 Milady 的理发、美容、美甲和美学教科书
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和教学指南。在我们安静、宽敞的教室里，每门单独的课程都在指定的时间在我们的低
层教授理论课。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合适的课桌和座位，以实现不间断的学习、记笔记和个人学习。我们的
上层有 10 个理发/美容站，配备工作台面、镜子和液压椅，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舒适的每项服务。上层还
拥有我们的美甲区，高年级学生有自己的美甲桌为客户提供服务。美容师学生有他们指定的美容室，他们
在那里为公众提供服务。在这个房间里，他们有一张专业的面部床、水槽和热设备。 IBC 为公共服务提供
干净的床单、毛巾和斗篷，全部在现场清洗和烘干。
我们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图书馆，包括 Milady 的美容管理套装、Milady 的理发标准教科书、Milady 的美
学标准教科书、Milady 的美甲标准教科书、与每门课程相关的不同主题的视频，以及学生可以上网的计算
机个人学习或调查。 IBC 为教师提供了一个可访问互联网的计算机站，供教师用于教学，并为所有三门课
程提供完整的 Milady's Instructor 套装。我们的整个培训系统，特别是关于可供学生使用的设备，旨在
让我们的学生做好准备，以满足任何 他们在工作场所可能面临的挑战。我们有五个洗发水碗、五个独立式
吹风机和一个等候区，让客户远离学生工作区。
在上课的第一天之前，每个学生都已经支付了费用，并获得了一套包含他们课程所需的所有新材料的工具
包选择。我们的教育质量体现在所用材料的质量和国际美容学院的日常生活安排上。学生应通过立即更换
丢失或破损的物品来维护套件。学院不对学生的设备丢失或被盗负责。
。 我们学校模拟沙龙条件，帮助我们
的学生“边做边学”，配备现代化设备和各种用品，帮助提高学生的产品知识。
出于卫生原因，设备
一经学生发放并接受，退学后不再退还给学院。因此，设备成为学生的财产和责任。
一经学生发放并接受，退学后不再退还给学院。因此，设备成为学生的财产和责任
在第一层，我们有一个学生/公共厕所，教室兼作午餐室，我们提供冰箱、微波炉和带座位的桌子。 （理
论时间不允许吃东西）
按摩治疗项目可供学生使用的设备有按摩床、按摩凳、按摩椅、所有乳液和油、教学骨架模型、白板、电
脑和音响设备。在上课的第一天之前，每个学生都将获得上课所需的所有书籍。

残障人士（轮椅通道）：
：
残障人士（轮椅通道）
轮椅或残疾学生目前无法进入学校。

健康和身体注意事项：
：
健康和身体注意事项
一般来说，美容领域的专业人士必须身体健康，因为他/她将与顾客直接接触。在美容领域的大多数方面，
都有大量的长时间站立、行走、推、弯和伸展。一个人在做出涉及广泛身体需求的职业选择时必须考虑他/
她的身体限制。如果这些学生（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或医生）认为他们能够满足培训要求，我们会促进接受
身体受限或残疾的学生。

非歧视声明：
：
非歧视声明
国际美容学院在招生、就业或管理其课程或活动时不因违反《民权法》第六章的种族、宗教、肤色、民族、
性别、年龄或残疾而歧视1964 年，1972 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1975 年年龄
歧视法案，或其他联邦、州或地方法律或行政命令。

性骚扰：
：
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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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美容学院的政策是，对校园的客人或访客或学院社区的任何成员，包括教职员工、学生和学院职位候
选人（无论是个人的性别）将不被容忍。所有管理人员、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将因违反本政策而受到纪律处
分/法律制裁。

非招生声明：
：
非招生声明
国际美容学院不招收已经就读或被另一所提供类似学习计划的学校录取的学生。

奖学金：
：
奖学金
我们学院目前没有机构奖学金计划。

职业咨询：
：
职业咨询
学校根据需要经常为学生单独提供咨询。辅导发生在按计划在入学期间监控学生的进步。定期邀请沙龙老
板和造型师到学校进行示范并与学生讨论职业目标。该活动补充了讲师进行的日常咨询。

入学政策：
：
入学政策
为了有资格进入国际美容学院，所有申请人必须拥有一份他/她的高中文凭、GED 或高中毕业成绩单。对于
拥有外国文凭的学生，其文凭必须由外部机构翻译和认证，至少相当于美国高中文凭。 IBC 不承认有能力
受益 (ATB) 的学生。
从另一所学校转学/180 天后重新入学：如果学生退出课程并在退出后超过 180 天重新进入同一课程，IBC
会将剩余的课程时间视为学生的全部时间程序和学生将被视为转学生。从其他机构转学时数既计入尝试时
数，也计入已完成时数，以确定允许的最大时间框架何时已用完。学生在 IBC 完成的任何剩余时间按小时
收费。

转学政策：
：
转学政策
理发、美容、美容师和美甲申请人转入国际美容学院 (IBC) 将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考虑。如果不能满足包括
学费在内的入学要求，IBC 可以自行决定拒绝转学。 IBC 可以接受将时间转入任何课程。接受转学时数的
确定将基于对个人的技术技能和对课程和主题的知识的检查。
按摩疗法转学时间必须来自 CAMTC 批准的学校。 “根据《教育法》第 100850 条的定义，CAMTC 将考虑在
州高等教育系统的学院或大学完成的最多 125 小时的等效解剖学和生理学、健康和卫生学和/或业务，以
满足CAMTC 认可的学校。”
该机构与任何其他学院或大学没有衔接或转让协议。

先前的体验式学习政策：
：
先前的体验式学习政策
该机构不接受先前的体验式学习。

申诉程序：
：
申诉程序
投诉程序在学生目录中进行了说明，从而确保所有学生都知道如果他们希望随时注册投诉应遵循的步骤。
所有投诉最终解决的证据将保留在学校档案中，以确定该机构投诉的频率、性质和模式。这些信息将用于
评估国际美容学院 (IBC) 的有效性和成果。以下程序概述了投诉流程的具体步骤。
1. 学生应在作为申诉主题的行为发生之日起 7 天内，在 IBC 提供的指定表格上以书面形式登记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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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诉将由管理团队审核，并在收到投诉后 14 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学生发送回复。最初的回应可能不会提
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但会通知学生继续调查和/或针对投诉采取的行动。
3. 如果投诉的性质无法由管理团队解决，将在适用的情况下将其转介给适当的机构。
4. 根据投诉的范围和性质，可能需要与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学生面谈，以最终解决投诉。
5. 在极端冲突的情况下，可能有必要就投诉进行非正式听证会。如有必要，管理层将任命一个听证委员
会，该委员会由学校选出的一名成员组成，该成员没有参与争议，也可能是公司官员，另一名成员可能
与提出投诉的学生或另一名学生无关在校内，以及其他可能不受学校雇用或与学校所有者无关的成员。
听证会将在委员会任命后的 30 天内举行。听证会是非正式的，学生陈述他/她的案件，然后是学校的回
应。听证委员会将被允许向所有相关方提问。在听证会后的 21 天内，委员会将准备一份报告，总结每
位证人的证词和建议的争议解决方案。公司管理层应考虑该报告，并考虑或建议委员会的建议。

学校放假的权利：
：
学校放假的权利
学校保留在其认为必要时放假的权利。但是，此类假期不应计入学生的培训时间，并将其毕业日期延长相
同的时间。
IBC 在周六和周日以及以下假期关闭： 元旦、农历新年、七月四日、感恩节（以及接下来的周五和周六）
和圣诞节。
出于紧急情况或特殊原因，可能会宣布“特殊”假期。所有宗教信仰的假期都受到尊重和允
许。

学生成绩标准：
：
学生成绩标准
标准： 该机构希望所有学生都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
• 在每个评估期结束时保持“C”（70%）或更好的累积学术平均水平。评分必须考虑在理论课考试中
获得的成绩和在实践考试中获得的实际成绩。
•
在任何评估点满足出勤和学业进步的最低要求的学生将被视为在下一次评估之前取得令人满意
的进展。

英语 – As – A- 第二语言：
该机构不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教学语言：
：
教学语言
除理发课程仅以英语授课外，所有课程均以英语或普通话授课。学院要求学生能够读、写和说英
语或普通话，以便参加所有实践和理论课程。

学习课程：
：
学习课程
按摩疗法计划（500
(SCH0146--2)
按摩疗法计划（
500 小时） CAMTC 批准 (SCH0146
500 小时直接/地面按摩疗法计划旨在帮助学生为获得国家认证和按摩疗法有酬就业做好准备 (SOC 31-901
0) 从该计划毕业后。按摩治疗计划的毕业生将准备开展自己的私人诊所，和/或在水疗中心、健康中心、
脊椎治疗室、健身中心以及任何其他认为适合按摩和车身的环境中找到工作。 对于选择参加 MBLEx 的学

生，考试只提供英语，不允许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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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按摩疗法
按摩疗
500 小时
必修课程
必修课
小时

现场

按摩理论

60

讲座
60

按摩实践

178

178

解剖学和生理学实验室

20

20

伦理学

10

运动机能学实验室

30

解剖学和生理学

60

60

禁忌症

35

35

健康与卫生

20

20

商业

15

15

临床实习

72

课程名称
课程名

所需总课时
所需总课

500

实验室
实验

诊所

10
30

72
200

228

72

按摩理论与实践
按摩理论与实践
在这个主题集中，学生通过学习按摩基础、获得基本技能和掌握各种按摩技术，都在现代科学的观点和中
国传统的推拿。有相当多的时间致力于通过动手、课堂应用实践将新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随着学生在课
程中的进步，课程内容的重点是学习当今按摩专业人士经常需要的更专业和更具体的方式。掌握这些先进
技术可以拓宽技能范围，并提高从业者适应客户需求和要求的能力。这些实践课程包括简短的讲座、技术
演示和讲师指导的练习课程，之后学生有机会相互练习。重点放在适当的身体力学、沟通技巧和培养作为
从业者的自我意识上。

解剖学、生理学、运动机能学和禁忌
禁忌症
解剖学、生理学、运动机能学和禁忌
症
为了使按摩和车身具有预期的治疗效果，从业者必须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透彻的了解。在这个主题集中，
学生将熟悉人体，从最表面的层面开始，并继续进入所有身体系统。重点放在外皮（皮肤）、骨骼、肌肉
和神经系统，因为这些是学生将最直接解决的领域。学生还将探索肌肉与人体运动（运动机能学）之间的
关系，并熟练地学习单个肌肉和肌肉群的起源、插入和动作。相当多的课堂时间将用于发展触诊技能和参
与动手训练活动，这将进一步有助于加强对肌肉运动和位置的了解。额外的主题集中将集中在病理学和疾
病的研究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学生将学习识别客户偏离正常健康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并将培
养了解按摩是否指示或禁忌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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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临床实践
学生只有在完成模块 1 的所有课程要求后才开始在按摩和车身学生诊所进行练习。在剩余模块 2、3 和 4
的中点进行额外的诊所参与。学生诊所对学生开放并以非常低的成本向社区提供治疗性按摩课程。学生将
学习如何阅读入学表格并进行健康评估，以及如何在专业水平上与客户打招呼和互动。在诊所的接触使学
生准备好自信地与公众一起工作。学生由现场诊所经理随时监督。在每个诊所日结束时，都会举行有监督
的反馈会议，让学生有机会从分享会议经验中获得宝贵的见解。 60 小时的学生诊所参与是从按摩治疗计
划毕业的要求。

健康与卫生
健康与卫生
学生将学习卫生、卫生、安全和感染控制的标准。

商业与道德
商业与道德
该主题领域将专注于建立成功的、合乎道德的私人诊所的来龙去脉，以及作为受雇的按摩治疗师获得一份
有价值的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学生将了解并检查与客户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进行清晰、准确和有
效的沟通方法的重要性。学生还将学习如何将适当的商业和职业道德应用于他们的按摩实践。课程将侧重
于实践建设，包括营销、客户保留、时间管理、简历写作、面试以及建立一个强大且互惠互利的推荐网络。
由于所有专业按摩治疗师都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学生必须精通专业和道德界限，才能为客户提供安全护理。
该主题集中还将探索客户和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为学生提供所需的沟通技巧和知识库，以便将道德标
准最好地融入商业实践。

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
•
•
•
•
•

按摩疗法技术的基本原理。
处理所有主要经络的技术。
人体解剖学和运动机能学基础。
安全和轻松工作的身体力学。
开始成为按摩治疗师的基本营销和业务管理技能。

按摩治疗计划报告卡：
：
按摩治疗计划报告卡
报告卡将在学生注册 250 小时和完成 500 小时期间两次发给学生。此外，每个学生将被安排由行政人员审
查和评估课程进度。

按摩疗法毕业要求：
按摩疗法毕业要求
当学生完成按摩疗法所需的理论时间和实践操作，GPA（平均绩点）为“C”（70％）或更高时，他/她
将获得文凭证明他/她的毕业典礼。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满意表现
69% - 或以下 F 不及格 – 表现不满意

评分期
250 小时
5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出勤率”和/或从加州按摩治疗委员会批准的学校毕业并不能保证获得 CAMTC 的认证。认证申请者应满
足《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 4600 节等所列的所有要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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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课程（1000
理发课程（1000 小时）
小时）
理发课程包括 1000 小时，涵盖理发的所有阶段，由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员会根据《理发和美容法》
第 7316 条规定。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准备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员会执照考试，并帮助学生获
得美容领域入门级职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是获得理发执照的必要条件。许可证是在加利福尼亚
州作为理发师工作的要求。
获得执照后，毕业生将能够在 理发 (SOC 39-5011) 或相关领域找到工作，并有资格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理发
讲师，或继续其他相关课程，例如美容、美甲或美学家。

科目
技术与实践教学时数
技术与实践教学时
(1) 健康与安全
健康与安
包括有害物质指导、化学品安全、安全数据表、危险化学品防护、防止
化学伤害、健康与安全法律法规、预防传染病等。
包括关于有害物质、基本劳动法以及身体和性侵犯意识的指导。
(2) 消毒/
消毒/卫生包括：
包括有关消毒程序的说明，以保护消费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以及对场所使用的设备进行适当的消毒程序。
(3) 化学头发服务：
包括关于染发、拉直、烫发、漂白、头发分析、易感性和发丝测试、安
全预防措施、配方混合和染料去除剂使用的说明。

100 小时

100 小时

300 小时

(4) 发型设计服务：
发型设计服务
包括关于整理、吹干、清洁、卷发、修整、头发分析、洗发、烫发和非
化学拉直和剪发的指导，包括使用剪刀、剃须刀、电推剪和修剪器，和
打薄剪，用于湿式和干式切割。

300 小时

(5) 剃须和修剪胡须：
剃须和修剪胡须
准备客户的头发以进行剃须、评估客户的皮肤状况、执行剃须技术、在

200 小
时

面部服务后使用须后防腐剂、按摩客户的面部、滚动奶油按摩。

参加理发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应包括 1000 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部规定的实际操作。
技术指导是指通过演示、讲座、课堂参与或考试进行的指导。实际操作是指学生对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的
完整服务的实际表现。

教育目标：
：
教育目标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 获得规范加州已建立的美容实践的法律和规则的知识。
• 获得与头发和皮肤所有阶段相关的卫生和消毒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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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与理发相关的一般理论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理论。
• 理发行业通用的经营管理技巧 需要培养的

技能：
技能：
• 了解与所有理发服务相关的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 在完成所有服务之前获取分析头皮和面部的知识，以确定任何疾病。
• 将学习用于执行所有理发服务的程序和术语。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能力：
：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能力
•
•
•
•

能够欣赏理发师共同的良好做工。
对公众和同事保持积极的态度。
欣赏诚实和正直。
在与顾客和同事打交道时人格得到改善。

课程内容：
根据《理发和美容法》第 7316 条，理发课程的课程包括 1000 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实践操作，涵盖构成美
容艺术的所有实践。美容指导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必须参加理发科学的课堂教学。这种技术指导应通过演示、讲授、课堂参与和考试来完成。这包
括适用于行业的材料器具和设备的介绍、演示和应用。重点是公认的基本程序及其执行，以及接触当前和
程式化趋势、时尚、技术以及与程序的偏差和/或变化的机会。
每个学生必须通过包含加利福尼亚州委员会课程的最终测试（准确率在 70% 以内）。
2）。培训理发所需的所有操作技能的实践机会。为此，实际操作是由学生在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上进行的
完整服务的实践培训。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相关性将加速学习过程，并有助于减轻掌握理发技能时遇到的困
难。顺序评估将确定进展并揭示需要额外帮助的缺陷。
3）。在美容文化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融合了兴趣、动机、培训和知识，使学生有资格获得理发执照。美容
局和理发局总共需要 1000 小时。
4）。实施一门学习课程，在规定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为学生在理发领域的职位做好充分准备
5)。根据理发和美容委员会的规定，学生在接受每门课程规定的总培训时间的 10% 之前不得为客户工作。

理发报告卡：
：
理发报告卡
报告卡将在注册期间在 300、600、1000 预定时间向学生发放四次。学生也将被安排由行政人员进行理发
审查和课程进度评估。

理发课程毕业要求：
理发课程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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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生完成理发所需的理论时间和实际操作，GPA（平均绩点）为“C”（70%）或更高时，他/她将获得证
书证明他/她毕业。协助学生完成必要的文件，以提交相应的理发和美容考试委员会。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表现令人满意
69% - 或以下 F 不及格 – 不满意表演

评分周期
300 小时
600 小时
10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70

理发课程许可要求：
：
理发课程许可要求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岁并已完成 10 年级。只有在学生成功完成并从上述理发课程毕业并以 75% 的总体平
均成绩通过理发州委员会考试后，加利福尼亚州才会授予理发执照。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理发师、发型师、色彩设计师、水疗中心总监、沙龙管理、产品培训师、沙龙/水疗培训师、产品供应商代
表、展会销售代表以及更多职业。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或工资率。但是，学生每年可以赚取 30,000 美元，具体取决于地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

理发课程（1000
理发课程（
1000 小时）
小时）
理发课程包括 1000 小时，涵盖理发的所有阶段，由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员会根据《理发和美容法》
第 7316 条规定。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准备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员会执照考试，并帮助学生获
得美容领域入门级职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是获得理发执照的必要条件。许可证是在加利福尼亚
州作为理发师工作的要求。
获得执照后，毕业生将能够在 理发 (SOC 39-5011) 或相关领域找到工作，并有资格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理发
讲师，或继续其他相关课程，例如美容、美甲或美学家。

科目

技术与实践教学时数
技术与实践教学时

(1) 健康与安全
健康与安
包括有害物质指导、化学品安全、安全数据表、危险化学品防护、防
止化学伤害、健康与安全法律法规、预防传染病等。

100 小时

包括关于有害物质、基本劳动法以及身体和性侵犯意识的指导。
(2) 消毒/
消毒/卫生包括：
包括有关消毒程序的说明，以保护消费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健康和安
全，以及对场所使用的设备进行适当的消毒程序。

1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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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学头发服务：
包括关于染发、拉直、烫发、漂白、头发分析、易感性和发丝测试、
安全预防措施、配方混合和染料去除剂使用的说明。

300 小时

(4) 发型设计服务：
发型设计服务
包括关于整理、吹干、清洁、卷发、修整、头发分析、洗发、烫发和
非化学拉直和剪发的指导，包括使用剪刀、剃须刀、电推剪和修剪
器，和打薄剪，用于湿式和干式切割。

300 小时

(5) 剃须和修剪胡须：
剃须和修剪胡须
准备客户的头发以进行剃须、评估客户的皮肤状况、执行剃须技术、

200 小
时

在面部服务后使用须后防腐剂、按摩客户的面部、滚动奶油按摩。

参加理发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应包括 1000 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部规定的实际操作。
技术指导是指通过演示、讲座、课堂参与或考试进行的指导。实际操作是指学生对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的
完整服务的实际表现。

教育目标：
：
教育目标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 获得规范加州已建立的美容实践的法律和规则的知识。
• 获得与头发和皮肤所有阶段相关的卫生和消毒知识。
•

获得与理发相关的一般理论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理论。
• 理发行业通用的经营管理技巧 需要培养的

技能：
技能：
• 了解与所有理发服务相关的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 在完成所有服务之前获取分析头皮和面部的知识，以确定任何疾病。
• 将学习用于执行所有理发服务的程序和术语。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能力：
：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能力
•
•
•
•

能够欣赏理发师共同的良好做工。
对公众和同事保持积极的态度。
欣赏诚实和正直。
在与顾客和同事打交道时人格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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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根据《理发和美容法》第 7316 条，理发课程的课程包括 1000 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实践操作，涵盖构成美
容艺术的所有实践。美容指导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必须参加理发科学的课堂教学。这种技术指导应通过演示、讲授、课堂参与和考试来完成。这包
括适用于行业的材料器具和设备的介绍、演示和应用。重点是公认的基本程序及其执行，以及接触当前和
程式化趋势、时尚、技术以及与程序的偏差和/或变化的机会。
每个学生必须通过包含加利福尼亚州委员会课程的最终测试（准确率在 70% 以内）。
2）。培训理发所需的所有操作技能的实践机会。为此，实际操作是由学生在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上进行的
完整服务的实践培训。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相关性将加速学习过程，并有助于减轻掌握理发技能时遇到的困
难。顺序评估将确定进展并揭示需要额外帮助的缺陷。
3）。在美容文化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融合了兴趣、动机、培训和知识，使学生有资格获得理发执照。美容
局和理发局总共需要 1000 小时。
4）。实施一门学习课程，在规定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为学生在理发领域的职位做好充分准备
5)。根据理发和美容委员会的规定，学生在接受每门课程规定的总培训时间的 10% 之前不得为客户工作。

理发报告卡：
：
理发报告卡
报告卡将在注册期间在 300、600、1000 预定时间向学生发放四次。学生也将被安排由行政人员进行理发
审查和课程进度评估。

理发课程毕业要求：
：
理发课程毕业要求
当学生完成理发所需的理论时间和实际操作，GPA（平均绩点）为“C”（70%）或更高时，他/她将获得证
书证明他/她毕业。协助学生完成必要的文件，以提交相应的理发和美容考试委员会。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表现令人满意
69% - 或以下 F 不及格 – 不满意表演

评分周期
300 小时
600 小时
10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70

理发课程许可要求：
：
理发课程许可要求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岁并已完成 10 年级。只有在学生成功完成并从上述理发课程毕业并以 75% 的总体平
均成绩通过理发州委员会考试后，加利福尼亚州才会授予理发执照。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理发师、发型师、色彩设计师、水疗中心总监、沙龙管理、产品培训师、沙龙/水疗培训师、产品供应商代
表、展会销售代表以及更多职业。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或工资率。但是，学生每年可以赚取 30,000 美元，具体取决于地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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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课程（1000
美容课程（1000 小时）
小时）
美容课程包括 1000 小时，涵盖美容、皮肤护理、修指甲和修脚的所有阶段由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
员会根据《理发和美容法》第 7316 条规定。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准备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委员
会执照考试，并帮助学生获得美容领域入门级职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是获得美容执照的必要条
件。执照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容师工作的必要条件。
获得执照后，美容师 (SOC 39-5010) 将能够在美容院或相关领域找到工作，并有资格继续接受教育成为美
容讲师，或继续其他相关课程，例如理发、美甲或美容师。
参加美容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将是 1000 小时的实践培训和技术指导，涵盖行业的各个方面。以下是加利福
尼亚州规定的最低教学时数：

主题

技术和实践
教学时数
教学时

(1) 健康和安全
健康和安
包括关于危险物质、化学安全、安全数据表、危险化学品防护、防止化学伤
害、健康的指导安全法律法规，预防传染病。

100 小时

包括关于有害物质、基本劳动法以及身体和性侵犯意识的指导。
(2) 消毒/
消毒/卫生包括：
包括有关消毒程序的说明，以保护消费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对
场所使用的设备进行适当的消毒程序。

100 小时

(3) 化学头发服务：
包括关于染发、拉直、烫发、漂白、头发分析、易感性和发丝测试、安全预防
措施、配方混合和染料去除剂使用的说明。

250 小时

(4) 发型设计服务：
发型设计服务
包括关于整理、吹干、清洁、卷发、修整、头发分析、洗发、烫发和非化学拉
直和剪发的指导，包括使用剪刀、剃须刀、电推剪和修剪器，和打薄剪，用于
湿式和干式切割。

250 小时

(5) 皮肤护理：
皮肤护理
包括化学和手动面部护理以及使用手、美容设备、化妆品、防腐剂、乳液按
摩、刺激、去角质、清洁或美化面部、头皮、颈部或身体的指导、补品或不会
导致活组织消融或破坏的乳膏。

15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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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脱毛和睫毛和眉毛美化：
脱毛和睫毛和眉毛美化
包括对睫毛和眉毛进行染色和烫发以及为任何人涂抹睫毛的指导，包括使用脱
毛剂、镊子、糖化剂、非处方药从任何人身上去除多余的毛发化学品或打蜡，
或使用任何类型或描述的设备和器具，但使用通常称为射线的激光或光波除
外。

50 小
时

(7) 美甲和修脚：
包括水和油美甲、手部和手臂按摩、足部和脚踝按摩、指甲分析和人造指甲服
务的指导，包括但不限于丙烯酸、液体和粉末刷子，浸，技巧，包裹和修
理。

100 小时

参加美容师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应包括 1000 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
容部规定的实际操作。技术指导是指通过演示、讲座、课堂参与或考试进行的指导。实际操作是指学生对
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的完整服务的实际表现。

教育目标：
：
教育目标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
•
•
•

获得规范加州已建立的美容实践的法律和规则的知识。
获得与头发、皮肤和指甲所有阶段相关的卫生和消毒知识。
获得与美容相关的一般理论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理论。
美容学通用的商业管理技术

待开发
待开发
•
•
•
•
•
•

的技能：学习正确使用与所有美容服务相关的工具。
在完成所有服务之前获取分析头皮、面部和手部的知识，以确定任何疾病。
将学习在执行所有美容服务中使用的程序和术语。
将学习白天和晚上化妆的应用，包括假睫毛的应用。
将学习修指甲的正确程序，包括水和油修指甲和修脚。
将学习刷上指甲、指甲套和指甲尖的应用。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
：

•
•
•
•

能够欣赏美容学常见的良好工艺。
对公众和同事保持积极的态度。
欣赏诚实和正直。
在与顾客和同事打交道时人格得到改善。

18 | Page
International Beauty College (IBC) - Catalog 2022 – BARBERING – COSMETOLOGY – ESTHETICIAN – MANICURE – MASSAGE THERAPY

国际美容学院目录 2019
波尔克街 1224 号。 San Francisco, CA 94109 - 电话 (415) 931-6333 • 传真 (415) 936-3628
www.international-beauty-college.com

19 | 页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美容课程的课程包括 1000 个时钟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实践操作，涵盖了根据《理发和美
容法》第 7316 条构成美容艺术的所有实践。美容指导计划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必须参加美容科学的课堂教学。这种技术指导应通过演示、讲授、课堂参与和考试来完成。这包
括适用于行业的材料器具和设备的介绍、演示和应用。重点是公认的基本程序及其执行，以及接触当前和
程式化趋势、时尚、技术以及与程序的偏差和/或变化的机会。
每个学生必须通过包含加利福尼亚州委员会课程的最终测试（准确率在 70% 以内）。
2）。培训美容所需的所有操作技能的实践机会。为此，实际操作是由学生在另一个人或人体模型上进行的
完整服务的实践培训。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关联将加速学习过程，并有助于减轻掌握美容技能时遇到的
困难。顺序评估将确定进展并揭示需要额外帮助的缺陷。
3）。在美容文化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融合了兴趣、动机、培训和知识，使学生有资格获得美容执照。美容
局和理发局总共需要 1,600 小时。
4）。实施一门课程，在规定的规定时间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为学生在美容领域的职位做好充分准备。
5）。根据美容局和理发局的规定，学生在获得每门课程规定的总培训时间的 10% 之前不得为客户工作。

美容成绩单：
：
美容成绩单
成绩单将在入学期间在 300、600、1000 预定时间向学生发放四次。学生也将被安排由行政人员进行美容
审查和课程进度评估。

美容课程毕业要求：
：
美容课程毕业要求
当学生完成美容所需的理论学时和实践操作，GPA（平均绩点）达到“C”（70%）或更高时，他/她将获得
文凭证明他/她毕业。协助学生完成必要的文件，以提交相应的理发和美容考试委员会。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表现令人满意
69% - 或以下 F 不及格 – 不满意表现

分周期
300 小时
600 小时
10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70

美容课程许可要求：
：
美容课程许可要求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岁并已完成 10 年级。只有在学生成功完成并从上述美容课程毕业并以 75% 的总体平
均成绩通过美容州委员会考试后，加利福尼亚州才会授予美容执照。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发型师、色彩设计师、化妆师、美甲师、美容师、水疗
总监、沙龙管理、产品培训师、沙龙/水疗培训师、产品供应商代表、展会销售代表、和更多的职业..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或工资率。然而，一个学生每年可以赚 30,000 美元，具体取决于

地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地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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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师课程（600
美容师课程（600 小时）
小时）
美容师课程提供 600 小时的皮肤护理培训。主题通过讲座、演示和互动学生参与的方式呈现。完成并通过
州考试后，您将准备好成为一名有执照的美容师 (SOC 39-5094)。
修读美学课程的学生的课程将是 600 小时的实践培训和技术指导，涵盖行业的各个方面。以下是加利福尼
亚州规定的最低教学时间：

最少
技术指导

主题

最少学时
实际操作

美容法/法律法规

10

美容化学

10

健康和安全注意事项

40

电力

10

消毒和卫生

10

细菌学、解剖学和生理学

15

面部手册

20

40

面部电气

30

60

化学面部/ Skin Peel, Masks.etc

20

40

（打蜡、脱毛）

25

50

化妆 / 睫毛应用

20

40

准备
额外培训（客户咨询、客户记录保存、水疗技能、商业技能。CPR/AED）

15

10

教学技巧方法：
：
教学技巧方法
学生需要定期参加理论课（讲座），完成教科书指定的章节，并在他人或人体模型上进行实际操作（服
务）。学生必须以 70% (C) 或更高的平均成绩参加并通过指定的考试。学生将学习进行面部护理的技术和
方法，包括电动和手动正确化妆技术、脱毛技术、安全和卫生要求、接待台职责、专业精神、个人美容道
德、职业着装、雇主-雇员关系、个人和商业道德，以及客户关系和沟通技巧。
在学生实际执行客户服务（实际操作）之前，将向学生提供每项技能的技术指导。在我们学校就读的学生
在完成大一的培训和指导之前，不得在赞助人支付服务费的情况下工作。新生期应为本课程规定的总培训
时间的 10%。

每个教学单元分为（6
每个教学单元分为（6）六个教学层次：
）六个教学层次
•
•
•
•
•
•

理论课（讲座和演示）
理论测试（书面和口头）
实际操作演示
对人体模型或其他人的实际操作 对
另一个人进行的完整操作
绩效评估（进度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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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师成绩单：
：
美容师成绩单
成绩单将在入学期间发给学生两次：在 300 小时和完成 600 小时。此外，每个学生还将安排由行政人员审
查和评估课程进度。

美容师课程毕业要求：
：
美容师课程毕业要求
当学生完成美容师所需的理论课时和实践操作，且GPA（平均绩点）达到“C”（70%）或更高时，将获得毕
业证书，证明他/她毕业。协助学生完成必要的文件，以提交相应的理发和美容考试委员会。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表现令人满意
69% - 或低于 F 不及格 - 不令人满意的表现

评分期
300 小时
6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美容师课程许可要求：
：
美容师课程许可要求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岁并已完成 10 年级。只有在学生成功完成并从上述美容师课程毕业并以 75% 的总体
平均成绩通过美容师州委员会考试后，加利福尼亚州才会授予美容师执照。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美容师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化妆师、美甲师、水疗美容师、水疗总监、沙龙管理、产品培训师、沙龙/水疗培训师、产品供应商代表、
展会销售代表、
产品/设备演示员。医学美容师、皮肤科医生或整形外科医生的助理。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或工资率。然而，一个学生每年可以赚 30,000 美元，具体取决于

地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地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

美甲课程：（400
美甲课程：（400 小时）
小时）

课程说明：
：
课程说明
修指甲课程由 400 个时钟小时组成，涵盖了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局根据《理发
和美容法》第 7316 条规定的所有修指甲和修脚阶段。该课程旨在让学生准备好获得指甲护理领域入门级
职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局执照考试。通过考试是获得美甲执照的必要条
件。的一项要求 (SOC 39-5092) 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

课程形式：
：
课程形式
修指甲课程的学生课程应包括 400 个时钟小时的技术指导和国家理发和美容局规定
的实际操作。技术指导是指通过演示、讲座、课堂参与或考试进行的指导。实际操作是指学生对另一个人
或人体模型的完整服务的实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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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
•
•
•

了解规范加州美容机构实践的法律和规则。
了解灭菌程序。
获得与修指甲相关的一般理论知识，包括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与所执行的实际程序相关的理论。
掌握美甲常见的商业管理技术。

需要培养的技能：
需要培养的技能：
•
•
•
•

使用与所有修指甲、修脚和人造指甲相关的适当工具。
发展知识以识别各种皮肤状况和疾病。
获得有关修指甲和修脚的实用知识。
发展使用美甲、修脚和人造指甲的安全预防措施知识。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赏
赏
待培养的态度和欣
•
•
•
•

能力 能够欣赏美甲常见的良好工艺。
对公众和同事保持积极的态度。
欣赏诚实和正直。
在与顾客和同事打交道时人格得到改善。

课程安排和内容：
课程安排和内容：
修指甲课程的学生课程将是 400 小时的实践培训和技术指导，涵盖行业的各个方面。以下是加利福尼亚州
规定的最低学时：

主题

最低
技术指导

最低学时
实践操作

美容法/法律、规则和法规

10

美容化学

10

健康和安全

25

消毒/卫生

20

10

细菌学、解剖学和生理学
水/油修指甲

10
30

30

完整修脚

30

30

丙烯酸：液体和粉末刷上

15

80 (指甲)

人造指甲尖

10

60 （指甲）

5

40 （钉子）

指甲包裹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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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技巧和方法：
教学技巧和方法：
学生应定期参加理论课（讲座），阅读教科书的指定章节，对他人或人体模型进行实际操作（服务），并
以平均成绩通过指定考试70% (C) 或更高。学生将学习进行修指甲和修脚指甲包裹和修复的技术和方法、
丙烯酸指甲的应用、指甲尖的应用、安全和卫生要求、前台职责、专业精神、道德规范、个人仪容仪表、
着装规范、雇主-雇员关系、个人和商业道德、客户关系和沟通技巧。在学生实际执行客户服务（实际操作）
之前，将向学生提供每项技能的技术指导。根据美容局和理发局的规定，学生在获得每门课程总培训时间
的 10% 之前不得为客户工作。
在学生实际执行客户服务（实际操作）之前，将向学生提供每项技能的技术指导。在我们学校就读的学生
在完成大一的培训和指导之前，不得在赞助人支付服务费的情况下工作。新生期应为本课程规定的总培训
时间的 10%。

每个教学单元分为六个教学层次：
：
每个教学单元分为六个教学层次
•
•
•
•
•
•

理论课（讲座和演示）
理论测试（书面和口头）
实际操作演示
对人体模型或其他人的实际操作 对
另一个人进行的完整操作
绩效评估（进度评估）

美甲报告卡：
：
美甲报告卡
在学生注册 200 小时和完成 400 小时期间，将向学生发放两次成绩单。此外，每个学生将被安排由行政人
员审查和评估课程进度。

美甲课程毕业要求：
：
美甲课程毕业要求
当学生完成美甲所需的理论课时和实际操作，GPA（平均绩点）达到“C”（70%）或更高时，他/她将获得
证书证明他/她毕业。协助学生完成必要的文件，以提交相应的理发和美容考试委员会。
评分标准
100% - 90% A 优秀表现
89% - 80% B 高于平均表现
79% - 70% C 表现令人满意
69% - 或低于 F 不及格 - 不令人满意的表现

评分周期
200 小时
400 小时

最低平均成绩
最低平均成绩
70
70

修指甲课程许可要求：
：
修指甲课程许可要求
申请人必须年满 17 岁并已完成 10 年级。只有在学生成功完成并从上述美甲课程毕业并以 75% 的总体平
均成绩通过州委员会考试后，加利福尼亚州才会授予美甲执照。

美甲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美甲的职业机会包括但不限于*：
足科医生办公室的美甲师/足疗师、水疗/沙龙美甲师、前台、水疗总监美容师、水疗总监、沙龙管理、产
品培训师、沙龙/水疗培训师、产品供应商代表、展会销售代表、行业记者/撰稿人和产品/设备演示者。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
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毕业后的就业和//或工资率。但是，学生每年可以赚取 30,000 美元，具体取决于地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点（来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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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率、迟到、辍学和缺勤情况、政策：
出勤率、迟到、辍学和缺勤情况、政策：
出勤政策：
出勤政策：
课程从上午 9:00 到 5:30周一至周五下午。我们在以下节假日休息：
新年、农历新年、七月四日、感
恩节（以及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和圣诞节。出于紧急情况或特殊原因，可能会宣布“特殊”假期。
恩节（以及接下来的星期五和星期六）和圣诞节
所有宗教信仰的假期都受到尊重和允许。
学生应每天参加，并允许有两周的紧急情况。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如果学生缺课超过 30 天，他/她将被退学。
如果有计划外的停课，学生将收到电话通知。

出勤状况：
出勤状况：
学生可以在学年的任何一天申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课程。全日制学生每周必须参加至少 30 个时钟小时。
兼职注册被定义为每周 25 小时。新课程每周一开始。
按摩治疗计划的学生必须参加所有课程

迟到政策：
迟到政策：
鼓励学生通过定期参加预定的培训课程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教育机会。除非学生提前通知导师，否则
不接受迟到。学生每周可以迟到 1 次，每周迟到 1 次以上将导致书面警告。三次书面警告后，学生将被停
学一周。

政策：
政策
：
任何缺勤都将得到医生证明。学生必须参加至少 85% 的累计学时，以保持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并在允许的
最大时间范围内毕业。

补课政策：
补课政策：
知道自己将错过书面和/或实践测验或测试的学生可以提前补课以获得全额学分。学生有责任与他们的导师
协调时间，这可能会超出他们正常安排的时间。笔试和/或实践考试当天缺席的学生可以在 3 个教学日内
参加测验/测试。不遵守补课政策将导致分值减少 30%。
按摩治疗计划 错过 1 至 3 节课的学生必须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补课：在下一次安排的课程中重复错过
的课程，或支付每小时 70 美元的额外费用与讲师一起参加私人辅导。如果学生错过了 4 节课，学生将自
动被停学，并且必须重新从头开始学习该课程。实际临床时间只能通过安排与讲师或管理员的补课日期来
弥补，不能使用作业或无人监督的临床实践来弥补。

退学和课程未完成：
退学和课程未完成：
任何退学或未能完成培训的学生都将在他们的档案中收到关于退学时进度的正式通知。从 LOA 中返回后，
学生将使用以后的程序重新开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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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假：
请假
：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学生向国际美容学院 (IBC) 提出请假申请。授权请假 (LOA) 是学生学习计划的暂时中
断。 LOA 是指学生不在课程期间的特定时间段。如果学生仅在机构安排的休息时间不出席，则不需要 LO
A。但是，在 LOA 期间可能会发生预定的休息时间。 LOA 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能被视为学生教育的暂时中
断，而不是被视为要求学院进行退款计算的退学。
为了使 LOA 有资格成为批准的 LOA：
1. 所有请假申请必须提前以书面形式提交，包括学生申请的原因，并包括学生签名。
一个。除非不可预见的情况阻止学生这样做，否则学生必须提前申请 LOA。例如，如果学生在车祸中受
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恢复，然后才能返回学院，学生将无法提前申请 LOA。
湾。如果学院记录其决定的原因并在以后收集学生的请求，IBC 可能会向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而未在 LO
A 之前提供请求的学生授予 LOA。在此示例中，批准的 LOA 的开始日期将由学院确定为学生因事故无
法参加学院的第一个日期。
2. 请假申请流程
：如果学生遇到需要请假的情况，他/她必须填写在管理员办公室找到的请假表格。
湾。请假申请表必须在请假开始日期之前提交给管理员。
一世。所有请假申请都应附有支持 LOA 必要性的文件。文件必须在请求后 14 天内提供。
ii.由于本政策涵盖的 LOA 类型不同，可以通过多种来源提供对 LOA 需求的验证。
示例：法庭命令学生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庭文件、入职或长期部署的军事命令；住宅或其他财产
的重大持续损失或损坏的保险文件；医疗或残疾的医生文件；当地社会福利、受害者援助团体
或提供支持服务的教会认证。
C。不遵守程序的学生将不会获得 LOA，并应按计划上学。
d。不可预见和/或情有可原的情况可能会为学生提供在休假开始日期之后提交 LOA 请求的机会。只有当
学生在请求开始日期的 7 天内传达了阻碍情况时，才会例外。
e. IBC 保留要求外部来源提供额外文件以证实 LOA 请求的权利。
3. 作为批准学生 LOA 请求的条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即学生将从 LOA 中返回。
4. 所有 LOA 请求均需经管理员批准。如果学生的 LOA 未获批准，则该学生被视为已退学并适用退款要
求。
5. IBC 不得因 LOA 向学生评估任何额外的机构费用。
6. LOA 必须至少为 10 个日历日且不超过 90 个日历日。 LOA 连同任何额外的请假在任何 12 个月期间不得
超过 180 天。
7. 获得符合这些条件的 LOA 的学生不被视为退学，届时无需计算退款。
8. IBC 应将学生的最长期限和合同注册期限延长与 LOA 中相同的天数。合同期限的变更应记录在入学协议附
录中，该附录必须由学生和学院的授权代表签署并注明日期。
9. 如果学生在批准的 LOA 期满后没有从他/她的休假中返回或打电话，则该学生将被视为终止。用于计算退
款的退学日期是学生的最后一天出勤，出勤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酗酒和吸毒：
：
酗酒和吸毒
国际美容学院不允许在校内酗酒和吸毒。谈论或发现受到酒精或药物影响的学生将被转介至：

ALCOHOLICS ANONYMOUS FELLOWSHIPS
1821 Sacramento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415)674--1821
电话。 (41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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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
安置：
学院不保证任何学生的安置。但是，向毕业生提供有限的就业安置援助，不收取额外费用。毕业后，学生
的姓名将记录在安置登记簿中，以供后续处理。加利福尼亚州理发和美容局执照考试的结果记录为通过或
未通过。鼓励未通过考试的学生返回学院寻求帮助和指导，以帮助他们随后尝试通过考试。通过查看寻找
员工的沙龙列表、他们的工作要求、薪水和其他相关信息来提供安置帮助。学生被转介到面试，这些面试
的结果记录在安置登记簿中。学校可应要求向准学生展示此注册表。

(SAP)：
：
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政策 (SAP)
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政策始终适用于在校注册的所有学生。它印在目录中，以确保所有学生在入学前都收
到一份副本。该政策符合美国教育部制定的联邦法规的指导方针。
评估期
所有学生都被评估为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如下：
美容
300, 600, 1000 预定小时
理发
300, 600, 1000 预定小时
美容师
300, 600 预定小时
按摩
250, 500 预定小时
美甲
200, 400 预定小时
所有学生接受在上述评估期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展报告。

*转学生：合同时间或既定评估期的中点，以先到者为准。
评估将确定学生是否达到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的最低要求。评估的频率可确保学生在课程中点之前至少接
受过一次评估。满足最低要求的学生被认为在下一次预定评估之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

出勤进度评估
所有学生都必须根据适用的出勤时间表至少出勤 67% 的时间，才能被视为保持令人满意的出勤进度。在每
个评估期结束时进行评估，以确定学生是否满足最低要求。出勤率是通过将累计的总小时数除以计划的总
小时数来确定的。在每个评估期结束时，学校将确定学生自课程开始以来是否保持至少 67% 的累积出勤
率，这表明在相同出勤率的情况下，学生将在允许的最大时间范围内毕业。

时间
最长时限 允许学生以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完成每门课程的最长时间（不超过课程长度的 150%）如下：

课程
长

最
预定时间

美容 - 1000 小时
次理发 - 1000 小时
美容师 - 600 小时

1500
1500 名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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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摩 - 500 小时
美甲 - 400 小时

750
600

需要少于全部课程要求的转学生所允许的最长时间将根据预定时间的 67% 确定。
未在最长期限内完成课程的学生可以以现金支付的方式继续作为学院的学生。

学生进步评估：
：
学生进步评估
用于确定学业进步的定性要素是由指定的学业学习确定的合理等级系统。学生被分配学术学习和最少数量
的实践经验。在每个学习单元之后评估学术学习。实际作业被评估为已完成，只有在被评为满意或更好时
才计入课程完成。未达到满意要求的，不予计算，必须重复执行。学习期间至少进行两次综合实践技能评
估。实践技能按照文本程序进行评估，并在学校采用的实践技能评估标准中规定。学生必须保持 70% 的书
面平均成绩，并在毕业前通过最终的笔试和实践考试。学生必须弥补失败或错过的测试以及未完成的作业。
根据以下等级考虑数字等级：
A- 100%-90%
A - 优秀
B- 89%-80%
B – 非常好
C- 79%-70%
C - 满意
D- 69%-60%
D –不满意 - 需要改进
59% - 低于
F - 未能

确定进度状态
确定进度状态
在评估点达到学术和出勤率的最低要求的学生被认为在下一次预定评估之前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
学生将在每次评估时收到一份他们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决定的硬拷贝。

警告
未能达到出勤率或学业进步最低要求的学生将被置于警告处，并被视为在警告期内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
步。学生将被书面告知在下一次评估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所需的行动。如果在警告期结束时，学生
仍然没有达到出勤和学术要求，他/她可能会被留校察看。
缓刑
如果学生在警告期后未能达到出勤或学业进步的最低要求，将被置于试用期，并被视为在试用期内取得令
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如果学生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并且上诉胜诉。此外，只有
在评估期结束时能够达到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政策标准的学生才可能被置于试用期。被安排在学业计划中
的学生必须能够在下一个评估期结束时满足学业计划中规定的要求。根据他们的具体学业计划取得进展的
学生将被视为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展。学生将被书面告知在下一次评估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所需
的行动。如果在试用期结束时，学生仍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或学业计划所要求的出勤率和学业
要求，他/她将被确定为学业进展不理想。
进步
重新建立令人满意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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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课程未完成、退学
中断、课程未完成、退学
如果因请假而暂时中断入学，学生将以与请假前相同的进度状态返回学校。休学期间的小时数将延长学
生的合同期限和最长时限，延长休学天数，并且不计入学生的累计出勤率计算中。在课程完成前退学并希
望重新注册的学生将返回与退学时相同的令人满意的进度状态。
上诉程序
如果确定学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学生可以在十个日历日内对该决定提出上诉。学生可能对负
面进展决定提出上诉的原因包括亲属死亡、学生受伤或生病，或任何其他允许的特殊或减轻处罚的情况。
学生必须提交一份 在指定表格上向学校提出书面上诉，说明他们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标准的原
因，以及应撤销决定的原因的支持文件。此信息应包括学生情况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使他们能够在下一个
评估点之前取得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将审查上诉文件，并在 30 个日历日内做出决定并报告给学生。上
诉和决定文件将保留在学生档案中。如果学生在上诉中胜诉，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决定将被撤销。
非
学分、补习课程、重复 非学分、补习课程和重复课程不适用于本机构。因此，这些项目对学校令人满意的
学业进步政策没有影响。
转学
时数 关于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学生的转学时数将被计为尝试和获得的学时，以确定允许的最大时间框架
何时用尽。令人满意的学业进步评估期基于学院的实际合同工时。

行为：
行为：
学生应以礼貌和专业的方式对待同学、教师、学校工作人员和顾客。未能达到这些期望的学生可能会受到
纪律处分和/或被国际美容学院开除。因不可接受的行为而被开除的学生只能由国际美容学院管理部门自行
决定重新录取。

学生规章制度和纪律处分：
：
学生规章制度和纪律处分
立即退学（终止）
立即退学（终止）
• 盗窃
• 对学校造成极端或故意破坏。
• 在学校使用毒品或酒精。
• 对另一个人的身体虐待。
• 更改或伪造考勤卡。
以下情况可能会导致停学 （一天到两周）
• 未经教师许可离开学校 需要
• 时没有适当的设备。
• 使用粗俗语言、种族、种族或性诽谤。
• 拒绝担任任务、赞助人或其他方式。
• 在校内使用手机。
• 未能按时打卡或打卡。
• 不遵守卫生规章制度。
• 需要时没有适当的设备。
• 未能清理工作区域或执行指定的清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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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时间表：
：
付款时间表
可以通过招生办公室提供学费付款时间表。必须在指示发生前支付每周/每月付款。学生套件和制服必须在
分发时全额支付。学生无需额外学费即可使用设备；但是，学生的过错造成的损坏或盗窃将导致设备更换
费用。

付款方式：
：
付款方式
国际美容学院接受现金、借记卡/信用卡、汇票或支票作为欠学校的款项。

学费和费用表：
学费和费用表：
学费
还

课

500

疗
时

发
1000 时
1000 时
学家
600 时
甲
400 时

$ 7,500.00

图书
（ 可 还）

设备
（ 可 还）

STRF

册
（ 可 还）

(

可 还）

总费 为
个节

$300.00

$200

$100.00

$0

$ 8,100.00

$300.00

$500.00

$100.00

$0

$ 12,900.00

$300.00

$500.00

$100.00

$0

$ 5,900.00

$300.00

$300.00

$100.00

$0

$ 2,900.00

$300.00

$300.00

$100.00

$0

$ 12,000.0
0
$ 12,000.0
0

$ 12,900.00

$ 6,600.00
$ 3,600.00

的总费用相当于成本整个节目，由于节目的长度。

。
费用 所有学生必须在上课的第一天之前支付第一期的学费、注册费、设备、用品、书籍、实验服和 STRF
IBC 不预先收取总学费，您将需要在每个付款期开始之前分两次或四次支付学费。付款期限如下：

计划500
500个
疗 计划
500
个 时
时期1-1 时-250HR
时期2- 251hr251hr-500HR

发1000hrs
时期1-1 时-300hr
300hr
时期2- 301hr
301hrhr-60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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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3- 601hr01hr-1000hr

1000hrs
时期1-1 时-300hr
300hr
时期2- 301hr
301hrhr 600 时
时期3- 601hr01hr-1000hr

600个
师600
个 时
时期1-1 时-300HR
时期2- 301hr301hr-600hr

甲400
甲
400 时
期间1-1 时-200HR
时期2- 201hr201hr-400HR

示例图表基于定义为 26 周内 900 个时钟小时的学年
个时钟小时的学年

课程

第一个付款期
第一个付款

第二个付款期
第二个付款

第三个付款期
第三个付款

第四个付款期
第四个付款

要求

小时

周

小时

周

小时

周

小时

周

301-600

1-300

1-10

理发

11- 20

601-1000

21-36

n/a

n/a

美容

1-3000

1-10

301-600

11-20

601-1000

21-36

n/a

n/a

美容师

1-300

1-13

301-600

11- 20

n/a

n/a

n/a

n/a

美甲

1-200

1-7

201-400

8-14

n/a

n/a

n/a

n/a

1-9 251-500 10 -17
n/a
n/a
n/a
n/a
按摩疗法 1-250
个付款期；在其他课程中，有四（44）门。每个时期的
*每门课程的小时数不同。在某些课程中，有两 (2) 个付款期；在其他课程中，有四（
欠款是每小时费率乘以每个时期的小时数。
欠款是每小时费率乘以每个时期的小时数
。
*教程的额外费用为每小时 70 美元。
美元。

来自其他国家
家
来自其他国
的学生：学院不接受国际学生，也不提供签证服务。

学生权利通知：
：
学生权利通知
学生有权取消协议并全额退还通过参加第一堂课或入学后第七天支付的费用，以较晚者为准。

• 取消通知应以书面形式直接提交给财务办公室，可以通过学生的书面通知或由机构
因学生的学业或行为而发起退学，包括但不一定限于学生缺勤.
退款政策： 按比例退还已支付的 所有 学费资金
更少出勤期的一旦超过整个课程的入学时间的 60% （包括缺勤）， 将不获退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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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美元的注册费是 不可退还的项目。如果您取消协议，学校将退还您支付的任何款项，减去任何扣
不可退还的项目
除的注册费。如果您在取消期后退学，将适用上述退款政策。如果您已支付的金额超过您参加时所欠的
金额，
则将在正式退学日期后 45 天内退款。请参阅下面的退款部分。如果您欠的金额超过您
已经支付的金额，那么您将不得不与该机构安排支付该余额。正式退学日期以学生通知或学校决定为准。

•

阅读取消通知表，了解您的取消权利和责任。如果您丢失了取消通知表，请向学校索取样本副本。
取消自发出书面取消通知之日起生效。学校应在学生归还材料后45日内进行退款。

•

取消期结束后，学生有权随时停课，您有权获得未修课部分的退款。注册协议中描述了您的退款权
利。如果注册协议丢失，学院将提供退款政策的说明，或者可以从学校目录中获取。

•

如果学校在学生毕业前关闭，学生有权获得退款。至少在关闭前 30 天，学院将以书面形式通知私
立中学后教育局其关闭的意图。该通知将附有关闭计划，该计划应包括但不一定限于以下所有内容：
1) 提供教育计划教学的计划，包括与任何其他中学后教育机构达成的任何协议，以提供教学； 2)
如果不考虑教学计划，或者对于不想参加教学的学生，请在关闭之日起 45 天内安排退款，并制定
学生记录处理计划。

•

违约当机构违约时，
违约
按比例退还
为违约时注册的学生提供了在另一所机构完成类似教育计划的
规定中总费用的额外费用
原始入学协议如果该机构未做出该规定，
则应向学生全额退还所有机构费用。

•

学生可能对本目录有任何疑问，但该机构尚未满意地回答，可直接向位于 1747 North Market Blv
d 的私立中学后教育局提出。 Suite 225, Sacramento, CA 95834 或 PO Box 980818, West Sacr
amento, CA 95798-0818, www.bppe.ca.gov，电话号码 (888) 370-7589 或 (916) 574-8900 或传
真 (916) 263 -1897 年。

•

作为未来的学生，我们鼓励您在签署入学协议之前查看此目录。我们还鼓励您查看学校表现情况说
明书，该说明书必须在签署入学协议之前提供给您。

•

学生或任何公众可致电（免费电话 # (888) 370-7589）或填写投诉表，向私立中学后教育局提出
关于该机构的投诉，投诉表可在该局的互联网网站 www.bpp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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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学生或任何公众的问题没有得到学校满意的回答，或者想对学校提出投诉，可以联系加州按摩
治疗委员会，地址为 One Capital Mall, Suite 800, Sacramento, CA 95814， www.camtc.org，
电话 (916) 669-5336，或传真 (916) 669-5337。

合规声明：
：
合规声明
1974 年的《联邦隐私法》要求通知学生，他/她的社会安全号码的披露是强制性的。社会安全号码用于验
证学生的身份、处理资金的发放、资金的收集以及追踪从联邦、州或私人项目中借入资金的个人。

学生退学和退款：
：
学生退学和退款
任何未来的学生都有机会免费观看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课程，例如理发、美容、美容师、美甲和按摩疗法。
国际美容学院应在学生退学后 45 天内按照下述公式计算退款。
学生有权随时以书面形式取消入学协议，只需支付入学时间（不包括免费纪念日）、注册费和学生设备包。
退款金额根据 2009 年加州私立中学后教育法（94920 强制取消、退学和退款政策）计算：
1) 从总学费中扣除不超过 100.00 美元的注册费；
2) 通过将特定程序的成本除以特定程序的小时数来计算特定程序的每小时费用；
3) 将学生在特定课程上的小时数乘以在特定课程中的每小时教学费用，计算特定课程的教学成本 (2)；
4) 退款将是学生支付的超过第 (3) 款中得出的数字的任何金额。退款金额应调整为包括已付款/未付款的
设备。

退款政策：
取消期结束后，该机构将按比例退还已 所有 支付学费一旦超过整个课程的入学时间的 60% （包括缺
勤）， 学生将不获退款。
100 美元的注册费是 不可退还的项目。设备、书籍、用品、工具、制服、工具包和任何其他物品
学生发
不可退还的项目
放和收到的 将不予退还。 一旦 被学生收到，它将属于学生，并对学生承担责任。如果您取消协议，学校
将退还您支付的任何款项，减去任何扣除的注册费和收到的设备。如果您在取消期后退学，将适用上述退
款政策。如果您已支付的金额超过您参加时所欠的金额，则将在正式退学日期后 45 天内退款。请参阅下
面的退款部分。如果您欠的金额超过您已经支付的金额，那么您将不得不与该机构安排支付该余额。正式
退学日期以学生通知或学校决定为准。所有退学、停学、开除的学生，均适用以下退款政策：
退款或学费及其他费用（不包括材料费）应等于学费金额乘以剩余出勤率.
示例：完成 25% 的课程出勤率的学生将获得总学费的 75% 的退款，减去 100.00 美元的注册费和工具包费
用。

根据国家按比例政策的假设退款示例。
根据国家按比例政策的假设退款示例。
学生付费：6,400 美元（学费）+100 美元（注册费）=6,500 美元。
每小时收费：$6,400 / 1,600（课程总学时）= $4.00
学生参加了 900 小时。
学费：学生参加 900 小时 x $4.00 = $3,600
已支付学费 $6,500-$100 不可退还的注册费 = $6,400。
6,400 美元 - 3,600 美元（自有学费）= 2,800 美元

退还给学生的是 2,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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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绩单：
：
学术成绩单
关于在我们机构获得的学分和证书可转让性的通知：
这 获得的学分的可转让性 国际美容学院 完全由您可能寻求转入的机构自行决定。接受您在教育计划中获
得的证书也完全由您可能寻求转入的机构自行决定。如果您在该机构获得的证书在您寻求转入的机构不被
接受，您可能需要在该机构重复部分或全部课程。出于这个原因，您应该确保您在该机构的出勤将满足您
的教育目标。后可能寻求转学的机构， 国际美容学院 以确定您的证书是否会转学。

支付学费
支付学
费
而扣留成绩单和成绩的权利：如果学生违反学生学费入学协议，国际美容学院可以扣留学生的成绩单或成
绩。如果学习课程仅包含一门课程，则该机构可以扣留成绩或成绩单，直到全额支付学费为止。
注意：在全额支付学费之前，不会公布成绩单。

额外的教育费用：
：
额外的教育费用
目前我们的额外教育费用为每小时 7.00 美元
如果学生达到他/她的入学协议中规定的预期毕业日期并且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完成学时和/或操作，本学院
将延长额外培训的礼貌期仅限两周，无需评估额外费用。每个课程计划都安排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
学院为每个学生和课程/项目预留了空间、设备和有执照的讲师。如果学生未在入学协议期限或两周宽限期
内毕业，额外培训将按入学协议规定的每小时小时费率计费，直至毕业。在全额支付这些额外的教育费用
之前，不会将完成学时的信息发布给州委员会。

学生贷款：
：
学生贷款
国际美容学院不参与或提供学生贷款。

联邦和州财政援助计划：
：
联邦和州财政援助计划
国际美容学院目前没有资格参加联邦第四篇财政援助计划。

重新入境政策：
：
重新入境政策
180 天内重新入境：
在 180 天内重新进入国际美容学院 (IBC) 的同一课程的学生将被视为他/她没有
停止出勤，以确定学生在此期间的资助奖励。如果学生重新进入同一课程，则该学生被视为处于他/她在退
出时所处的相同付款期。学生保留他/她在该付款期间的原始资格，并被视为他/她没有停止出勤。
从另一所学校转学/180 天后重新入学：如果学生退出课程并在退出后超过 180 天重新进入同一课程，IBC
会将剩余的课程时间视为学生的全部时间程序和学生将被视为转学生。从其他机构转学时数既计入尝试时
数，也计入已完成时数，以确定允许的最大时间框架何时已用完。学生在 IBC 完成的任何剩余时间按小时
收费。

学生学费恢复基金（STRF
STRF）：
）：
学生学费恢复基金（
STRF
(a) 合格机构应在其招生协议和学校目录中包含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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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学生学费恢复基金 (STRF)，以减轻或减轻学生在教育计划中遭受的经济损失。符合
条件的机构，在注册时是或曾经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或已注册居住计划，如果学生注册该机构，预付学
费并遭受经济损失。除非免除这样做的义务，否则您必须支付州对 STRF 征收的评估费，或者如果您是教
育计划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或注册的学生，则必须代您支付。居住计划，并预付全部或部分学费。
如果您不是加州居民或未参加居住计划，您没有资格获得 STRF 的保护，也无需支付 STRF 评估费。”
“重要的是，您必须保留入学协议、经济援助文件、收据或任何其他记录支付给学校金额的信息的副本。
有关 STRF 的问题可直接联系私立中学后教育局，地址为 1747 North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
ento, CA 95833、(916) 431-6959 或 (888) 370-7589”。
要获得 STRF 的资格，您必须是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或已注册居住计划、预付学费、已支付或被视为已支付
STRF 评估，并因以下任何一种情况而遭受经济损失：
1. 机构，该机构的位置或该机构提供的教育计划已关闭或中止，并且您没有选择参加教育局批准的教学计
划或没有完成经该局批准的所选教学计划局。
2. 您在该机构或该机构所在地关闭前的 120 天内就读于该机构或该机构的所在地，或在该计划终止前的
120 天内就读于该教育计划。
3. 您在该机构或该机构所在地关闭 120 多天前就读于该机构或该机构所在地，参加了该机构提供的教育
计划，而该机构认为该机构或该机构的位置显着下降关闭前 120 天以上的程序的质量或价值。
4. 机构已被局责令退费，但未按时退费。
5. 该机构未能按照法律要求支付或偿还联邦学生贷款计划下的贷款收益，或者未能支付或偿还该机构收到
的超过学费和其他费用的收益。
6. 您因机构或机构代表违反本章规定而被仲裁员或法院判给您赔偿、退款或其他金钱裁决，但无法从该机
构领取裁决。
7. 您寻求的法律顾问导致您的一项或多项学生贷款被取消，并拥有所提供服务的发票和取消学生贷款的证
据。
要获得 STRF 报销资格，必须在使学生有资格从 STRF 中恢复的行为或事件之日起四 (4) 年内收到申请。
贷款持有人或收债员在一段时间未收回贷款后恢复贷款的学生可以随时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从 STRF 收回
本应有资格收回的债务。如果自使学生符合资格的行动或事件以来已超过四 (4) 年，则学生必须在最初的
四 (4) 年内提交书面恢复申请，除非该期限已被其他人延长法律行为。
但是，任何没有社会安全号码或纳税人识别号码的学生都不能获得任何索赔。”
注：引用的权威：教育法典第 94803、94877 和 94923 节。参考：《教育法》第 94923、94924 和 94925
节。

每个合格机构应从每个学生那里收取每千美元
每个合格机构应从每个学生那里收取每千美元 ($1,000) 机构费用为零 ($0) 的评估，四
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千美元。对于一千美元（1,000
舍五入到最接近的千美元。对于一千美元（1,000 美元）或更少的机构费用，评估为零
（0 美元）。
美元）。
私立
高等教育局
高等教育局
1747 N.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 95833
电话：(916)
电话：(916) 431431-6959
传真：(916)
传真：(916) 263263-1897
网站：bppe@dca.ca.gov
网站：bppe@dca.ca.gov，
bppe@dca.ca.gov，http://www. bppe.ca.gov/

International Beauty College 获得以下许可：
获得以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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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Board of Barbering and
2420 Del Paso Road, Suite 100
Sacramento, CA 95834
电话：(800) 952-5210
www.barbercosmo.ca.gov

Bureau for Priv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1747 North Market Blvd., Suite 225
Sacramento, CA 95834
电话：(888) 370-7589
www.bppe.ca.gov 获准
运营意味着符合 2009 年加州私立高等教育法和第 7.5 条规定的州标准加州法规第 5 篇。

加州按摩治疗委员会
One Capital Mall, Suite 800
Sacramento, CA 95814
电话：(916) 669-5336
www.camtc.org

卫生、着装和窗帘：
：
卫生、着装和窗帘
IBC 要求所有学生穿着以下制服并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
•
•
•

黑色裤子（学院不提供，必须是非牛仔材料）
白色或灰白色衬衫（学院不提供。衬衫上不允许有徽标和广告）
实验室外套（学院购买套件和用品后提供）
脚趾（学院不提供）

包鞋

•
•
•
•
•
•
•

要求的制服（必须干净且无皱纹）
服装必须干净且无污渍和眼泪。
鞋子应该是深色的、封闭的脚趾、专业的和舒适的站立。
到达学校之前，头发必须清洁并定型。
化妆品在到达学校之前应用。
没有牛仔裤。
首饰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不干扰工作并且不冒犯他人，包括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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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垂是必须的，而不是按摩诊所的选择。

学生服务：
：
学生服务
工作推荐：

虽然国际美容学院不保证就业，但我们为应届毕业生和前毕业生提供就业帮助。国际美容学
院在整个行业中保持着众多联系，帮助寻找毕业生寻求就业帮助，以及在个人外表、工作推荐和跟进方面
的指导。

学术咨询：

国际美容学院（IBC）为所有学生提供学术咨询。如果您在满足 IBC 和加州理发和美容委员
会制定的最低表现标准和课程要求方面遇到挑战，我们将帮助您进行辅导。

个人咨询：

如果您遇到个人挑战，国际美容学院鼓励学生联系学校管理人员以获取当地危机热线列表，
这些热线可将个人咨询推荐给专业人士网络。

学生记录：

所有学生记录自注册之日起在校内保留五年。

：
该机构没有未决破产申请，不作为拥有的债务人运营，并且在过去五年内从未提交过申请。在过去五年内，
没有针对该机构提出破产申请，导致根据美国破产法第 11 章（11 USC Sec 1101 et seq）进行重组

住房援助：
住房援助：
学院没有责任寻找或帮助学生在寻找住房方面，它也没有就住房提出具体建议，但是，在当地社区内可以
提供一些住宿。对于位于机构设施附近合理位置的住房可用性，您可以联系一些管理公司，为了您的方便，
这里列出了一个。租金从 500 美元到 1200 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位置和设施。
Lighter Property Group
612
San Francisco, CA 94105
(415) 267-2900
执照

要求
•
•
•
•
•

年满 17 岁
完成 10
在公立学校或同等学历
没有犯下构成根据商业和专业法典拒绝执照的理由的行为或犯罪。
已在董事会批准的学校完成规定的学时。
提交适当的申请和费用
lightnergroup.com

的隐私政策：
：
关于保留学生记录 (FERPA) 的隐私政策
为成年学生、受抚养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提供学生记录的访问权限，以审查学生的记录并将学生的记录
提供给第三方。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以澄清和/或回答在审查学生档案期间提出的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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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记录被定义为文件、材料、成绩单和文件，其中包含与学生入学期间直接相关的信息并由机构维护。
IBC 将保留学生的学业和财务记录，从出勤的最后一天算起至少五 (5) 年。在此期间之后，所有记录都将
被销毁。成绩单将永久保存。学生无权查看其父母的财务记录。在向任何一方披露教育记录之前，需要获
得学生和/或家长的书面同意，但法律授权的认证委员会或政府机构除外。

学生记录：
：
学生记录
学生教育记录归档并保存在上锁的柜子中。根据要求，学生可以在管理员批准和在场的情况下访问他们的
文件。学术记录将与财务记录分开保存。学生记录将在该主要机构保存至少五 (5) 年。成绩单将永久保
存。保密文件类型如下：

•
•
•
•
•
•

入学问卷
入学协议
着装规定
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取消
学生权利

学习资源：
：
学习资源
IBC 可在我们的现代化设施中容纳 75 名学生，为我们的员工和员工提供许多福利学生们。我们学校模拟沙
龙条件，帮助我们的学生“边做边学”，配备现代化设备和各种有助于提高学生产品知识的用品。国际美
容学院（IBC）图书馆是学校的资源中心。图书馆资源包括书籍、工作簿、视频、DVD、CD 和可访问 Inter
net 的计算机。
学生还可以访问其他学习资源，例如 DVD 和互动教育材料，这些资源是由教师或学校工作人员允许和监督
的。为拥有自己电脑的学生提供互联网访问。图书馆的学习资源集合支持学生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每个学
生都会获得一个学生证来访问书籍。学生必须有他们的身份证才能向教师或学校工作人员注册，并获得登
录计算机的密码。 IBC 鼓励学生在没有为客户服务或没有讲座的时间访问一本书来学习。学生可以使用他
们的ID登录计算机进行测试或在学校教职员工设置的有限时间内访问互联网。

文件：
文件：
完成理发、美容、美容师、按摩疗法或美甲课程并满足所有毕业要求和财务义务后，该机构将颁发证书，
表明培训计划已圆满完成。

程序：
程序：
希望获得转学分的学生必须提供来自加州美容学校的官方培训证明文件，并且将根据文件上规定的时间授
予同等学分。州外转学生必须接受加利福尼亚州美容委员会的评估。

转学生的费用调整：
学校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转学生的学费表。例如，如果转学生已在另一所学校完成了 30% 的美容课
程，并提供了加州许可美容学校的培训文件的正式证明，则该学生有义务支付 70% 的美容课程费用。

与按摩相关的商业和职业法规第 46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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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a) 任何人从事以下任何一项行为都是不公平的商业行为：(1) 隐瞒自己或使用“认证按摩治疗师”
或“认证按摩从业者”的头衔，或任何以任何方式暗示或暗示该人被认证为按摩治疗师或按摩从业者的其
他术语，例如“许可”、“认证”、“CMT”或“CMP”，除非该人目前持有(2) 虚假陈述、宣传或张贴任
何标志、卡片或其他装置，或通过任何印刷或电子媒体向公众虚假陈述其或任何其他个人已获得政府机构
的许可、认证或注册为按摩治疗师或按摩从业者。(b) 除了任何其他可用的补救措施外，从事 (a) 款所述
的任何禁止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第 17200 条。

政策关于更新：
：
政策关于更新
学院在入学前向每位学生提供我们目录的 CD 副本。（将根据要求提供印刷副本）目录也可提供 CD 或印
刷形式供公众索取。该目录每年更新一次，这些更新可以通过使用目录随附的补充或插页来进行。如果在
每年更新的目录发布之前实施了法律或法规要求包含在目录中的教育计划、教育服务、程序或政策的更
改，这些更改将在一周内在目录随附的补充或插页中进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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