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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Trojan 家族！
祝贺你选择在南加州大学学习，我们是一所全球领先的研
究型大学。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你来到洛杉矶和南加州大
学校园。以下页面将会帮助你做好出行准备，并针对抵达
时可能面临的诸多疑问给出回答。	

当你在南加州大学继续学业时，你也将加入多样化学术社
区之中，在这里学者们致力于解决二十一世纪全球社会所
面临的关键问题。在这样充满生机的世界级中心环境的激
励下，你可以预见为了未来的学习和事业需要进行何等严
格的准备。

我们的教职员工热情友好，在出发前或抵达后如有任何疑
问，我们可随时为你提供帮助。

你的成功之路由此起航，我们将助力你在每个学习阶段有
所收获！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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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签证

□	 	准备体检证明

□	 	预定住宿

□	 	安排接机

□	 	支付课程费用

行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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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签证

□	 	准备体检证明

□	 	预定住宿

□	 	安排接机

□	 	支付课程费用

如果你不在美国并且需要 F-1 签证：

	 1. 核对并确保 I-20 表格和录取通知书上
的信息正确无误。
•	 姓名
•	 出生日期
•	 出生国家/地区
•	 国籍
	
>			如果信息正确，请阅读I-20表格第二页的
信息并在相应地方签字。

>		如发现有误，标记错误并立即通知南加
州大学国际学院。我们将更正该错误，并
通过特快专递将更正后的I-20表格邮寄给
你。

2.选择你区域所属的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
馆预约签证
请访问距离你最近的美国领事馆或大使馆
网站，以查看申请签证的指示说明：
www.usembassy.gov。根据该领事馆或
大使馆要求，通过亲访、电话或在线进行
预约。

3. 在面签前支付 I-901 (SEVIS)  费用并打
印付款凭据。
确定面签安排后，你将需要支付	I-901	费用
（亦称为	SEVIS	费），费用为	200	美元	(不
可退还)，可在线支付：www.fmjfee.com/
i901fee。打印	I-901	付款证明（收据），面
签时需携带此证明。

4. 面签时带上所有必需的文件。
成功的面签需要提前准备。请查看你当地
的美国大使馆网站，以了解面签需要准备
和携带的文件。如果你的亲属（配偶和子
女）将与你一同待在美国，你必须提供你们
的关系证明（如出生证明、结婚证书）。面
签后需要1-2周的处理时间。

	 签证延误
	 如果你无法在开课前获得签证，请尽可能
提前告知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	info-international@usc.edu
•	+1	(213)	740-0080

如需了解有关签证和出行美国的最新信息，
请访问：
•	https://www.ice.gov/sevis/students
•	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
english/study-exchange/student.html

如果你现已在美国学习，想要将I-20表格
转递至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如果你将要从其他美国院校转学至南加州
大学国际学院，那么你目前的学校必须先解
除你的	SEVIS	记录，然后南加州大学国际
学院才能向你签发新的	I-20	表格。为此，请
完成转学表格并将其交给你目前所在学校
的出入境顾问。顾问将会更新你的SEVIS记
录，以便创建新的	I-20	表格。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学校代码：
LOS214F00291002

签证与出入境
» 获得学生签证或将你的 I-20 表格转递至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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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要求
南加州大学要求所有国际学生：

•	接种	2剂	MMR（麻疹、腮腺炎和风疹）	
					疫苗，除非可提供已获得免疫的证明，	
					以及
•	在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入学前六个月内	
					在美国或加拿大进行结核病筛查

如果你带上以下证明，则可能会免除以上
要求：

	 1. 接种 2 剂 MMR 疫苗证明
所有已接种至少两		(2)	剂	MMR	疫苗的学
生，应将医生或医院的证明带至洛杉矶。

2. T-Spot（肺结核）验血阴性化验报告
如果最近六个月内你已在美国或加拿大进
行了	T-Spot	验血或阴性	Quantiferon	验
血，请带上化验报告复印件至南加州大学国
际学院（无X射线或手写化验结果）。

重要提示：
•	所有证明须包括：你的姓名、出生日期、
免疫接种的年份和月份，且带有医生或
门诊的官方签字或盖章。
•	第一剂麻疹、腮腺炎或MMR疫苗应在你
一周岁生日后接种，第二剂至少在第一次
接种后四周。
•	1957年1月1日前出生的学生均视为免
疫者，将自动免除麻疹和腮腺炎接种要
求	。

如无接种疫苗证明，无需担心！
无正式体检证明的学生将需要在南加州大
学学生健康中心进行免疫接种和验血。南
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和健康中心的职工将会
帮助你填写必要表格并在开学期间制定个
人免疫接种安排计划。

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的所有学生均可享受
高质量的医疗保险政策并可便捷访问南加
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这是学生必须支付
的大学服务费用的一部分。此医疗保险政
策涵盖了学生的整个就读期间。它囊括了
疫苗接种和T-Spot验血，也可帮助支付健
康中心所不能提供的护理的费用，包括紧
急情况下所需的住院治疗。

所有的医疗保险政策均存在	部分限制。请
点击此处，了解政策详情。

大学服务费用无法退款（部分或全部），即
使你已另行购买了医疗和旅行保险也是如
此。

体检 
» 准备体检证明

https://engemannshc.usc.edu/insurance/insurance-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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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可为学生提供
各种住宿安排，包括学生宿舍、合住公寓和
家庭寄宿等。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住宿供
不应求，因此建议学生尽早申请。
相关价格信息，请访问：
http://international.usc.edu/	
accomodations

如需进行预定，请支付	150	美元住宿申请
费，相关支付信息，请访问：
http://international.usc.edu/fees	。收到
付款后，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将会为你预
定住宿。你将会收到电子邮件，内附如何完
成后续安排信息。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住宿可提供：
•	电子钥匙系统以进入宿舍楼和住宿区域
•	方便到达校园及其各项设施
•	现场宿舍助理，可提供生活指南，帮助
适应文化和安排社交活动
•	高速无线互联网
•	基本有线电视节目和电力设施
•	无烟环境
•	配备家具的合住房间；内有烹饪和洗衣
设备
•	可提供停车场，需额外交费
	
向住宿生提供常用床上用品和小毛巾。锅、
平底锅和餐具等可能不会提供，但可在
当地超市购买。

住宿合同
每学季或每学期会签署一次住宿合同。

寄宿家庭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可帮助你安排寄宿
家庭。住宿协调员会精心挑选适合留学生
的家庭，并在整个家庭寄宿过程中提供支
持。

住宿费用
请注意，全额支付住宿费用后才可完成预
定。所有的住宿费用均不可退还。

自行租赁房间或公寓
抵达洛杉矶后，可能需要花费两周至一个月
的时间在校外租房；家庭租房可能需要更
多时间。如果你选择自行租赁公寓或房间，
除了第一月房租外，还请准备好支付押金（
通常为一个月租金）。许多房东会要求签订
12个月的租房合约。

南加州大学校区附近的酒店
南加州大学校区附近的两家酒店可为你提
供短期住宿。请参阅以下酒店信息以进行
预约。

瓦卡班德连锁酒店 (Vagabond Inn)
南加州大学校区以北两个街区		
(800)	522-1555	
	www.vagabondinn.com

丽笙酒店 (Radisson Hotel)
与南加州大学校区一街之隔
(800)	333-3333
	www.radisson.com/
los-angeles-hotel-ca-90007/cafiguer

住宿
»  预定你的洛杉矶住宿

international.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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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预定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住宿的学生：
由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负责安排住宿的学
生可以报名参加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免
费*接机服务。依照以下步骤预定班车：

1. 填写接机服务信息表
2. 至少在到达前一周将填写完毕的接机服
务信息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international@usc.edu。

你将会在到达机场时收到一份说明书和一
个确认编号。

请记住：
•	在机场时，你无需为此服务支付任何费用。
•	穿梭巴士司机不会在机场大厅接机。你将	
					需要提取行李，然后走出坡道到达机场的	
					等候区。然后走出航站楼，中心人行道上有	
					一个写着“PRIME	TIME	SHUTTLE”的大	
					标志。可能会有员工告诉司机你已到达。如	
					果代理人尚未到达，在长椅上稍坐一会，穿	
					梭巴士很快就到。
•	你将需要把学院发给你的说明和确认编号	
					交给司机。
•	如果无法在到达前至少一周将你的抵达通	
					知表通过邮件发送给学院，请自行安排接	
					机服务（阅读下一章节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		预定家庭寄宿的同学可预约从LAX到寄宿	
				家庭的接机服务，需额外支付150美元。此	
				金额可能随时变动。

自行安排住宿的学生：
选择自行安排住宿的学生需要自己安排
从机场到住宿地点的交通。

南加州大学有两个主要校区：大学公园
校区（University	Park	Campus）和健康
科学校区（Health	Sciences	Campus）。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和南加州宿舍位于
大学公园校区之中或附近。
从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前往大学公园
校区有如下几种方式：
•	出租车（费用约40-50美元）；或
					机场巴士。数家公司有运营小型面包	
					车服务。每位乘客的费用约为20-30	
					美元。如需进一步帮助，请询问布莱德	
					利国际航站楼（Bradley		
					International	Terminal）上层和下层	
					的游客信息咨询台。许多机场巴士可提	
					前在网上预订。
•	FlyAway	班车服务，从	LAX	到Union		
					Station（1-7	美元）。从	Union	
					Station	搭乘校区班车到达UPC（大学
					公园校区）。

接机服务
»  安排洛杉矶机场的接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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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在开课之前缴纳课程学费。

缴纳学费有如下几种方式：
•	货币为美元的本票或汇票
•	货币为美元的旅行支票
•	信用卡：Visa、Mastercard	或	
					Discover（在线缴纳或亲自	
					刷卡）
•	银行电汇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在线支付和电汇
说明的相关信息，请访问：http://
international.usc.edu/fees

受助学生
受到政府、公司和/或非营利机构
或事业单位资助的学生须在课程开
始第一天或之前提交财务担保或
资助证明。如果无法向我们提供财
务担保或资助证明，则须在课程第
一天或之前付清学费和服务费的全
部余款。

付款
» 支付课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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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书和课程资料

>  健康保险和肺结核筛检*

>  使用校园设施：健身、娱乐、银行
业务、医疗、用餐、计算机和图书馆

>  使用南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中心和
造访职业临床医师*

>  学生服务：USC ID卡、USC电子邮
箱、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  从 LAX 到南加州大学的机场班车
服务

大学服务费用涵盖了哪些
项目？

* 部分政府赞助为学生提供单独的医疗保险

http://international.usc.edu/fees
http://international.usc.edu/fees
http://international.usc.edu/fees
international.usc.edu


抵校前准备清单
» 请携带以下物品

对照此清单，确保你已收拾好所需的一切
物品，以迎接踏上洛杉矶的旅途。

□ 护照、签证、其他身份证明	
					出国时请携带你的护照及任何其他个		
					人身份证明，如你的驾驶证和/或国际	
					驾驶执照。请确保你的签证有效，可进	
					入美国。

□ 录取通知书、I-20 表格和 I-901 费用
支付收据	
					携带你的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录取通	
					知书、I-20	表格和	I-901	费用支付收	
					据，并将其放在随身携带的包中，以|											
					便在入境口岸办理入境手续时可轻松	
					找到。

□ 你在美国的地址
					写下你在美国的详细地址，放入手提		
					行李中，以便在到达洛杉矶机场时可	
					轻松找到。在入境口岸办理入境手续	
					时你将需要此信息。

□ 小额旅行支票和/或信用卡
					安全存放。

□ 合适的衣物	
在旅程中建议你分多层穿衣，以防在到
达时因气温变化过热或过冷。洛杉矶一
般全年较为温暖，阳光充裕，但在冬季和
早春时节会比较冷。建议按照适中温度
收拾衣物。

□ 电器用品适配器	美国的标准电压为120V。
你可能需要带上转换插头。

□ 处方药物（如适用）在手提行李中携带所
有药物，应将药物装在带标签的原包装
中，以加快机场安检和海关筛检过程。

□ 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或无线设备	
南加州大学大学公园校区和健康科学校
区均有免费WiFi覆盖。

□ 密封盖章的正式成绩单
 仅限硕士预科课程、本科预备课程和硕
士预备课程学生）

8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进入美国
最早可在南加州大学I-20表格上所示开课
日期前30天进入美国。确保在手提行李中
携带以下文件并可随时出示给机场的出入
境官员：

•	I-20	表格
•	带	F-1	签证的护照
•	SEVIS	I-901	费用支付收据

I-94 表格
大部分学生在进入美国时将不会收到纸质	
I-94	卡。从	2013	年起，此程序通常以电子
方式进行。进入美国后，请立即访问DHS网
站并打印	I-94	表格。
移民局官员将会在你的护照上盖章，印章内
容包括准入类别、入境日期和身份有效期。
但是，如果你在进入美国时收到的是纸质
版	I-94，切记不要丢失！开学典礼期间我们
将会复印	I-94	表格和护照上的印章，离开
美国时你可能会需要用到。

电子邮件发送出入境文件
为确保你有资格就读我校，你将需要将出
入境文件复印件提交至南加州大学国际学
院。

到达美国后，请复印并扫描I-20表格、护
照和签证首页，或进行拍照，然后将文件
发送至	i20-international@usc.edu

开学典礼
所有就读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的学生必
须参加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的举办地点
和时间将会在开课日期前至少两周通过
电子邮件通知你。开学典礼通常在早上	
8:30	开始。请不要迟到。

在开学典礼上，你将会：
•	了解校园内外安全和应急准备相关
知识
•	提交你的出入境文件以供验证
•	完成英语分级考试
•	获得你的南加州大学学生ID卡
•	了解为你提供的资源、政策和活动
•	参观南加州大学校园
•	了解你的学生签证和旅行规章
•	填写免疫接种程序的重要体检表格
•	收到学生手册

抵达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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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照和签证

□	 I-20表格复印件

□	 体检记录：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	

(MMR)	接种证明和/或	T-Spot	化验或阴

性皮肤肺结核检验证明（如果最近六个

月内曾在美国进行此化验）

□	 签字笔和铅笔

开学典礼携带物品

mailto:i20-international@usc.edu
international.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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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南加州大学
对于住在附近的学生，会有免费的校车
往返大学公园校区。校车路线由大学
停车中心（Jefferson	和	Grand	街道）
出发，途径多个大学公园校区地点。校
际班车
往返于大学公园校区和健康科学校
区。校车服务连通了两个校区和	Union	
Station（洛杉矶主要的交通枢纽）
，Amtrak、Metrolink、Metrorail	及当
地公交线路均途径此处。南加州大学电
车指定线路在周一至周五运营；周末限
时提供服务。

南加州大学校园巡逻车可步行或乘车
护送你至校园外半径一英里内的目的
地。在秋季和春季学期，此免费服务运
营时间为每天下午6点至凌晨	2:45，学
校节假日除外。如要安排大学公园校区
的出行交通，请拨打	(213)	740–4911；
健康科学校区请拨	(323)	442–2100。

加尼福尼亚州驾驶
在到达美国的前三个月内，你可以使用
原籍国的驾驶证，连同国际驾驶许可
证/执照	(IDP)	和护照。必须三证齐全，
否则为非法驾驶。如果你在美国停留的
时间超过3个月，那么你需要取得加尼
福尼亚州的驾驶证才可驾驶。请尽早
申请，因为办理流程需要	1-2	个月。此
外，你的	I-20	表格应至少在通过驾驶
考试后两个月内有效。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机动车辆管理局	(DMV)	网
站：www.dmv.ca.gov。

停车
如果你在校内住宿或开车往返南加州
大学，那么可依先到先得原则在南加州
大学交通办公室购买停车许可证。价格
根据地点和停车许可证类型而定，费用
可能会有变更。USC	Transportation

拼车
南加州大学交通办公室可帮助你找到
希望在校园内拼车的南加州大学学生、
教师和职工。在南加州大学交通网站
上，你也可找到去其他地方的巴士路
线、轻轨、Metrorail	地铁、Metrolink	
通勤火车和大学运营的通勤车。

地铁
从校园外步行可达地铁站，站内有通往
洛杉矶市中心（斯台普斯中心、洛杉矶
会议中心、购物和餐饮）、好莱坞、环
球影城、Union	Station（这里有通往
美国其他城市和州的火车）、长滩、机
场和许多当地景点的地铁。

交通

https://www.amtrak.com/servlet/ContentServer?pagename=am/am2Station/Station_Page&code=LAX
https://www.amtrak.com/servlet/ContentServer?pagename=am/am2Station/Station_Page&code=LAX
http://transnet.usc.edu/index.php/campus-cruiser-program/
http://www.dmv.ca.gov
http://transnet.usc.edu/


校园安全
南加州大学会竭力保证学生安全，同
时会教育学生如何在洛杉矶复杂的城
市环境中保护自己。南加州大学公共安
全部门是美国最大的校园安全部门	之
一，与洛杉矶警察局密切合作，尽可能
确保南加州大学校园及周边街区维持
最高安全性。抵达时，南加州大学国际
学院将会告知你如何在日常情况下保
持小心谨慎、最大限度保障个人安全与
健康，以及如何使用南加州大学提供的
各种安全资源和服务。

财务管理
建议以旅行支票的方式携带2,000美元
以供即时消费。旅行途中切勿携带大量
现金。你的即时花费包括交通费用和第
一个月的生活费

银行开户
如果你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那你可能会希望开设一个银行账户。建
议在到达之前了解清楚如何
	
开设账户，因为各银行的规则、规章和
政策均有所不同。你可能需要带上各种
个人文件。如果你在到达后决定开设银

行账户，请确保你可随时存取款。美国
银行、大通银行、富国银行均在校区附
近。

通常，开设银行账户需要：
1. 护照
2. 证明你当前已入学的文件（I-20 
表格、学生证或录取通知书）
3. 最低存款额为200美元或以上

请注意，这些要求可能因银行而异。

在美国存取资金
在美国银行账户中存入你本国的支票
可能需要花费7至	30	天。快速存款的
一个方法是电汇。通常情况下，电汇款
项需等待	2-5	天方可用。但每次电汇银
行均须收费（约	10-40	美元）。

自动取款机 (ATM)
借记卡和信用卡在美国很常见。开户
时可以申请一张借记卡。借记卡可用于
存取款和查看账户余额。银行、购物中
心、超市和南加州大学校园中均可找到	
ATM	机。

外汇
如果你依靠国外汇款作为花销，那么你

必须熟悉你本国的外汇要求。请提前进
行安排，以便可定期收到所需资金。
.

校园用餐
南加州大学餐厅在校园内提供各式各
样的用餐选择。学生们可在三家自助餐
厅或其他校园内餐厅中任意选择。也可
以购买餐食计划。选择南加州大学国
际学院校内住宿的学生住宿费用已含
部分餐食计划。可进行升级，须额外交
费。USC	Hospitality

如果你在抵达学校前需要购买餐食计
划，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international@usc.edu。

当地信息

international.usc.edu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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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风俗
请注意，你需要知晓在美国期间可
能遇到的各种法律、法规和风俗问
题。这些法律可能与你本国的法律
不同。请遵守美国法律，尊重美国
风俗。如果对美国法律不了解，请询
问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教职工，他
们会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重要提示:
• 饮用和购买酒类的最低年龄要求
为21周岁。已知晓某人未满21周
岁，仍为其购买酒类，这属于违法
行为。酒驾或毒驾为犯罪行为。

•	购买香烟的最低年龄要求为	18	
周岁。

•	严禁购买、售卖和使用毒品。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政策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遵循南加州大
学和美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这
些政策可能适用于学术行为和诚
信、出入境规例、学生住宿等。部
分政策包括:

•	请务必守时。

•	如果你决定退学，南加州大学国
际学院有权取消你的学生签证并
建议你返回你的国家。

•	为保留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学
生身份，你的课堂出勤率必须至少
达到80%。如果未改进出勤率，你
将会被给予警告。如果出勤率仍未
改善，将会作劝退处理。

•	如因任何原因需要缺勤，请告知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	如果你因病无法到校，请预约
医生。如果医生建议你停课一段时
间，请告知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并
出示医生的证明以作为缺勤理由。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南加
州大学国际学院的条款和条件以
及开学典礼上所分发的学生手
册。Terms	and	Conditions

当地信息（续）

http://international.usc.edu/terms-and-conditions.php


大学公园校区
公共安全与应急 •  (213) 740-4321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 3415 South Figeuroa Street • Los Angeles, CA 9008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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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定假日 
» 2016 年
南加州大学国际学院
将会在以下日期休假：

马丁•路德•金诞辰
201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

总统日
2016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一

阵亡将士纪念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一

独立日
2016 年 7 月 4 日星期一

劳动节
2016 年 9 月 5 日星期一

感恩节
2016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 - 
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寒假
201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 - 
2017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international.usc.edu
mailto:info-international%40usc.edu?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