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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美國境內短宣/旅遊 
1. 在美國境內短宣/旅遊，建議您攜帶以下證件 : 

• 護照, I-94 card 和 I-20. 

2. 到海外短宣旅遊 

學生計劃出國旅遊短宣和返境美國需要擁有以下文件 : 

• 合法至少六個月以上的的護照. 

• 合法的學生簽證〈如果您的簽證過期，您需要在回來美國之前重簽〉. 



• 請於出發前兩星期拿您的 I-20 至國際學生事務處讓 DSO 簽名蓋章，如此，才可

以再回來美國〈此簽名可維持一年有效期〉. 

• 財力證明. 

• 在學證明 & 成績單〈請向教務處申請〉. 

• 返回時用 F-1 簽證進入美國. 

去 Canada and Mexico 若少於三十天，只要出示護照和 I-20 ， 不要將 I-94 給他

們。若是簽證到期，也可以回來，但仍有風險。但若去其他國家，簽證到期則必須

重簽，且必須到美國以外的國家簽證，通常大使館會要求學生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

簽證.〈不能在美國境內辦理簽證〉 

3. 若您是在 F-1 Post-Completion OPT 時出境探親或旅遊，您需要攜帶以下證件 : 

• 有效的護照. 

• 有效的 F-1 簽證 (加拿大公民除外). 

• 請於出發前兩星期拿您的 I-20 至國際學生事務處讓 DSO 簽名蓋章. 

• EAD or OPT card. 

• Job offering letter 或工作證明信. 

 

B. 入境須知 
1. F-1 學生： 

• 有效的 I-20。 

• 護照 需維持至少六個月的有效期. 

• 保持全時間(full time)學生。碩士科(M. Div., M.A.C.S., and Dip. C.S.)每學期需註

冊 12 學分.神學碩士科(Th. M.)和教牧學博士科 (D. Min.)每學期需註冊至少 6 學分. 

• 保持良好的學業成績，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您的學位. 

• 若您搬家，居住地址有了更改，請在 10 天內通知國際學生事務處. 

• 若您要轉換科系，請和教務處申請並和國際學生事務處聯繫. 

• 請提早向國際學生顧問申請畢業延期，轉學，轉換身份，及選擇性的實習(OPT). 



• 不可擅自出外打工或工作. 

• 遵守所有國際學生法令及美國法律. 

•在畢業或 OPT 實習結束後按時離境美國. 

2. F-2 配偶和眷屬： 

• 無論在任何情況 F-2 都不能接受任何工作. 

• F-2 配偶不能成為全時間的學生。若要成為學生必須轉換成 F-1 身分才能就讀. 

• F-2 小孩，只能就讀中、小學，不超過 12 年級。若要讀大學，必須申請大學並

轉換成為 F-1 身分才能就讀. 

• F-2 配偶和小孩可參加無學位，屬業餘性質或娛樂性質的課程. 

 

C. 加州駕駛執照申請 

1. 如果您是來加州滿 18 歲以上的訪客，並且在您原先的國家已擁有有效的駕駛執照，

您可以暫時不必申請加州駕駛執照直到您原先的駕照失效. 

2. 若您想申請加州的駕駛執照，請先和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預約並攜帶以下資料： 

• SEVIS I-20 

• 有效的護照 

• 入境時海關附加在護照上的 I-94 卡 

• F-1 或 F-2 簽證 

• 社會安全卡 – Social Security Card (若您沒有或無法申請社會安全卡，也請先向社

會安全局索取 Denial Notice, Refusal Letter, 676-SSAL, 再去 DMV 辦理駕照申請. 

3. 考駕駛執照程序 

a. 筆試：筆試試卷分英文、中文及西班牙文等不同語文版本，可任選一種；再

進入考場時，應與考官聲明。在至居所附近的汽車監理站（DMV-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報名之前，應取一本該州的駕駛手冊（Driver Manual）研

讀一番，以備應考。 

b. 筆試及格後 : 可當場領到一張期限一年「學習駕照」（Instruction Permit）。

在期限內可有三次路試機會。 

參加筆試必須攜帶的證件: 

1). 有效護照 

2). SEVIS I-20 

3). I-94 卡 

4). 社會安全卡（Social Security Card） 

c. 路試：路考前，須先向汽車監理站預約考試日期（可電話預約）；路試大約

安排在筆試二至三週後。路試一般在汽車監理站旁的路試場或街道中進行. 

路試必須攜帶文件 : 

1). 學習駕照 

2). 路試申請表 

3). 受考車輛的財力保險責任證明及行車執照 

參加路考時一定要有駕照的友人作陪. 一但通過路試，即可照相取得駕照或臨

時駕照. 

  

D. 汽車保險   

1. 所有汽車駕駛員都必須購買汽車保險才可上路. 

2. 舊車可只保州政府規定的 Basic Liability即可. 

3. 新車須加保 Collision, 新駕駛員保險費每年約 $1,000 元. 

 

E. 孩子入學 

若您的孩子需要入學(中、小學)，請在入境美國前預備好下列文件： 



1.  出生證明 (也可用護照代替) 

2.  學歷證明 (用全學年或兩學期的成績單也可)。證明您孩子已完成的年級，美國本地

學校才能決定您孩子入學的年級。通常加州的中小學對於國際學生是以年齡來決定

孩子應讀的年級。加州是以出生 9 月 1 日為分界點，您的孩子有可能因此需要延後

一年入學. 

3.  注射預防證明 (從出生直到入境美國前所有注射預防紀錄) 

※ 以上文件均需有英文翻譯 

註：新學年開學日一般為九月初(勞工節後)，第二學期(寒假後)開學日一般為一月出

(元旦後的週一). 

 

F. 國際學生保險計劃 

建議參加 2019–2020 國際學生保險計劃  更多信息，請下載並查閱底下的保險計劃

文件. 如有入保方面的疑問或需要幫助，請聯繫 Relation，電話：(800) 537-1777. 

您可在 www.4studenthealth.com/logos 上找到所有保險計劃材料和下載您每學期的保險

卡。如果您有關於醫療福利或索賠的疑問，請聯繫 Relation Insurance Administrators ，
電話: (800) 468-4343. 

如果需要就醫: 

當您有醫療護理需要時，如生病、受傷或醫療擔憂，請進行預約以安排就診。如果您

需要立即看醫生，不能等待預約，請前往緊急護理中心。不要去醫院治療輕微的疾病

或受傷！醫院急診室的收費通常比醫生診所或緊急護理中心高出護理中心高出 2-3 倍。 
使用緊急護理中心代替急診室可節省時間和費用. 

以下都屬 PPO Network 的緊急護理中心: 

 US Healthworks Medical Group 
9350 Flair Drive, Suite 102 
El Monte, CA 91731 
(626) 407-0300 

 Regal Medical Group 
117 East Live Oak Avenue, Suite 101 

http://4studenthealth.relationinsurance.com/plan/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plan-2018-2019-1857/


Arcadia, CA 91006 
(626) 446-8492 

 Universal Industrial Care 
16025 Gale Avenue, Suite B10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626) 336-6652 

※ 但是若發生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請撥打 911 呼叫救護車或前往最近的醫院急診

室 (ER)。 

 

G. 在校內工作 

在校工作是給予國際學生的一個福利，讓您在在學期中做不超過 20 小時的工作。工

作性質必須與學生服務相關。學生在寒暑假期可做全時間 40 小時的工作。申請在校

工作/工讀不需要經過美國移民局的批准，但您需要向社會安全局申請社會安全卡

(Social Security Card)並按時向美國國稅局申報您的所得。 

注意事項： 

•  您必須保持合法的學生身分. 

•  在學期中您只能做 part-time，一星期不超過 20 小時的工作. 

•  寒暑假可做全時間 40 小時的工作. 

•  您必須維持全時間(full-time)的學生. 

 

H. 在校外工作 

當學生有非常嚴重及無法預估的經濟困難時可以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在校外工作. 

學生必須向美國移民局(USCIS)提出申請，告知經濟困難的來源，以及為何沒有其它

校內工作選擇原因，或國家貨幣貶值的證明，批准後才可開始工作。未經許可的工作

是非法的，並且移民局可因此將你驅逐離境. 

申請條件和相關資訊： 



•  您必須已入學滿一學年全時間的學生. 

•  您必須向學校 DSO 提出申請. 

•  工作批准一次為一年，或到學期畢業。以短的為準. 

•  在上課學期中，每週工作不可超過 20 小時。寒暑假可做全時間的工作. 

•  您必須收到從移民局(USCIS)寄來的工作卡(EAD)才可開始工作. 

若您有需要，請與國際學生事務處聯繫. 

※ 注意:  國際學生只允許在校內工作，或在學校內和學校有合約關係的，提供給學生

服務的商店。學期內每週不可超過 20 小時，休假期間則可以全時間工作。Part 
time 或 Full time 工作的定義是提供服務以換取報酬（報酬的形式包括：金錢、學

費、租金、獎學金等等）. 

※ 注意: 沒有經過學校或移民局的核准，國際學生是不能工作的（不管任何情況）。

未經許可的工作是非法的，並且移民局可因此將你驅逐離境. 

 

 

I. 需要預備經費 

1. 路費/安家費 

路費依家庭成員及啟程地點不同而異. 

安家費則因個人或家庭而異，取捨於生活方式. 例如 : 

「租金」: 在學院所在的城市 Covina, 分租的一臥室約 $ 550-600, 兩臥室約 $ 900-
1200.  

「家具」: 可以到附近的 Salvation Army 購買舊的家具, 可節省許多經費. 

「手機通訊」: 若是用 Family Plan, 一家 3-4 口每月約 $ 100-120. 

「網路」: 因網速不同而異，一般家庭每月約 $ 40-50. 

2. 購車費 

因家庭成員購車數量不同，或因孩子需要箱型車也不同，無論新車或舊車估算也會

因車型而異. 



車子保險 : 新車須加保 Collision，新駕駛員保險費每年約 $1,000 元. 

3. 孩子上學費 

因孩子的年齡不同，選擇的學校不同，公校與私校的費用也會不同. 有的需要先上

「語言學校」: 費用每學期約 $ 3000.  

4. 住宿/膳食費 

住宿及膳食均由學生自理，全年十二個月膳宿估算 (每年會有通貨膨脹) : 

單身：約 $ 17,255 (Housing: $10,200; Living Exp. $4,655; Ins. $2,400) 

夫妻：約 $ 24,206 (Housing: $14,400; Living Exp. $6,470; Ins. $3,336) 

子女：每位約 $ 2,755 

5. 國際學生(一年)學費/生活費估算 (不包括安家費用，購車和旅遊相關費用) 

完成學位 費用項目 單身 配偶 孩子(1) 

哲學博士科 
(Ph.D.) 

學費 

  

  

  

$ ?   

教牧博士科 
(D.Min.)   

$ 4,000  

(學費以北美華神) 

  

神學碩士科 
(Th.M.) 

$ 4,000  

(學費以北美華神) 

  

碩士科 
(M.Div., 
M.A.C.S., 
Dip.C.S.) 

$ 6,000  

(GETS ) 

  

 生活費用 $ 17,255 $ 24,206 $ 2,755 

國際學生(一年)學費/生活費/健康保險 總估算 

哲學博士科 
(Ph.D.) 

 $   $   $  

教牧學博士

科 (D.Min.) 
 $ 21,255  $ 28,206  $ 30,961 

神學碩士科 
(Th.M.) 

 $ 21,255  $ 28,206  $ 30,961 

碩士科  $ 23,255  $ 30,206  $ 32,961 



(M.Div., 
M.A.C.S., 
Dip.C.S.) 
注意: 每一個眷屬(如父母)請加 $ 2,755，博士科 – 寒/暑期  $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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