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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 Application Form 申請表

Please type or print clearly this form and submit it along with other required documents (see checklist on last page) 
to apply for SEVIS I-20 Form. 請打字或清楚填寫此表格所有項目，連同其他申請文件一起寄回創欣神學院申
請 SEVIS I-20 表，作為學生簽證申請的第一步。

Applicant’s Name on passport 申請者護照上姓名：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資料：

English Name 

Last First 

中文名字： 

/ / 
月 日 年 

  Male   Female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Gender：  
性別： 男 女 

Telephone No：
電話 

Email Address：
電郵 

City/Country of Birth：
出生城市與國家 

Country of Citizenship：
國籍 

Mailing Address：
郵寄地址 

Street City 

Province/State Postal Code Country 

Passport No：
護照號碼 

Expiration Date： 
護照限期 

Current Visa Type：
現有簽證類型 

Visa Expiration Date：
簽證限期 

Permanent Home Country Address：
永久地址 

Street City 

Province/State Postal Code Country 

Starting Quarter/year：
開始學季/年度

Program of Study：
選修科目 

Current location：
現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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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use Accompanying you as F-2 dependent 配偶陪同 Yes No 

Children Accompanying yous F-2 dependent 孩子陪同

(under 18 years old）
Yes No 

Any minor or adult children requiring your financial support  
有子女需要你的經濟支持嗎？ 

US $ If yes how much US dollars do you need to contribute?
若有，你每年需要負擔多少美金？ 

Current status in U.S. 目前在美身份 (簽證)    

Are you currently applying for immigration to U.S.? 目前是否在申請移民美國 ?   Yes No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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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fill in the legal names (as they appear on the passport) of family members who will accompany you to 
the United States (F-2 dependents).請填入陪同學生家屬護照上全名：
Last Name 
姓 

First Name 
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Country of Birth 
出生國家 

Country of 
Citizenship 
國籍 

Relationship 
to F-1 Student 
關係(配偶/子/女) 

Please send this form along with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to GETS to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 I-20: 請把此申請表

連同以下文件寄回創欣神學院來申請 SEVIS I-20 表：

 ＿＿＿ 經濟支持信 Financial Sponsor letter 
 ＿＿＿ 銀行戶口資料 Bank Statement  
＿＿＿ 護照印本 Copy of passport (of F-1 and F-2 applicants) 現在人在美國的申請者，請附加以下文件： 
＿＿＿ I-94 印本 A copy of I-94  
＿＿＿ 現有美國簽證印本 Copy of Current U.S. Visa  
＿＿＿ 現有 I-20 或其它移民文件 Copy of I-20 and other immigration documents  
＿＿＿ 轉校者加轉校申請表 Transfer application form for transfer applicant 郵寄地址 Please mail all above 

documents to:   412 Rowland E Rowland Street.

     Covina, CA 91723-2743 

      USA

全修生碩士科每年所須預算 

*所有費用以美金(U.S. dollars)計算

參考預算 實際預算 

學費: 每年 24 學分 $4,800 ( 每學分$200) 

生活費: 個人 居住 $9,600 ($800x 12 ) 
其他生活費 $5,000 
健康保險 $1,000 
書本雜費 $   800 
其他 $   500 

每年個人總需: $21,700 

同行家人 一人 + $  2,400
不在身邊但仍需經濟支持子女的費用 

每年個人(與陪同家人)總需: (財務證明所須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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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經濟支持表 

自費: ............................................ $ 
銀行名字 城市 國家 

請寄上銀行存款證明你有此數目 

其他經費來源: 
名字 關係 開始/結束支持日期

1. $ 

2. $ 

3. $ 

4. $ 
        請提供資金支持信以及附上銀行款項證明，報備申請 I-20 及簽證使用 

一年總共有經濟支持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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