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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纽约理工学院！
在国外留学是一此令人兴奋并具有挑战性的经历。祝贺你接受了这样的挑战。指南中将会对 F-1
或 J-1 两种签证的学生身份以及初到纽约和最初几周的校园生活做一些介绍。
对于大多数新生来说都是第一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纽约。我们将为你适应新的学校、新的社区、
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提供帮助。你将成为我们在曼哈顿和旧韦斯伯利的校区中来自近 100 个国家
的 1300 名国际研究生和本科生中的一员。
国际教育办公室
国际教育办公室通过支持多元文化环境为国际学生提供帮助，投身纽约理工学院所处的国际大家
庭的怀抱中。将会有一名国际学生顾问与你联系，在入读纽约理工学院期间，该顾问都将是你的
个人联系人。如果你有任何有关签证、移民、旅行、就业的问题或其他事务，欢迎你前来国际教
育办公室与顾问交流，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oie@nyit.edu，或致电 1.516.686.7526 （旧韦斯伯
利）、1.212.261.1684 （曼哈顿）。

初到纽约
请计划在学期开始前抵达纽约，这样你将有时间在开课之前安顿好，了解周围的情况，结识新朋
友，熟悉周围的环境。根据移民局的规定，你最多可以在你的签证证明（I-20或DS-2019表格）
上注明的课程开始日期30天前抵达。你将需要按时参加在你上课的校区举行的新生报到会。

新生备忘清单
请访问 nyit.edu/intladmitted了解你下一步需要完成的事情的完整信息。
所有新生




请访问 my.nyit.edu 激活 MyNYIT 账户，确认注册，支付学费定金，接受或拒绝纽约理工
学院奖学金（如适用）。
o 登录 register.nyit.edu/reset
o 输入你的NYIT ID号和录取邮件或信函中使用的全名。
o 输入验证码并提交。
o 使用你的生日设定密保问题和答案。
o 创建密保问题和答案。答案必须为6-20个字符。
o 创建新密码。请仔细阅读密码说明，用要求的字符创建安全的密码。
o 你已成功创建个人NYITConnect账户和电子邮箱。你可登录my.nyit.edu访问
MyNYIT Portal账户。
登录MyNYIT Portal，在规定日期之前通过支付学费定金确认在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籍注
册。定金不可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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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收到的录取信函和财务补助计划中注明了你被授予了纽约理工学院奖助学金，请在
MyNYIT Portal中予以接受或拒绝。
如果你是学生运动员，请务必在支付学费之前向你的教练索取获得奖学金所要求的文件
（如适用）。
无论是住纽约理工学院宿舍还是校外住宿，请提前安排好你的住宿。
请在正式上课前30天内安排好前来纽约理工学院的旅行事宜。请登录 nyit.edu/orientation
查看迎新日程并注册迎新活动。你必须参加迎新活动。
注册SEVIS文件登记会，并在抵达校园后参加该会。所有持有I-20s表格的学生必须参加。
提交免疫证明。没有这些文件，你将不能上课。
支付学费。

本科生


学费定金：春季学期的学费定金应在 12 月 1 日前向纽约理工学院缴纳，秋季学期应在 5
月 1 日前缴纳，如果你在该日后被录取，你应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或录取电子邮件两周内缴
纳。定金金额为 400 美元。你可通过访问 NYITConnect 在 MyNYIT Portal 中支付定金。



水平测试和注册：所有一年级学生，包括已获得AP（先修）课程学分或已转入在另一所
大学所修学分的学生，在注册前必须参加纽约理工学院的数学、英语和阅读水平测试。水
平测试之后，你将与一名第一学期学习顾问会面，注册课程。
尚未获得大学写作I（College Composition I）学分和/或所读专业的第一门数学课学分的
转学生必须参加其适用的纽约理工学院水平测试。已获得大学写作I（College
Composition I）学分和/或所读专业的第一门数学课学分的转学生无需参加水平测试。你
将与你第一学期学习顾问一起注册课程。
你将了解到更多关于水平测试和注册的信息。你可访问nyit.edu/placement了解更多并查
看测试练习题。请注意，这些考试将出于水平测试的目的进行严格管理，并不会影响你在
纽约理工学院的录取。



提交最终官方文件： 请在第一学期开始之前向招生办公室发送你的最终官方成绩单，包
括你已完成的大学级别的课程成绩和官方测试分数。

研究生


学费定金：你应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或录取电子邮件四周内向纽约理工学院缴纳定金。定金
金额为 500 美元。你可通过访问 NYITConnect 在 MyNYIT Portal 中支付定金。



注册课程：你将在抵达校园之后与你所入读项目的研究生顾问见面。顾问将会对你第一学
期需要学习的课程提供建议，然后你将可以前往注册办公室注册课程。请访问
nyit.edu/advising/advisor_schedules 获取顾问名单及其时间表。
托福分数介于 500-550（笔考）、173 -213（机考）或 61-80（网考）之间，或雅思分数
介于 5-5.5 之间的研究生将在抵达前参加英语语言课程。在注册课程之前，你必须与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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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院（ELI）工作人员联系。你无需参加水平测试。


提交最终官方文件： 请在第一学期开始之前向招生办公室发送你的最终官方成绩单、测
试分数和文凭证明。

英语语言学院（ELI）学生
 未提交托福或雅思成绩而直接获得英语语言学院录取的学生在注册前必须参加纽约理工学
院水平测试。

住宿选择
学生宿舍
我们非常欢迎本科生和研究生入住曼哈顿校区和旧韦斯伯利校区配套服务齐全的学生宿舍。尽管
学生宿舍并未坐落于校园之中，但曼哈顿校区的学生可在校区乘坐很短一段地铁前往宿舍，而旧韦
斯伯利校区的学生则可乘坐纽约理工学院的摆渡车前往宿舍。
纽约理工学院的住宿一直以来都供不应求。如果你有意入住纽约理工学院宿舍，我们建议你尽快
提交住宿申请和定金。定金不可退还。住宿安排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请访问nyit.edu/housing进
行申请，并查看可选的宿舍房间，住宿费用和入住日期。你将在抵达纽约理工学院之前通过电子
邮件收到宿舍楼和房间分配安排。



如有任何关于曼哈顿校区和校外住宿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housingma@nyit.edu或
致电1.212.261.1737。
如有任何关于旧韦斯伯利校区和校外住宿的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housingow@nyit.edu 或致电 1.516.686.1402。

校外住宿
在纽约寻找校外住宿不太容易。你将在未来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在此生活。为此做好准备，并在
选定住宿前好好搜集信息非常重要。可能你想要提前开始找房，你将会发现大多数住房都在你打
算入住前的 30 天内才会发布。如果你计划住在校外，请尽量提前三周抵达纽约并安排一处临时
住处，直到你找到一间公寓。
我们可为你在校园附近寻找住宿提供帮助。请访问nyit.edu/housing/offcampus 获得帮助。你也可
以通过下列方式寻找临时住宿。



曼哈顿校区附近的本地酒店： nyit.edu/locations/manhattan_local_hotels
旧韦斯伯利校区附近的本地酒店：nyit.edu/locations/westbury_local_hotels

生活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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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纽约地区的气候四季不同：
季节
秋季（9 月-11 月）
冬季（12 月-次年 2 月）
春季（3 月-5 月）
夏季（6 月-8 月）




平均高温
61° F（16° C）
38° F（°3 C）
61° F（16°C）
89° F （29° C）

平均低温
44° F （7°C）
25° F （-4° C）
44° F（7°C）
68° F （20°C）

秋季和冬季天气寒冷，可带上厚外套、保暖毛衣、靴子、手套、帽子、围巾和厚袜子。
春季和夏季天气温暖，可带上轻便的衣物和薄外套。
秋季和春季可能需要雨伞和雨衣。有关气温、降雨量和天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eather.com。

携带物品
抵达美国时，请将你的入境相关文件、美元和信用卡随身携带，如放于你的衣袋或钱包中。
下面是一些建议放于个人包包或随身行李（小型日用包或背包）中的物品：
 您经常使用的药物和额外处方眼镜或隐形眼镜。美国很多药物需要医生处方，因此如果你
患有慢性疾病需要服用药物，建议你携带至少可维持数周的药品数量。
 珠宝或个人照片或信件等不可替代的贵重物品。
 手机充电器、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以备航班晚点、错过转机或行李丢失等意外之需。
轻量出行： 你不会想在旅途中大包小包地携带多件行李。你可以在附近购买到任何你忘记携带或
几乎任何你想要购买的物品。在美国，着装往往偏休闲。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生通常穿着休闲裤、
牛仔裤、裙子、T恤、毛衣和运动鞋。你不妨装上几件某些特殊场合需要穿着的半正式/正式服
装。职业装，如西装，可能会方便面试、实习或职业发展活动。
你可在美国以相当合理的价格购买服装，特别是在你熟悉了购物场所之后。如果购买除食品以外
的商品，建议保留购物小票。如果你没有收到任何小票，请向收银员索取。如果你购买的商品有
缺陷或者令你不满意，你将需要购物小票前往商店进行退换货。
家用物品： 在纽约购买烹饪用品和食品、小家电、床单和毛巾。这些物品会为你的旅行增加不必
要的重量，而其中大多数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特别是你所在国家的电器可能与美国的电力供
应设施不兼容，宿舍可能不允许使用。

预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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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学生的生活预算有限。你最好可以明智地计划用钱，尽可能维持更长时间的生活。请谨慎
开销，直到你已习惯美元的价值，并对基本生活开支有了一定概念。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和经
验。请对过度使用信用卡进行过度花费保持格外谨慎。使用信用卡可能迅速积累大量手续费。
你的I-20表格或DS-2019表格上的金额可以告诉你一学年需要支付的学费、各类费用和生活费数
额。我们预计你每年将需要 $13,350的生活费。如果你的家人将陪同前来，开支将会更高。你应
为你的配偶额外计划每年$5,000的开支，每名子女需$4,500。你还应将汇率波动考虑在内，如果
你所在国家的货币贬值，你要确保仍有足够的钱用于支出。在线货币转换器有很多，其中一个为
xe.com。
银行账户：国际教育办公室与几家金融机构将帮助学生开立支票或储蓄帐户。活期存款账户一般
用于日常开支，并不会产生利息，而储蓄账户则用于存入不会立即使用的资金，且可以赚取利
息。
某些银行可能收取月费，有最低余额要求，但是仍有许多银行可对学生免除这些费用和余额要
求。当你前往银行开户时，请告知工作人员你是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生，以了解你是否可以免于支
付上述费用。 国际教育办公室可向你建议对纽约理工学院的国际学生提供优惠账户的银行。
国际教育办公室可出具证明你是纽约理工学院学生身份的推荐信。除此以外，开立账户还需要下
列文件：
 有效护照
 I-94表格
 I-20表格或DS-2019表格
 纽约理工学院学生证
 某些银行可能要求国际学生提供其他识别信息。请联系你想开户的银行了解详情。
请对任何与金钱和贵重物品有关的事务保持警惕。请将钱包放于隐蔽处。外出时请勿携带大量现
金。请勿佩戴珠宝。
制定预算时，请记住下列事项：
 每学期你都必须注册为全日制学生（文凭项目的最后一学期除外，如果该学期你无需全日
制课程即可毕业）


你可能需要上英语课，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和成本才能毕业。纽约理工学院英语语言学院共
分五个层次。最低一个层次针对拥有极少或没有英语语言基础的学生（层次6）。另外四
个层次（7、8、9和500）针对需要提高学术英语水平的学生。
分班将根据你的雅思或托福成绩进行。如果你没有参加过上述任一考试，你将在被我们的
课程录取后参加 ACT Compass 考试。进入英语语言学院无需雅思或托福成绩。但是，进
入纽约理工学院的文凭项目则需要雅思或托福成绩。请访问 nyit.edu/eli 了解更多详情，
并查看学生学业计划样本。



如果你接受了助学金，则你的工资应缴纳市、州和联邦税，除非你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缔结
了税收协定。美国税法要求纽约理工学院对持有F-1和J-1签证且所获奖助学金超过学费等
费用金额的个人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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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医疗费用相当高，即使你有医疗保险。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纽约理工学院的医疗保
险，而且我们强烈建议，如果你有家属在美国，其也应参加医疗保险。法律要求由持有J2签证的亲属必须参加医疗保险。



如果你需要交通工具往返于学校和住处，或者你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么你需要
将地铁、火车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费用考虑在内。

适应文化
迁往新的国家、新的城市和新的学校所带来的变化很明显。“文化冲击” 描述的便是个人被置于陌
生环境中可能产生的方向性迷失的感觉。当你抵达纽约之时，你会遇见新的景致、新的声音、新
的气味、新的味道、新的语言、新的习俗和经验，它们与你在你的国家所拥有的经历完全不同。
每个人所经历的文化冲击都是不同的，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你会怎样适应这样的文化调整。遇到
困难非常正常，你将会克服它。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心理咨询与健康办公室旨在帮助你适应在
纽约理工学院和纽约的生活。
尽管人们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但下面是一些可能对你适应文化调整有帮助的建议：


保持你的观点。请记住，从其他国家来到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在这里学习
和成长。正是这种多元文化将帮助你获得一个将伴随你整个职业生涯的竞争优势。



合理预期。你对在美国、在纽约或者在纽约理工学院的生活反应可能基于一个你预期的先
入为主的观念。如果你发现自己感到迷惑或失望，那么问问自己最初的预期是否合理。



保持开放的心态。纽约理工学院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可能与你习惯的有所不同。他们的行为
方式是与其自身的价值观相吻合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请不要使用你可能在你的国家所
使用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行为。



吸取经验。前往一个新的国家、学习一个新的文化可能会成为你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次经
历。这是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拓宽自己的思想的最美妙的方式。

我们就是为了为你提供帮助！如果你想要和别人谈谈你的感受，你在纽约理工学院的生活适应情
况，请至心理咨询与健康办公室，与心理顾问谈谈你的想法，或者获得可以帮助你适应并享受在
纽约理工学院时光的其他信息。
 曼哈顿校区，26 W. 61st St., Mezzanine Level, 1.212.261.1770
 旧韦斯伯利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Room 208, 1.516.686.7976

医疗保险和疫苗接种
学生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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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全国性的政府支持系统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如果你需要看医生、做化验、住院和开药，
这些费用可能很高。通常情况下，纽约地区的住院费用介于500美元-1000美元一天，而这还不包
括可能非常昂贵的医生费用。参加医疗保险非常重要。因此，纽约理工学院要求所有国际学生参
加纽约理工学院医疗保险计划。
作为持有F-1或J-1签证的学生，你将自动注册安泰学生医疗（Aetna Student Health）推出的纽约
理工学院基本意外医疗费用福利计划1、基本疾病医疗费用福利计划2以及补充意外和疾病医疗保
险。参保是强制性的，每学期由财务部门收取相应费用。没有其他的医疗保险可以取代纽约理工
学院医疗保险计划。
你的纽约理工学院医疗保单并未覆盖你的其他家庭成员。我们建议你为每个家庭成员单独购买保
险。
请访问aetnastudenthealth.com了解有关医疗福利、保费、医疗费用报销表、参保截止日期等详
细信息。如有其他问题，请通过电子邮件 ows@nyit.edu 联系健康服务办公室。
如果你有头疼脑热等常见疾病，请选择安泰网站上列出的优选医生办公室及诊所前往就诊。只有
在紧急情况下你才应该去医院。
疫苗接种
纽约州公共卫生法第§2165条和第§2167条要求所有每学期注册了6个学期学时及以上或等量课程
的学生提供预防麻疹、腮腺炎、风疹和应对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接种书面证明。在注册课程
前，学生必须先向健康服务办公室提交填写完整的纽约理工学院学生疫苗接种表格。结核病检验
也是必需的。没有此文件，你将不能上课。请访问nyit.edu/immunization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ows@nyit.edu了解更多信息或下载表格。

纽约交通
从机场至纽约理工学院曼哈顿校区的交通方式


从 肯尼迪国际机场（JFK）出发， 乘坐纽约市（NYC）地铁A线至哥伦布环岛（
Columbus Circle）（West 59th Street and Broadway）。纽约理工学院在百老汇1855号
（1855 Broadway）和西第61街（West 61st Street）以北两个街区。你也可以预订Super
Shuttle （supershuttle.com）) 并直接在线支付。抵达肯尼迪国际机场并提取行李后，根
据“地面交通” （Ground Transportation）指示，前往交通服务台寻找Super Shuttle服务代
表（蓝色制服）。请访问 panynj.gov/airports/jfk-ground-transportation.html了解地面交通
的更多信息。



从拉瓜迪亚机场（LGA）出发，乘坐Manhattan Bus 60（M60）前往曼哈顿西端（终点
站），换乘纽约地铁1号线或9号线。在西第59街/哥伦布环岛（West 59th
Street/Columbus Circle）下车。纽约理工学院在百老汇1855号（1855 Broadway）和西
第61街（West 61st Street）以北两个街区。致电800.AIRRIDE，获得从各大机场前往校
园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anynj.gov/airports/lga-groundtransportation.html了解地面交通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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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抵达的是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EWR）， 你可以乘坐机场大巴前往目的地。你可
以在线预订或拨打免费电话1.877.599.8200。请访问panynj.gov/airports/ewr-groundtransportation.html了解地面交通的更多信息。



正规纽约黄色出租车：更快捷但也更昂贵（目前从肯尼迪国际机场前往曼哈顿的费率为
$52，前往旧韦斯特伯里价格大致相同）。你可以使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提取行李后，
请根据出租车指示牌前往搭乘点，务必选择持照正规黄色出租车。

计划行程时，你也可以联系你的国家驻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
前往纽约理工学院旧韦斯特伯里校区路线
长岛铁路（LIRR）设置了韦斯特伯里（Westbury）、希克斯维尔（Hicksville）、曼哈塞特
（Manhasset）和格林韦尔（Greenvale）等几个车站，这是离校园最近的站点。你可以从上述车
站搭乘出租车前往校园。纳索县际快车（NICE）巴士路线N20（经北方大道前往希克斯维勒）将
在纽约理工学院停靠（不含周末）。
从长岛西面上长岛高速，并在39号出口（格兰卡福路北，Glen Cove Road North）下高速。沿格
兰卡福路（Glen Cove Road）向北行驶至北方大道（Northern Boulevard）（Route 25A）。右
转进入北方大道（Northern Boulevard），继续向西行驶1英里，右侧即为纽约理工学院大门。从
长岛东面上长岛高速，并在41号出口（Broadway/ Route 107）下高速。沿107号路线向北，到达
北方大道（Northern Boulevard），左转向西第四个红绿灯。左侧便是纽约理工学院的大门。
紧急情况下，
如你在正常工作时间（上午 9 点到下午 5 点，周一到周五）内滞留在某个美国入境点，可致电
1.212.261.1514（曼哈顿校区）或 1.516.686.7585 （旧韦斯伯利校区）与纽约理工学院国际教育
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要求与留学生顾问通话。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且纽约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办公室的电话无法接通，请致电 1.516.686.7789
（旧韦斯伯利校区）或 1.646.273.7789（曼哈顿校区）与纽约理工学院安全部门取得联系。安全
人员将与国际教育办公室职员取得联系，该办公室职员将与你联系，尽力解决你的问题。

漫游纽约
纽约市共分为五个大区——曼哈顿、皇后、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斯塔顿岛，从这些地方都可以
进入纽约市区。
曼哈顿城市规划网格图：曼哈顿的街道按数字顺序命名，为东西走向。如果你在第 23 街（23rd
Street），想要去第 42 街（42nd Street），很简单，仅需向北穿过 19 个街区。想从第 80 街
（80th Street）到第 75 街（75th Street），向南穿过 5 个街区。曼哈顿的大道是南北走向，有些
是数字命名，有些有正式的名字。从东向西，以数字命名的大道有东河附近的第一大道（First
Avenue）和岛西侧的第十二大道（Twelfth Avenue）。有正式名字的大道（部分）包括：派克大
道（Park Avenue）、莱克星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和麦德逊大道（Madison Avenue）。
有正式名字的大道主要位于第三和第五大道（Fifth and Third Avenues）（城中心和上城区）之
间区域的东侧。在西侧，第七大道、第八大道和第九大道（ Seventh, Eighth, and N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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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ues）变成了位于第 59 街（ 59th Street）以北的哥伦布大道（Columbus Avenue）、中央
公园西大道（ Central Park West）和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
不符合网格规律的有（均在第14街以下）：金融区（ Financial District）、唐人街（Chinatown）
、小意大利（ Little Italy）、下东区（the Lower East Side）、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
、苏豪区（Soho）和特里贝克区（Tribeca）。因为南部街道大都有正式的名字而不是以数字命
名（德兰西街（Delancey Street）、华尔街（Wall Street）、教堂街（Church Street））， 所以
准确定位自己所在位置可能会比较困难。因此，在你的智能手机上下载比较好用的地图应用还是
很有必要的，比如谷歌地图，或者必要时要问路。
更多信息请登录： frommers.com/destinations/new-york-city/663725#sthash.RCUhi7bh.dpbs。
公共交通：查看纽约地铁、公交车和通勤铁路信息、时刻表和路线图请登录mta.info. 你可将大纽
约交通运输管理局（MTA）地铁路线图下载到智能手机上，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实用导航应用
，比如 HopStop.com或 Letsembark.com.


捷运卡：捷运卡是用于公共交通（地铁和公交车）的电子购票卡，纽约五大区通用。每次
乘车有基本票价。更多信息请登录 mta.info/metrocard。



地铁：地铁是最高效、最快速、最方便实惠的交通方式，几乎连接曼哈顿各个地方。地铁
全天二十四小时营运，毫无疑问，高峰期（大致是上午8:00-9:30，下午5:00-6:30）会比
较拥挤，虽然如此，地铁仍是最快捷的交通方式。



公交车：时间充裕时乘坐公交车也别有一番趣味，有时也是必要的。从前门上车，可使用
捷运卡支付车费。只有公交车站有人等车或车内乘客提前按下位于车窗间的“要求停车”按
钮时，公交车司机才会在到站时停车。如果一个人深夜乘车，最好选择公交车，而不要选
择地铁。



出租车：经出租车和豪华车委员会（TLC）许可的正规纽约出租车是黄色的，车门上印有
收费标准，顶部有牌照灯。在任何街道都可叫到出租车。根据计程表显示数据按时间和距
离收费。一般要向司机支付相当于车费 10-20%的小费。



旧韦斯伯利校区位于长岛之上。你可以乘汽车、公交或长岛铁路到处逛逛。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
短途和长途电话： 如需短途或长途电话服务，逆序拨打1加上一个十位数的号码（如
1.212.261.1684，接通国际教育办公室）。电话区号是前三位数字。也就是说，212是电话区
号。
免费电话：免费电话的号码通常被称为原始电话区号后的“800号码”。如需服务，拨打1加一个十
位数的号码。以下电话区号代表免费电话：800、822、 833、 844、 855、866、 877 和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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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话： 拨打011 + 国家号 + 地区号 + 电话号码。查看国家号列表，请登录
countrycallingcodes.com 。
移动（蜂窝）电话服务供应商：电话服务有多重选择，包括预付费计划或月付计划（签订为期一
年或两年的合同，或不签合同）。由于你很可能没有美国信用史，电话公司可能在批准合同前要
求你支付一份可退换的定金。如果选择预付费计划，请阅读小号字体。一些公司会要求选择预付
费计划，并使用电话卡的客户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选择签订合同，但在合同约定时限前取消服
务，公司将要求你支付一定的费用。
当地邮局： 查询邮局位置和营业时间，请将街区邮政编码输入 usps.com。在美国，所有邮寄地
址均需填写邮政编码。邮政编码查询，请登陆 usps.com。

在纽约理工学院和纽约停留期间的安全问题
纽约理工学院会尽其所能保证学生、教员、职工、社区成员和财产的安全。纽约理工学院的安全
专家均经过紧急应急程序培训（火灾、炸弹威胁和医疗急救）。另外，纽约理工学院设有数个警
报系统——包括文本、电子邮件和语音通知——目的在于发生紧急状况时， 第一时间通知到大
家。

一旦发生紧急事件，拨打911获取警方、消防部门或急救车的立即援助。除此之外，你还应拨打
校园安全部门的电话：



旧韦斯伯利校区： 1.516.686.7789
曼哈顿校区： 1.646.273.7789

了解更多关于校园安全预防措施、乘车上下学小贴士和住房保障的信息，请登录
nyit.edu/emergency/safety。

重要付款信息
入学注册时，你必须准备好付清余款。包括学费以及其他必交费用，包括膳宿和健康保险。查看
关于学杂费的信息，请登录nyit.edu/tuition. 但是，选择不同学习计划的学生，需付清的余款不
等。如想私下了解更多关于自身学杂费的信息，请登录 bursar@nyit.edu 或拨打 1.516.686.7510
或 1.212.261.1620与财务部门取得联系。请填写你的学号、打算入学的学期、学籍、是否打算住
校以及打算在哪一校区就读。关于如何付款的信息，请登录 nyit.edu/bursar/payments。

学杂费
请注意： I-20表格中所列学杂费是估计值，非实际产生学杂费。实际学杂费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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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t.edu/tuition 。未按时交费的学生，其课程和住宿安排可能被取消，并且要求其支付一定的滞
纳金。
付款到期日如下：秋季学期——8月1日；短假期和春季学期—— 1月1日；夏季学期——5月1
日。如果在8月1日或1月1日后注册入学，需在注册课程前完成支付。因延期支付招致的滞纳金一
律不可免除。
请注意：所有费用都可能发生改变。
如何支付学费
支付纽约理工学院发票的方式有数种。请在所有付款单据上填写你的姓名和纽约理工学院学生
号，确保将付款单据及时准确地发送到你的账户。 在付款前，你需要首先接受或拒绝助学金（如
适用）。
请注意：你可允许别人在 my.nyit.edu 网站上登录你的 MyNYIT Portal 为你代付，并访问
NYITConnect，选择 Parent Pin 选项授权一位或数位付款人。
付款方式


本人支付：你可在工作时间到财务部门，选择以现金、支票、汇票或信用卡的形式进行支
付。请注意：将视所有支票为经自动票据交换所（ACH）处理，款项将以电子方式从你的
账号中划出。
财务部门地址：
曼哈顿校区：16 W. 61st St., First Floor, 1.212.261.1620
旧韦斯伯利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First Floor, 1.516.686.7510。



信用卡： 可访问 my.nyit.edu 登录你的 MyNYIT Portal，进入 NYITConnect 进行支付。还
可向 1.516.686.7833 发一份信用卡授权书传真（登录 nyit.edu/bursar/payments）。纽约
理工学院接受使用万事达卡、威士卡、发现卡和美国运通卡。



邮递：将支票邮寄到纽约旧韦斯伯利纽约理工学院财务部门（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fice of the Bursar, P.O. Box 392, Old Westbury, NY 11568）。请注意：
将视所有支票为经自动票据交换所（ACH）处理，款项将以电子方式从你的账号中划出。



学费支付计划：可通过MyNYIT Portal（my.nyit.edu）进入 NYITConnect报名参与Higher
One提供的支付计划 。支付计划合同的任何改动均必须经财务部门做出。根据《诚信贷款
法》，任何改动都不会生效，除非你已同意该计划的所有条款和约定。
如果选择参与该计划，必须在计划激活之前支付第一笔款项。如不能接受该计划的条款和
约定，可能就要支付不可退还的滞纳金，或可能取消你的课程和食宿安排（如适用）。参
与支付计划的学生，如出现拖欠行为，可能会被取消参与未来支付计划的资格，同时
Higher One 可能要求其支付滞纳金。
参与支付计划不影响成绩单或毕业证的提供。



银行电汇：如果你打算使用银行电汇的形式进行支付，纽约理工学院可能在两周后才能收
到付款。请与相关银行联系确认已将所有可能从付款金额中扣除的费用算入在内，否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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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拖欠纽约理工学院费用。请留足在付款到期日前办理相关手续的时间。进行电汇时，
请填写以下信息。
银行名称：TD BANK NA（ 北美道明银行）
银行地址： Massapequa East Branch
5555 Merrick Road
Massapequa, NY 11758
美国银行协会数码： 026013673
银行代码： NRTHUS33
账号: 7917486305
请注明你的姓名和学号。


Pay to Study： 银行电汇的替代方案，Pay to Study是一种简便、安全又实惠的国际付款
方式。该替代方案比直接通过银行或信用卡支付节省货币转换费用。详情请登录
nyit.paytostudy.com ，并完成支付。



西联汇款： 纽约理工学院接受西联汇款。 登录MyNYIT Portal（my.nyit.edu），进入
NYITConnect，选择西联汇款选项。更多关于西联汇款的信息，请登录
nyit.edu/bursar/payments#international_students。

滞纳金和退款
逾期注册罚款
续费学生如果在上课第一天后注册，将向其收取逾期注册罚款。该罚款必须在注册时与学杂费分
开另行支付，否则不允许注册。该罚款不可免除，也不可退还。
滞纳金
如学生未按上述条款付款，将向其收取相应的滞纳金。该滞纳金必须与学杂费分开另行支付。该
滞纳金不可免除。请注意：所有费用都可能发生改变。
退款
学费仅根据退款政策退还，查看退款政策请登录nyit.edu/ bursar/refund。
如果学生在申请提供成绩单、成绩通知单、毕业证或退款支票时，尚拖欠纽约理工学院学费或其
他费用或罚款，则不予提供。如果你的账户被限制（包括但不限于SEVIS、图书馆或安全限
制），则不提供退款支票。
通过个人支票汇出最后一笔款项后，所有退款支票可持有30天。
学费退还保险
学生及其家人通常会遇到经济波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向纽约理工学院学生担保由A.W.G. Dewar
公司提供的可选性学费退还保险。该政策通过学费退还计划为纽约理工学院已发布的退款安排做
了很好的补充。购买该保险的学生在整个学期内有权要求退款，即使纽约理工学院自身的政策已
过期。受保费用包括学费、住宿托管费和餐食费。是否参与该计划，完全自愿。更多关于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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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或参与该计划，请登录 collegerefund.com或致电1.617.774.1555。请注意：必须在学期开
始前参与该计划。
其他信息
如未按时全额付清，相关学生应负责向纽约理工学院支付应付本金全额加上所有其他费用，包括
不限于，相当于本金额33%的收账公司费用、相当于应付本金全额50%的法律费用、按法定最高
汇率计算而得的未付余款利息以及与拖欠款收取有关的所有诉讼费用申请费、利息和判决执行费
用。所有收取事宜均应根据纽约州法律解释，受纽约州法院管辖。

在美学习小贴士
开始在纽约理工学院上课后，你很有可能会发觉这里的学习生活与中国的学习生活有所不同。以
下内容是有关美国教育系统的一些信息，并将给出一些关于如何在纽约理工学院成功完成学业的
小贴士。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概述
美国教育系统整体上来讲旨在向尽量多的人提供综合教育机会。大部分美国国民均已完成中等和
高等教育。
美国的中小学学制为 12 年，即“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 12 年。美国小朋友在六岁左右开始上小
学。小学学制有五年或六年之分，然后升入中学。
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颁发毕业证书。高中（12 年级）毕业后，可升入大学。大
学阶段称为“高等教育”阶段。水平考试成绩，比如 SAT 或 ACT 可能作为入学标准使用。
美国本科学历（文学学士或理学学士）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学制通常为四年（根据教学大纲而
定） 。大一称为“freshman year”，大二称为“sophomore year”，大三称为“junior year”，大四称
为“senior year”。在纽约理工学院，大部分本科生均完成了探索性核心课程中的指定功课，包括
的课程类别有： 通信、文学、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维、跨学科思维、伦理和市民参与、 全球化视
野、自然知识以及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历程。起初，学生学习专业方面的入门级课程，然后过渡到
实践性课程。
研究生学习内容包括各领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课程。研究生阶段，学生仅学习教学安排内的课程
加上其研究领域的其他辅助性学科。
更多关于美国教育系统的信息，请登录：studyusa.com/en/a/58/understanding-theamericaneducation-system。

取得学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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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发现美国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在很多方面存在很大不同。要密切关注特定学位课程
的学术指南，有问题是要向学术顾问/教授咨询，要抓住每一次与相同研究领域内经验丰富的学生
（无论是国际生还是美国当地生）交流的机会。


接受美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不同价值观。 差异是存在的，比如教育理念、学术要求、传统
和标准。你可能会发现有些教学方法激励人上进，而其他一些教学方法则令人困惑。比
如，你可能会认为记住大量的信息很重要，或做好研究就要专注于某一有限的方面，然后
学深学精。但是，在这里你可能发现综合多个信息源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比记住信息更重
要，或课通过思考多个方面做好某一领域的研究。意识到美国教育系统与其他国家的教育
系统存在诸如此类的差别以及自己可能需要调整思想是很关键的。



谨慎明智地选择课程，特别是第一学期。 只选择必要的课程。确保所选课程的课业负担
有轻有重。在安排课程表时，要咨询学术顾问和熟悉不同课程和教授的有经验的学生。如
果在常规课程意外，修学英语语言学院（ELI）的语言课程，要谨记英语语言学院课程很
费时；如果英语能力有限，又修学太多常规课程，可能会导致很难理解教师说的话或要求
课程的内容。



从一开始就努力学习。从上课第一天起就坚持阅读和按时完成作业。如果你习惯到期中或
期末阶段才开始学习，那么你必须做出改变，否则将落后。



熟悉课程类型。在纽约理工学院，不同的教学大纲提供有不同的讲座、实验室、实习和工
作室课程。鼓励学生批判性地对待问题，培养全局观点，这是探索性核心课程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复杂材料，大多数课堂都会组织讨论和实践活动。



善于发问。在课堂上参与讨论很关键。在美国，提问问题或质疑老师的行为是受鼓励和重
视的。这是兴趣强烈、注意力集中和思想独立的标志。很多课堂成绩是由参与讨论的积极
性决定的。如果礼貌地保持安静，大家很可能认为你对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或你没有自己
的观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生通常存在语言障碍，不愿意参与讨论。不要让语言成为
你的障碍。在课堂上发言越多，练习机会就越多，有助于克服语言障碍。



与教授保持联系 美国高校的教授期望学生在课堂上或课堂结束后立即提问问题。通常，
他们期望学生积极主动一些，直接找他们帮忙。教授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也需要学
生主动寻求帮助。因此，你可到教授办公室向其寻求学术帮助。如果课堂表现欠佳或有疑
问，你就真的需要找教授寻求帮助了。否则，教授不会知道你的疑问，会认为你对他的课
堂不感兴趣。



遵守纽约理工学院的学术诚信政策（称为“荣誉准则”）。大多美国高等院校都设有荣誉准
则——学生学术生涯需要遵守的准则。这些准则主要与学术诚信和原创性相关。
o

抄袭 不可容忍。在美国，学术抄袭可指做作业时或考试过程中接受未授权的帮助
或声称别人的作品是自己的。还包括下载或使用互联网上的已有论文或已有论文的
部分内容。另外，在考试或其他类型的测试过程中，不得接受其他学生提供的或向
其他学生提供任何信息、答案或帮助。考试过程中不得使用未授权的信息来源，包
括但不限于笔记、书本、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学生。 不得在考试前非法获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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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答案。
o

剽窃是未能原创性地完成书面作业 ，而是将他人的话语或思想用作自己的话语或
思想。这完全是“盗贼”行为，在学术界是不可容忍的。一经发现有剽窃行为，学生
将受到严厉惩罚。如果直接引用——也就是说从一本书或其他书面材料中复制确切
的短语、句子和段落或其他内容——你必须将借用的文字用引号引起来。你还必须
通过提供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列明出处。通常，可使用脚注或在书面作业末页列出
各引用作品来实现这一点。纽约理工学院提供帮助正确引用文献的资源。

遵守荣誉准则人人有责。通常，学院没有复杂的防作弊系统（比如，考试期间的监控设备）。但
是，教授和其他学生对作弊行为都很敏感。违反荣誉准则的学生要受到惩罚。
如果出现本手册所载的作弊行为，即使是初犯：
 你的书面作业会被评为“F” （不通过）；
 整个课程可能都被评为“F”；
 你可能会被开除，后果是失去F-1或J-1身份。
如果你有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任何疑问，与教师、学术顾问或国际教育办公室联系。

签证和移民信息
如何获取 F-1 或 J-1 学生身份
获取F-1或J-1学生身份，成为合格的纽约理工学院学生，你必须首先获得批准加入全日制教学计
划，并收到招生办公室提供的I-20或DS-2019表格。就读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生必须使用纽约理工
学院签发的I-20表格或纽约理工学院或某个赞助性交换学者组织（如国际教育协会）签发的 DS2019表格。美国境外和美国境内学生获取F-1或J-1身份的要求有所不同。

美国境外学生
一旦收到签发的I-20或DS-2019表格，所有录取的学生（加拿大和百慕大公民除外）必须申请F-1
或J-1 入境签证，并持该签证和纽约理工学院I-20或DS-2019表格进入美国境内。
持有SEVIS记录的美国国内转校生可继续使用未过期的入境签证和纽约理工学院的I-20或DS2019表格进入美国境内。
到美国领事馆申请F-1或J-1入境签证
查看你的I-20或DS-2019表格，确保所有信息正确无误。如果事先通知校方，你的家属将与你一
起来美，将向他们每人提供一份身份合格证明书，以便申请F-2 或J-2签证。
美国国务院是负责在美国领事馆签发签证的联邦机构。在其网站上可查看有关F-1或J-1签证申请
的明确说明。下面我们会向你提供一系列有用的网站。你还应登录申请签证的领事馆或大使馆网
站，查看额外要求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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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预约前，登录fmjfee.com/i901fee/index.jsp支付 I-901 SEVIS费用。需要 参考I-20或
DS-2019表格上的SEVIS号进行签证预约和支付I-901 SEVIS费用。持打印收据进行签证
预约。



在线完整填写电子版DS-160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并上传照片。请注意：F和J类签证是非
移民签证，要求你表明完成学业后回国的意愿。



请登录以下网址，查询签证申请相关信息：
o
o
o
o
o
o
o
o

什么是美国签证？
travel.state.gov/visa/questions/what/what_4429.html
学生流程步骤： 了解美国移民系统
ice.gov/sevis/students/index.htm
全球各国领事馆列表
usembassy.gov
不同领事馆F和K签证预约等候时间
travel.state.gov/visa/temp/wait/wait_4638.html
申请F-1签证
travel.state.gov/visa/temp/types/types_1268.html
申请J-1签证
travel.state.gov/visa/temp/types/types_1267.html
有关I-901 SEVIS费用的常问问题
ice.gov/sevis/i901/faq3.htm
签证面试准备小贴士
nafsa.org/resourcelibrary/default.aspx?id=8643

潜在延迟和签证处理时间
美国控制签证政策和程序的法律近期有所改变，获取签证所需的时间有所延长。务必尽早申请！
尽管签证处理过程有所优化且将继续优化下去，但是偶尔发生延迟也在所难免。处理时长也会不
同。
国务院的目标就是实现大多数情况下从申请到收到签证的时间不超过 30 天，尽管需要经过 行政
审查 的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多数行政审查会在申请后 60 天内完成。需要行政审查的，个人情
况不同所需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在询问行政审查进度前，从面试日期或补充文件提交日期
起（选时间靠后者），申请人或其代表需要等待至少 60 天。更多信息请登录：
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glish/general/administrative-processing-information.html.
如果想要来美，且需要签证，出发前要安排好签证面试。更多信息请登录 usembassy.gov 并联
系 大使馆或领事馆 ，向领事馆或大使馆申请详细的指引性说明。
基于国籍、姓名检查以及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之敏感研究领域的安全检查和许可可能需要进一步行
政审查，这在签证申请者通过领事馆官员面试后还需花费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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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时告知申请者该要求。尽管国务院力求在 60 天内完成该额外许可，但因情况各异，也可
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纽约理工学院无力干预或加快处理过程。
更多信息，请参考国务院网站：travel.state.gov/visa/questions/policy/policy_4433.html 上的美国
签证政策。
抵达美国后，可能在机场逗留一段时间，因为需要对所有 F 和 J 类学生的 SEVIS 记录进行入学资
格检查。
首次持F-1和J-1签证进入美国境内
美国入境许可受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边境保护局管辖。你可在纽约理工学院开学前至多30天进入
美国。如果你参与了纽约理工学院和某一海外机构的联合学位计划，应遵照以下步骤行事：
 第1步：将相关文件交予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官员。将护照和合格身份证明书（I-20或DS2019表格）装载随身携带的包里。 只有通过检查后才可领取托运行李。需要向有关官员
出示以下文件：
 护照
 F-1或J-1签证（除非你是加拿大或百慕大公民）
 I-20或DS-2019表格
还应携带以下文件，以备查验：
 纽约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
 I-901费用付款收据
 资金证明
相关官员会在护照上盖章，以示允许持F-1或J-1入学，直至身份有效期（D/S）到期。I94入境记录是合法入美、非移民身份以及在美时间的证据。
如乘飞机或乘船抵美，相关官员会向你提供自动生成的I-94表格记录。将在你的护照上加
盖入境印章，上面注有入学日期、入学地点、入学班级和留在美国的日期。F和 J在身份
有效期内（D/S）有效而不是在某个固定日期。电子入境/离境记录 可登录cbp.gov/I94 获
取打印。在美求学期间，每次抵美要打印一份纸质入境记录，作为私人记录保存。来自国
土安全部之有关抵美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studyinthestates.dhs.gov/students/arriving。
 第2步：到国际教育办公室完成SEVIS文件登记手续。
确保F-1或J-1身份有效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向国际教育办公室报到。你将可注册SEVIS文件
登记会。登录 nyit.edu/intladmitted了解登记相关信息。

美国境内学生
如果被纽约理工学院录取，且身处美国，但非F-1或J-1学生身份。
可能需要离开美国，然后通过进入美国或向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申请变更身份按照上述程序获
取F-1或J-1身份。如果你现系B-1/B-2或F-2身份，是不允许入校学习的，必须在学期开始前获得
F-1或J-1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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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变更申请的处理时间不可预知，进度也不可加快。获得大学助教或助研奖金的学生必须是F-1
或J-1身份的学生，奖学金在学期初支付。不是所有的个人都可以申请身份变更，所以与国际学生
商讨你的计划很重要。通常，最好离开美国，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再以F或J的身份回到美国。
将F-1 SEVIS记录转到纽约理工学院
如你目前系F-1身份，来自美国另一所院校，但打算到纽约理工学院就读，那么便认为你是以获得
I-20表格为目的的转校生。国土安全部要求将你F-1身份的监督权从现在的学校转到纽约理工学
院。
如符合以下任何一条，你就被认为是转校生：
 放弃在美国另外一所高效修了一半的学位课程，到纽约理工学院学习。
 已修完目前所在高校的学位课程，将在纽约理工学院开始修学新的学位课程。
 目前正参与另一所学校的授权选择性实习训练（OPT），且将在纽约理工学院开始修学新
的学位课程。
离开先前的学校后或暑期结束后第一个学期之后被要求注册纽约理工学院首个适当学期进行全日
制学习。国土安全部不允许在学期中途转校，夏季学期除外。
如何将F-1或J-1身份从另一所高校转到纽约理工学院
必须要求将SEVIS记录从目前所在高校转到纽约理工学院，并在不离美然后再回美的前提下，
保持F-1或J-1身份。如果转校到纽约理工学院，一经允许办理I-20转学手续，需要与招生办公室
取得联系。必须提交护照副本、资金单据、担保人经济担保书、在用F-1签证副本和所有先前印发
的I-20表格的副本。
另外，必须让目前所在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填写转入表格，确定你SEVIS记录的“转出日期”。转
校处理程序必须在完成目前所在学校课程修完后60天内完成。纽约理工学院招生办公室仅可在你
的相关记录转入后方可对I-20或DS-2019表格进行处理。
收到I-20或DS-2019表格后，请到国际教育办公室完成SEVIS文件登记手续。登录
nyit.edu/intladmitted了解登记相关信息。如果在来纽约理工大学之前，未打算离开美国，在入境
报告表上填写最近一次入美的日期。
J-1身份的个人可能无转校资格，应咨询国际学生顾问和其移民担保人。
I-20表格收取
招生办公室将负责处理I-20表格，并将其发送给你。如果在来纽约理工学院前在外旅行或住所不
固定，记得及时通知招生办公室目前的居住地址，以便接收邮件。
如果在来纽约理工学院前不打算离开美国，需在入校时到国际教育办公室亲自提取你的I-20表
格。
如果打算在完成先前所在院校课程后，但在进入纽约理工学院学习前到美国境外旅游，——其当
前F-1 签证有效——可持该护照和纽约理工学院的I-20重回美国，即使上面显示的是先前所在院校
的名称。 如果签证已过期，需要申请新的F-1签证，但需要再次交纳SEVIS费用，因为根据同一
SEVIS记录，认为你是续费学生。你可随时返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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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纽约七天内报到，以完成SEVIS转校程序。
到国际教育办公室完成SEVIS文件登记手续。了解登记相关信息，请登录 nyit.edu/intladmitted。

家属
配偶和21岁以下的孩子可获得 F-1和J-1身份学生家属身份。家属分别持F-2和J-2身份。在你学术
研究期间可随时创建F-2和J-2家属记录。家属待在美国的目的是陪伴F-1或J-1学生（也称为
“principal alien”），他们的身份依附于你的身份。
为了获得家属身份证明书，需要你提供表明有足够额外资金支付家属生活费用的文书。第一年，
配偶所需的额外费用为至少$5,000，每位孩子要求的额外费用为至少$4,500。必须提供各位家属
的护照副本一份。
不允许F-2家属在美工作。 不允许F-2配偶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孩子以F-2身份在美学习，需要变更
为F-1身份，然后接受全日制教育。允许小学和中学阶段的F-2学生在美学习。J-2家属可接受全日
制或非全日制教育，而无需变更身份，且有资格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申请及工作许可证。
同居伴侣：同居伴侣无资格申请F-2或J-2家属身份，但可以申请B-2签证陪读。虽然B-2探亲通常时
间较短，但是允许伴侣在研究课程期间陪读。为保合格，伴侣必须表达在学生授权逗留期满时离
开美国、继续在美国境外居住和满足其他访问签证资格要求的意愿。签证允许个人申请在美国入
境口岸入境。入境口岸的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官员决定B-2身份在美的授权逗留期长。

保持学生身份指南
根据美国移民法，保持合法 F-1或J-1学生身份是个人责任。根据以下列出的指南，可有效保持合
法F-1或J-1学生身份。如果想要享受与合法学生身份有关的福利（如，校内雇佣、实践或学术训
练、就业和出美旅游重回美国的权利），就必须保持合法学生身份。如果对任何关于移民身份的
事宜有疑问，请咨询国际教育办公室。


保持护照始终有效。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护照更新信息，请登录中国驻美领事馆或大使馆
网站。更多信息请访问 embassy.org/embassies。



及时更新任何地址或电话号码变更。你可登录my.nyit.edu在MyNYIT Portal中更新地址或
电话号码。登录之后，进入NYITConnect更新个人信息。



及时更新任何姓名、社会保障号或生日。保持记录（护照、I-20表格、签证、纽约理工学
院学生号）一致性很重要。请确保所有文件上的拼写以及生日准确无误。可通过填写个人
信息变更申请表，然后讲其与辅助文件一并交予注册办公室。申请表见
nyit.edu/managing_your_classes/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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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更新专业和/或学历水平。 I-20表格应能体现你目前的专业和学历水平。如果不能，
必须立即与国际教育办公室联系，因为该等信息需在联邦政府注册，必须正确无误。
专业和/或学历水平变更也称课程变更。比如，从英语语言学院到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课
程，从学士学位到硕士学位课程以及从一个专业到另一个专业。如果变更专业或学位水
平，必须通知国际教育办公室，并出示变更证明文件（经新系主任签字的课程变更表副本
或新的录取通知书）。国际教育办公室可帮助你获取相关文件。



确保I-20表格不过期（见I-20表格第五项）。如果打算继续在纽约理工学院学习，但是当
前I-20表格到期日前不能修完全部课程，在I-20表格到期前必须申请延期。I-20表格到期前
最多60天，可提交延期请求。还需要提交学术顾问延期建议表以及一份新的纽约理工学院
经济担保（Financial Affidavit of Support）表。



每学期保持全时学习。 美国联邦法规【8 CFR 214.2(f)(6)】 要求每一秋季和夏季学期进
行全时学习，指导毕业或转校。 学术水平不同，全日制课程负担不同。
o 本科：秋季、夏季学期各12学分。这可包括英语语言学院（如纽约理工学院要
求）。
o 研究生：秋季、夏季学期各9学分。这可包括英语语言学院（如纽约理工学院要
求）。
o 仅英语语言学院：如果仅录取到英语语言学院（不参与任何其他学术课程），学期
内每周必须参与18小时的英语语言学习。
如未能作为全日制学生注册并进入纽约理工学院学习，你就不满足非移民身份要求，可导
致失去F-1福利（包括校内外雇佣资格），且将来可能被要求离开美国。 不要求在夏季或
临时学期参加课程，尽管很欢迎你参加，该学期内不存在最小课业负担要求。
谨记：逃课或停课可能导致全日制学生身份被剥夺。即使某一课程因为其他原因而非因你
自身之过错而停止，你仍需取得足够的学分以保持全日制学生身份。咨询学术或国际学生
顾问，以确保全日制学生身份。
如果出于正当理由（如学术或医疗理由），无法保持全日制学生身份，与国际教育部的国
际学生顾问联系。发送邮件至 oie@nyit.edu 或致电1.212.261.1684 （曼哈顿校区） 或
1.516.686.7526（旧韦斯伯利校区）。

离美旅行后返回美国
在美国留学期间，可能要去其他国家进行短暂的旅行，然后再回到美国继续学习。你可以尽情到
美国境外旅行，因为只要你随身携带必要的证件，就可以随时重返美国。身为纽约理工学院学生
期间，必须以F-1或J-1身份进入美国。国际教育办公室不能提供其他国家的入境要求建议。如果
计划前往的国家不是原籍国，你应与该国领事馆联系，了解出入境信息。可登录
nyc.gov/html/ia/html/affairs/consular.shtml.查看曼哈顿各领事馆列表。
你必须携带下列文件，才能再次进入美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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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护照——回到美国后至少六个月内有效。但也有例外情况，与美国签署协议的国家的公民可在
护照到期日当天进入美国境内。这些国家的名单可登录ice.gov/sevis/travel#_Toc81222003查
看。
2. 带有效旅行签注的I-20或DS-2019——国际教育办公室顾问签署的旅行签名（再认证）自签署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签名在I-20表格第3页底部和DS-2019表格第1页。（J-1签证注：如果你的
DS-2019表格由主办单位如国际教育办公室签发，则主办机构必须签署此表格。）如果你打算出
国旅行，则须每年获取一次签名，以获得再次入境许可。请携带护照和I-20或DS-2019表格到国
际教育办公室办理新的旅行签名。如果你的I-20或DS-2019表格中第一页有任何信息变化（如课
程变化或资金来源变化），请携带相关文件至国际教育办公室，该办公室将向你签发更新版表格
而非在现有表格上签字。
3. 有效F-1或J-1签证——签证必须注明有效期限，并且再次入境依然有效。大多数签证都未设入
境次数限制；但有的签证会限制入境次数。如果你的签证已过期或入境次数已使用完毕，又身在
美国境外，需要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新签证。申办程序与您第一次申办签证的程序相同，但是续费
生无须再次支付SEVIS费用。除携带领事馆要求携带的文件外，最好携带一份由纽约理工学院注
册办公室开具的官方成绩单。
F-2和J-2家属旅行文件
学生家属所携带的文件必须与学生所携带的文件类型相同，包括过期的签证、未过期F-2或J-2入
境签证，以及I-20或经签字的DS-2019旅游签证。如果不与学生一起旅行，则家属应携带F-1或J1移民文件（护照、签证、I-20或DS-2019表格）的复印件。

工作
社会保障号
社会保障管理局（SSA）有权批准或否决社会保障号申请。2004年10月，社会保障管理局在发放
社会保障号之前实施了新的证据制度，要求学生提供下列证件：
 有效护照、签证印章和I-94卡
 I-20 SEVIS表格。
 全日制录取证据（例如：课程表）。
 指定校方代表（DSO）开具的信件原件，说明在校雇主及工作性质详情。
 在校雇主开具的证明信，证实工作性质、预期的或实际的工作开始日期、连续工作时间、
雇主的身份证号码以及班主任姓名。
遵守美联邦就业法规
F-1学生在学期结束前，每周在校工作时间不得超过20个小时【8 CFR 214.2 (f)(9)】。这20个小
时包括争取半工半读助学金的工作时间。如未经学校办公室和美国政府提前批准，不得在校外就
业（包括为获得学分所进行的实习）。
校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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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习（CPT）与您的研究领域直接相关。CPT可能是有偿的、也可能是无偿的实习或其他就
业类型，由雇主在与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后提供。实习可能发生在学年内或在暑假期间。
F-1实习——F-1学生在修完2个学期的全日制课程后，有权申请校方许可，进行研究领域内实
习。课程实习（CPT）指在某些院校或部门的课程计划内进行必需的或以课程为基础的实习。将
取得F-1学位证和毕业证的学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和/或修完学位课程后，有权获得经美国公民及
移民服务局（USCIS）授权的长达12个月的选择性实习训练（OPT）。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领域）等研究领域的学生可获得额外17个月的延长期。
家属就业——F-2家属不得在美国就业。J-2配偶有资格申请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授予的工作许
可证。
家属学习——F-2家属只能以娱乐为目的选修1到2门课程，而且如果他们注册了全日制课程或学
位课程，必须将身份变更为F-1。如果J-2家属愿意，也有学习资格。
加拿大学生须知
关于F-1和J-1身份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加拿大公民。加拿大籍学生与其他国籍学生入学要求的唯
一不同之处在于
加拿大籍学生进入美国时，无须办理美国领事馆开具的入境签证。
尽管加拿大公民出入美国无须出示入境签证，但进入美国时，仍须向国土安全部（DHS）工作人
员出示护照和I-20或DS-2019表格。首次进入美国时，需出示下列证件：护照、I-20或DS-2019表
格、录取通知书、资金证明以及I-901SEVIS费用付款收据。B-2身份的人不得在美国留学，因此
请一定向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出示这些证件，以证明自己是以F-1或J-1身份被录取的。如从陆地
边界进入美国，须出示纸质I-94入境/出境卡；
如乘机飞机抵美，入境记录将被自动记下，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将在护照上印上入境日
期、入境口岸及类别（F-1或J-1）。

联系方式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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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理工学院联系方式
国际教育办公室
国际教育办公室提供专为满足所有国际学生和校友需求而设计的教学安排和服务。国际教育办公
室可以解决有关纽约理工学院新进学生的所有问题，包括抵达纽约、签证和班级注册的相关事
宜。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Rm. 207
电话： 1.516.686.7526
传真： 1.516.686.7483

26 W. 61st St., Rm. 104 & 108
电话:1.212.261.1684
传真：1.212.261.1691

邮箱： oie@nyit.edu

招生办公室
招生办公室的设立旨在招收有能力完成我们学术课程的学生，你就是其中一位！招生办公室帮助
打算进入纽约理工学院学习的学生了解学校信息，审核学生申请资料和管理纽约理工学院本课和
研究生课程的录取决定。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Gerry House
电话： 1.516.686.7520
传真： 1.516.686.1116

16 W. 61 St., 1st floor
电话:1.212.261.1508
传真：1.212.261.1505

邮箱： admissions@nyit.edu

经济资助办公室
经济资助范围涵盖帮助学生支付上大学费用的各种经济援助，包括奖学金、助学金、 勤工俭学和
贷款。经济资助办公室审核每位学生的信息，决定其有资格获得的资助金额和类型。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1st floor
电话： 1.516.686.7680
传真： 1.516.686.7997

16 W. 61st St., 1st floor
电话:1.212.261.1590
传真：1.212.261.1501

邮箱：finaid@nyit.edu

注册办公室
注册办公室负责学生注册、课程编排、录取确认和学生记录管理工作。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1st floor
电话： 1.516.686.7580
传真： 1.516.686.1074

16 W. 61st St., 1st floor
电话:1.212.261.1600
传真：1.212.261.1608

邮箱：registrar@ny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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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负责解决有关学费、费用支付和学生账户的问题。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1st floor
电话： 1.516.686.7510
传真： 1.516.686.7833

16 W. 61st St., 1st floor
电话:1.212.261.1620
传真：1.212.261.1646

邮箱：bursar@nyit.edu

学生解决方案中心（SSC）
学生解决方案中心负责回答学生问题，管理学生基本注册和经济资助需要，向学生提供关于纽约
理工学院资源的信息。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1st floor
电话： 1.516.686.7878
传真： 1.516.686.1463

16 W. 61st St., 1st floor
电话： 1.516.686.7878
传真：1.212.261.1750

邮件： ssc@nyit.edu

英语语言学院
根据雅思或托福考试成绩，学生可能被安排到纽约理工学院的英语语言学院，为在美学术生涯和
日常生活做好准备。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Whitney Lane House, Rm. 10
电话： 1.516.686.7686
传真： 1.516.686.7775

1855 Broadway, Rm. 303
电话:1.212.261.1729
传真： 1.646.273.6025

邮箱： eli@nyit.edu

宿舍生活和校外住宿办公室
宿舍生活和校外住宿办公室通过在曼哈顿校区和旧韦斯伯利校区附近提供宿舍楼和帮助学生寻找
校外理想住所帮助学生充分利用课外时间。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Bolivar Hall Storefront Office
at SUNY Old Westbury
电话： 1.516.686.1402
邮箱：housingow@nyit.edu

26 W. 61st St., Rm. 107
电话:1.212.261.1737
邮箱： housingma@nyit.edu

心理咨询和健康办公室
心理咨询和健康办公室旨在调整学生心理健康，协调残疾、疫苗和医疗保险服务。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Harry Schure Hall, Rm. 208
电话： 1.516.686.7976
传真： 1.516.686.7891

26 W. 61st St., Mezzanine Level
电话：1.212.261.1770
传真：1.212.261.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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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ows@nyit.edu

学务处
学务处旨在通过提供相关资源、活动和项目，让学生在纽约理工学院的生活有资有色，有所收
获。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2nd Floor
电话： 1.516.686.7635
传真： 1.516.686.1416
校园生活： deanow@nyit.edu
情况介绍： orientationow@nyit.edu

26 W. 61st St., Rm. 200
电话:1.212.261.1532
传真：1.212.261.1691
校园生活： deanma@nyit.edu
情况介绍： orientationma@nyit.edu

全球交换生办公室
全球交换生办公室向参与交换生计划的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或学校同伴提供帮助。

曼哈顿校区
16 W. 61st St., Rm. 1102
电话:1.212.261.1517
邮箱： globalexchange@nyit.edu

校园安全部门
为确保学生、员工、教职员和财产安全，安全部门全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提供服务。

旧韦斯伯利校区：

曼哈顿校区

Simonson House
电话： 1.516.686.7789
传真： 1.516.686.1186

1855 Broadway, Lobby
电话： 1.646.273.7789
传真：1.212.26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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