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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斯坦福！我们斯坦福的“老同学们”真诚希望大家能

够在这个充满激情的校园度过一段美妙而充实的时光1。  
 

本手册主要是为初来美国，刚到湾区的同学，学者及其家人提供一些基本生活、
学习信息资源，以帮助大家顺利地适应这里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资料收集以及编写
工作由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
rs at Stanford (ACSSS) 完成，其中包含了几代学生会成员以及众多同学的辛勤工作和
热情支持。他们或参加编写，或提出中肯的意见，为这个册子的产生和改进投入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学生会向所有参与手册编写的同学
们、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手册中编写者提到一些服务商和商店等，这些信息仅反映
作者个人或者在同学中较为流行的一些观点或习惯，既非广告，也非基于所有人的口
味的评判，仅作为一些建议供新来者参考。您很可能会在日后的生活学习中发现更好
或更适合您个人的方式方法等，我们当然欢迎您同将来的新同学分享。  
 

另外，虽几经修改，本手册还存在许多疏漏或错误，欢迎大家坦诚指出。特别
地，希望每年都有同学参加手册的更新工作，使其能提供最新最有效的信息，更好地
服务于以后的新来者。非常感谢！  
 
  同时，我们也热切地盼望着更多的同学能加入到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或
者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提供 

支持帮助，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的社团变成更加团结友爱的集体，变成斯坦福中国
学生和学者温暖的家园。  
 

最后，让我们在这里再次向参与手册编写和校对工作的同学们表示谢意。 
 
 
 
 

         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团 
2013 年 8月  

 
 
 

	  	  	  	  	  	  	  	  	  	  	  	  	  	  	  	  	  	  	  	  	  	  	  	  	  	  	  	  	  	  	  	  	  	  	  	  	  	  	  	  	  	  	  	  	  	  	  	  	  	  	  	  	  	  	  	  
1声明：本手册的版权属於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ACSSS)，未经许可，请勿翻印。如果您希望对于本手册提
出建议或意见, 请联系 ACSSS 主席孙昊天(haotians@stanford.edu)，王辉亮(whl0903@stanford.edu)或 2013 编
委会负责人吴艳文 (yanwenw@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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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SS 致新生的一封信 
 
各位同学，大家好！ 
  

首先，我们谨代表斯坦福的全体中国学生学者，祝贺并欢迎大家进入斯坦福大
学！ 斯坦福作为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不仅学术水平很高，校园生活也同样丰富多
彩，希望大家能够尽情享受接下来几年在校的时间，让它成为我们青春中不可磨灭的
一段记忆。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ACSSS（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Stanford）是斯坦福校内最大的华人组织。我们致力于为每一名斯坦福的中国学生学
者提供服务和帮助，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帮助大家在就业、
科研的路上走得更轻松顺畅。 
 

回想当年刚刚进入斯坦福的时候，正是这样一本由学生会前辈们编撰的新生手
册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适应了校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节奏。薪火相传，本届学生会
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你顺利地度过在斯坦福的适应期。为此，我们组织
多名同学对原有的新生手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与更新，这一版本的新生手册内容
更丰富，信息更新，版式更好看，希望你能够喜欢并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东西。 
   

除了新生手册以外，ACSSS 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多、更好玩、更有用的活动，欢
迎大家关注、参加。无论什么时候，ACSSS 都愿做你最坚定的支持者，你的游乐场，
你的避风港。最后，再次祝贺大家能来到斯坦福大学学习，也祝愿大家能在斯坦福的
学业生活一切顺利！  

 
 
 
 

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 
王辉亮&孙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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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to Do List 
 

1. Request a SUID online, and pickup your student ID card at Encina Modulars at 630 

Serra Street 

2. Get the key to your dorm at the housing front desk 

3. Setup your computer: install anti-virus software and connect to the Stanford network 

4. Get a map of Stanford Campus and download the iStanford app if you use a smart 

phone  

5. Enroll in classes, and update your information on AXESS  

6. Establish cell phone service  

7. Buy a bike and everyday commodities from shopping malls 

8. Establish a bank account  

9. Take medical test at Vaden Health Center  

10. Apply fo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 and Individu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For PhD students or TAs and RAs) 

 

Others:  

1. Subscribe our email list to get newsletters from ACSSS.  
 https://mailman.stanford.edu/mailman/listinfo/acsss-announcement  
 

2. Like us o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SSA.Stanford 
 

3. 关注我们的人人公共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1542877?id=601542877&ref=opensearch_normal 

 
4.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u/3047595785 
 

 

 

 



斯坦福新生手册 2013	  

	   7	  

新生必读 (快速启动版) 

关于签证 
         

2013 年 3 月 16 日，美国大使馆启用新的赴美签证系统，较之以前，很多手续
都可通过美国大使馆网站办理即可。关于签证的准备与之前基本相同，具体可以参考
以下几个帖子: 
 

最终究级完全奉献版——无忧签证DIY  
http://bbs.gter.net/thread-952237-1-1.html 

签证信息大全（转自中科大翰海星云 BBS,比较适合上海的朋友) 

  http://bbs.taisha.org/thread-267445-1-5.html 

美国游记——签证准备之 2013 年 3月 16日美国新签证系统体验(北京) 
 http://www.mafengwo.cn/i/1172055.html 

 
值得注意的是，新老签证系统有以下几点区别：第一，原来的程序要求交费后

买一张大使馆预约中心的电话卡，需要付费打电话预约，现在不需要了，直接网上预
约时间就好。第二，原来的程序需要把交费收据贴在 DS-160 表格确认页的下方，新
程序好像就刚进去交材料的时候看过，然后就再也没要过，也不用交任何一联。但是
还是要带着。第三，照片，原来的程序都需要面签时提交一张与护照照片不一致的照
片，符合美国签证要求，新程序貌似连照片也不用交了。第四，原来的程序都说要在
DS-160 表格确认页下面用签字笔写上姓名、姓名电码，家庭住址，工作地址等，而
且在北京的签证地点一进入大厅，左手边也确实都是跟银行似的小桌子，上面有笔和
电码查询的小册子，以及要求在 DS-160 表格确认页上填写的内容和样式参考。有很
多人都是按上面的要求写好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也有人确认页上什么都没写，整
个程序也没有任何问题。 
 

美国入境 

外国人搭机抵达美国国境，必须在最先着陆的机场办理入境手续，接受移民官
及海关官员的检验。前者检查旅客来美资格，即是否可以入境; 后者查验旅客的行李是
否应缴纳关税，或有违禁物品应予没收。应当事先准备的文件包括： 护照和签证，I-
20。同时在飞机上的时候，乘务员会发给海关申报单表格让你填写，具体的填写方法
请参考： 

http://pr-51.com/SeaTac/Customs%20Form%206059B.htm 
注意，这里你需要填写你在美国的住址(可以填写自己宿舍的地址或者斯坦福的地址)，
记得要找个地方记下来哦。 
 

具体关于入境，转机的注意事项可以参考北大飞跃手册最后一节。
http://ishare.iask.sina.com.cn/download/explain.php?fileid=64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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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经在 ACSSS 的网站申请接机的一定要记好接机的学长学姐的联系方式，
下飞机后马上与接机的学长学姐联系，出关的时间比较长，正好他们可以开车过来接
你。 
        ACSSS 申请接机的链接为： 

http://www.stanford.edu/group/acsss/cgi-bin/entry/new-students-scholars/pickup/ 

 

住房 

到达斯坦福后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房子。中国留学生（研究生）主要住在
Escondido Village，Rains，Munger，和 Lyman。请持护照到相应的住房办公室
(Front Desk)办理入住手续，并领取钥匙，住房管理员会向你解释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并发给你不少材料，其中需要你填一张屋内各项设施的清单，请仔细检查后填好并交
还给住房办公室。如果你在规定时间之前到达，可申请提前入住，但需交纳稍高的房
租。  

  如果你是博士后或其他访问学者等，通常学校不分配房子，你可以到一些网站
上寻找合适的住房, 比如: 

http://www.supost.com/search/index/3 
http://www.stanford.edu/dept/hds/chs/ 
http://www.craigslist.org/     

需要提醒的一点是，斯坦福分配的宿舍一般包括全年合同和 Academic Year Only 合同
两种，前者是可以续约的，后者不可以续约。如果你被分到了不可续约的房子，记得
来到斯坦福以后尽快重新申请可以续约的住房。 

 

地图  

因为斯坦福校园很大，所以你最好先想办法弄到一张地图。学校的 I-Center，
Old Union，Hoover Tower， Education Department 和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都有免费的地图， 在各个宿舍区的住房办公室也有地图。斯坦福有免费的公交车
Marguerite，车上通常有地图和公交车线路图。你也可以在书店领（或买）地图。问
一下接机的师兄师姐或者周围的同学，他们肯定知道这些地方。Stanford 网站
http://campusmap.stanford.edu/ 和 http://www.stanford.edu/hpcgi/map/index.pl 也提供可查
询的网上地图。 另外，建议使用 smart phone 的同学下载 iStanford，这个 app 提供
可以定位的地图及学校各方面的信息。 

 

学生证和 SUNet ID 
 

被录取的新生都将首先获得 Student ID，这是一个以 0开头的 8位的数字，在
录取通知信封上就有，也会印在你的学生证上。学生证可以到  459 Lagunita Drive 的
Student Services Center (Campus Card Office) 领取或办理（电话：650-498-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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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不要将自己的 Student ID 随便告诉其他人。具体内容请参考: 
 https://itservices.stanford.edu/service/campuscard/cardoffice 
 

来校办好学生证卡片后，请随身携带该卡，它将会是你的借书证，在很多部门
的身份证，斯坦福书店购买教科书的优惠证，和一些教学楼的钥匙。在学生证中充值
现金后,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现金卡在校内一部分餐厅，图书馆，咖啡店 (如 Ray’s, 
Starbucks 等) 通用。若要加快办理过程，可以在到达前将办理学生证的所需的材料按
照学校发给你的邮件进行上传，这样在到达后直接去领取就可以了。 

 

有了 Student ID 就可以申请 SUNetID，这是一个 3-8 个字母的用户名，将被作
为校内很多计算机服务（包括电子邮件）的用户名。SUNetID 用户名可以公开。修改
个人信息和邮件转发服务：http://stanfordyou.stanford.edu/  
 

购物与饮食  

初到这里购物，最重要是找到带你去的人。你也可以在 SUpost 购买二手的东
西。乘 Shopping Express 可以到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的Walmart，Safeway 等
超市进行购物。中国超市一般比较远，最好还是等周末的时候联系有车的同学一起过
去。 

步行范围内的餐厅有校内的 Tresidder 以及 Tresidder 附近的午餐车 （在
Santa Teresa Street 上），它后面的 Tree House (深夜运营)，Thai Cafe(午餐，Main 
Quad 心理系地下室)，以及各个Dinning Halls（如 Arrillaga, Wilbur, Stern 等). 

 

手机和通讯  

关于手机的办理，在湾区信号比较好的手机公司主要有 AT&T 和 Verizon，斯
坦福的学生可以享受优惠，详见 Stanford Cell Phones & Mobile Devices for Personal
 Use。每间公司提供各种套餐，不过大多数同学选择二至五人 share 一个 family plan。
大家可以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加以比较选择 http://www.whistleout.com/CellPhones  

 
根据大多数同学反映，AT&T 在 Stanford 校内的接收效果比较好。AT&T 在 El 

Camino Real 和 Page Mill 交接处有一个专卖店。 通常在开学之初，AT&T 在 Tresidd
er 门前会有 booth， 现场服务。对于学生物以及医学院的学生来说，Verizon 的信号
较弱， 尤其在地下室以及医学院附近， 所以不为推荐。  
 
打国际电话推荐使用 Skype，Skype 用户间打电话或视讯都是免费的，信号也

比较好。有 smartphone 的同学也可以选择用微信或者 talkbox。 
 
对于住校内的同学，住宿费中包含了电话费。用宿舍的电话拨校内电话时拨最

后五位即可，拨校外美国国内电话需要先拨 9，然后是 1+十位电话号码，如果听到连

https://itservices.stanford.edu/service/mobiledevice/cellular/personaluse
http://www.daxuepai.cn/2010/08/%E7%BE%8E%E5%9B%BD%E6%89%8B%E6%9C%BA%E5%A5%97%E9%A4%90plan%E4%BB%8B%E7%BB%8D/
www.sky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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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嘟声说明是长途，加拨七位数帐号和#键即可。 学校预收的通讯费中还包括了几
个免费的电视台，其他的有线电视台需要自己另外花钱交月费。 

其他校内的电话信息请查询 http://www.stanford.edu/group/itss-cns/students/ 

 

交通  

斯坦福校园非常大，自行车将会成为你在校园内的主要交通工具，一辆比较经
久耐用质量好的自行车是十分重要的，自行车一般在 San Antonio shopping center 中
的Walmart 或者 Target 两家超市买。比较好的自行车可以在 El Camino Real 街对面
的 Cardinal 车行买到。如果想进一步省钱，可以在 SUpost 上耐心等待其他学生的二
手车。另外一把坚固的U型锁也是非常必须的，校园丢车的现象并不罕见。 

  校内免费公共汽车 Marguerite 共分 A，B，C，Midnight Express， Shopping 
express 等线。另外纵贯旧金山半岛的铁路 Caltrain(从 San Francisco 到 San Jose)也
在 Stanford 所在的 Palo Alto 和 California Avenue 设两站。(更多关于交通的信息请
参看 http://transportation.stanford.edu/)。通常刚来没来得及买自行车的同学可能更多的
需要依靠Marguerite A 或 B，大约 15分钟一趟，建议刚来的时候随手在车上拿一份
运行时刻和路线表。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到 I-Center (全称 Bechtel International Center)是学校为国际学生服务的机构，
你所有有关 I-20、SSN、ITIN、离开和返回美国、以及暑期实习和工作时的身份问题
都需要到该机构办理。开学初必须要到 I-Center 听一个叫做 Maintain Your Legal 
Status 的讲座才能够进行 enrollment。I-Center 的大致位置在学校中心偏西南的位置，
Tresidder Union 附近。你还可以在 I-Center 找到不少与国际学生生活和活动相关十分
有用的信息，如 bus tour，English improvement program等。  

 

储蓄和信用卡  

  斯坦福附近的银行有 Stanford Federal Credit Union, Wells Fargo, Bank of 
America 和 Citi Bank，其中前三者在 Trsidder Union 设有 24小时可用的提款机。在
美国生活，很有必要办理银行帐户，开户需要的提供护照，学生证和住址。美国的银
行户头分 checking account 和 savings account 两种。Checking account 一般是用来
开支票，交付银行卡和信用卡等费用用的，一般利息很低。Savings account 类似于国
内的活期存款帐户，里面的存款不能直接使用。不过，两个帐户其实是统一管理的，
开通电子银行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帐户上调配在两个 account 上的金额，
无需手续费。支 票本和存款卡大约会在开户后一星期左右寄到你家。关于上面提到的
四所银行的对比，Bank of America 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在全国各地找提款机都
比较容易；Wells Fargo 在加州地区支行和提款机数量也较多；Citi Bank 最大的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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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在无薪水无 SSN 的情况下给国际学生发信用卡，而且还有中文服务方便沟通。
对于有 RAship 或者 TAship 的同学，Stanford Federal Credit Union 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可以申请到一张高额度的信用卡(无 SNN：$2500, 有 SSN：$3500)。 

更多关于储蓄和信用卡的信息，请查看《国际学生在美国办理银行业务指南》
http://wenku.baidu.com/view/c1fc6a7c1711cc7931b716ea.html 

另外，国内的银联借记卡(非双标识信用卡)，例如长城借记卡、牡丹灵通卡、
龙卡储蓄卡、中信借记卡、招行一卡通等，也可以在美国当作本地 ATM Card 或
Debit Card 使用。银联借记卡可以在 Citi Bank, Wells Fargo, Washington Mutual, 
Chase Bank 及贴有标识、标识、和部分贴有标识的 ATM取款。按照相关规定，银联
借记卡每卡每日取款不得超过一万元人民币等值美元,取款时国内发卡银行将收取一定
手续费，具体费率、每次取现额度等请咨询具体的发卡银行（大多数发卡行收取的取
款手续费为取款金额的 1%+10 元人民币）。此外，美国部分 ATM 机构还会加收$1.5-
$3 不等的附加费(Surcharge)。目前，Citi Bank、Chase Bank、PNC Bank、United 
Commercial Bank 等都不加收附加费。在美国约 150 万家商户可受理银联密码借记卡，
只要商店的刷卡机(POS)上有可以输入密码的键盘(pin-pad)，几乎都可以使用银联借记
卡，包括超市、便利店、百货商场、品牌专卖店、加油站等。使用银联借记卡消费、
取款后，银行直接以人民币结算，不用购汇还款，比使用双标识信用卡节省了 1%~2%
不等的货币转换费，还不存在信用额度的限制，特别适合大额消费。  

 

Vaden 学生健康中心  

  Vaden Health Center (不是Medical Center)在学校的东南角。斯坦福要求所有
的新生做一个 TB (tuberculosis) test，所以要去那里扎一针。之后，如果你不提供自
选的保险，学校会自动为你加入 Cardinal Care Health Insurance。 持该保险可到
Vaden Center 免费检查各种小病，在药店买药时时出示保险卡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 
如果你已经买了药但是没有享受优惠价，可以到 Cardinal Health 的网上下载报销表格，
填好后连通购买收据一起寄到保险公司报销。在去看病之前一般需要预约，电话号码
650-498-2336。 

 

洗衣与理发  

  每个宿舍附近都有免费洗衣房，钥匙与门钥匙相同。 在 Tressider,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以及 Palo Alto 的 California Avenue 都有理发店。  

 

迎新会  

开学之初，各个系都会举办各自的 Orientation，介绍各系的教授和工作人员，
以及科研设施。详细情况将在录取通知材料中写明。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新生之间和新

www.cardi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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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老生间相互交流的好机会。此外，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ACSSS）将于九
月底左右举办迎新生会，欢迎各位到时参加。  

 

和我们联系  

 最重要的是要加入我们 mailing list：acsss-announcement@lists.stanford.edu。
学生会所有活动及服务信息都会在那里以 announcement 的形式贴出。请到这个网址
登记：ACSSS。 有事需要帮忙也可以给我们的理事发邮件寻求帮助。各部门联系人邮
件见下表。 

部门 联系人 Email 
主席 王辉亮 

孙昊天 
whl0903@stanford.edu 
haotians@stanford.edu 

体育部 白辰 chenbai@stanford.edu 
文艺部 梁宇宽 ykliang@stanford.edu 
生活权益部 吴艳文 yanwenw@stanford.edu 
秘书部 盛静远 lsheng@stanford.edu 
学术部 方雅 yafang@stanford.edu 
职业发展部 李健 

熊静 
jianlijl@stanford.edu 
jxiong1@stanford.edu 

外联部 李耀轩 
李旻真 

yxli@stanford.edu 
limz23@stanford.edu 

信息技术部 刘小叶 xiaoye@stanford.edu 
财务部 赵一 yizhao@stanford.edu 

https://mailman.stanford.edu/mailman/listinfo/acsss-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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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主要网站  

Axess - 选课，查成绩，办理很多手续的 link  

Registrar - 登记，填课表，成绩单，学生证，毕业事宜等等  

Controller’s Office - 财务处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 and Services - 电脑和网络服务  

Student Housing Services - 校内住房申请  

Associated Student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SSU) - Stanford 全体学生的学生会  

Graduate Student Council (GSC) - Stanford 研究生学生会  

Bechtel International Center (I-Center) -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身份和签证等  

Vaden Student Health Service - 学生健康中心，提供医疗保险服务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CDC) - 职业发展中心，找工作能够提供很多信息和帮助  

SUPost – Stanford 官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更多校内租房、二手产品交易信息 

 

 
 
 
 
 
 
 
 
 
 
 
 
 
 
 
 

axess.stanford.edu
http://www.stanford.edu/dept/registrar/
http://fingate.stanford.edu/
http://www.stanford.edu/dept/itss/
http://www.stanford.edu/dept/hds/shs/
http://assu.stanford.edu/
http://gsc.stanford.edu/
http://www.stanford.edu/dept/icenter/
http://vaden.stanford.edu/
http://cdc.stanford.edu/
http://www.sup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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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指南 (从头细说版) 
第一章：初见斯坦福 
 
  热烈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在本章中，我们将向
大家介绍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和校园景观，入学要准备的东西以及刚来斯坦福需要注意
的各项事宜。 
 

斯坦福大学介绍  
 
斯坦福大学的诞生  

 
斯坦福大学建于 1891 年。它是由一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老斯坦福，为了

纪念他唯一的儿子，里兰德.小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unior）而建的。老斯坦福来
自美国东部，他为西部修建铁路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中年得子，孩子非常聪明，能讲
一口流利的法语，并且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幸的是在 1884 年，年仅 15 岁的
小斯坦福就因伤寒在去欧洲的旅途之中夭折。斯坦福夫妇非常伤心，在小斯坦福去世
的那天，老斯坦福对他的妻子简说，“加里福尼亚的孩子都将是我们的孩子”。可以说，
这预示着斯坦福大学的诞生。老斯坦福先后访问了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
学。最后在哈佛大学校长的建议下，斯坦福夫妇决定建一所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校徽和吉祥物 

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徽上可以看见校训：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英译为：Th
e wind of freedom blows, 中译为：自由之风永远吹拂。这句话源自 16世界的德国人
类学家（Ulrich von Hutten），校训的含义就是鼓励和保证学校师生能自由无阻地从事
教学和相关的学科研究。关于校训的具体渊源和历史，大家可以参见 1995 年前任斯
坦福大学校长 Gerhard Casper 的文章： 

http://www.stanford.edu/dept/pres-provost/president/speeches/951005dieluf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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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坦福大学一直没有一个官方的吉祥物，但是在许多学校的体育比赛中，
我们还是能在学校的仪仗队里发现一棵外形奇特的树－Stanford Tree。Stanford Tree
是仪仗队（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Marching Band）的吉祥物，最常见的
地方就是橄榄球赛时的 Stanford Stadium和篮球赛时的Maples Pavilion。Stanford T
ree 的形象源于美国加州特有的一种高大红杉树－EI Palo Alto (在西班牙语里是高大耸
立的意思)，在斯坦福和学校旁边小镇 Palo Alto 的官方印章上都能见到。 

斯坦福大学的校队被称为 Cardinal，意思是深红色，这也是斯坦福校园遍地能
见到的主色调。 

 

棕榈大道 (Palm Drive) 

 

棕榈大道是斯坦福大学最主要的一个入口，路边大约有 150 棵棕榈树。近处的
棕榈大道和大椭圆草坪，稍远一些的大方院、教堂、胡佛塔，以及远方的小山坡构成
了斯坦福经典的代表画面。在斯坦福的网页上以及各种有关书籍的封面，我们经常会
看到类似的图片。在加州阳光下行驶在大道上是一种不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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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院 (Main Quad)  

 

大方院是斯坦福最早的建筑，建校之初只有 12 座搂，1903 年又添加了 16 座
以及教堂。1906 年大地震之后，部分建筑进行了重建。二次大战之后，大部份的科
学与工程院系都搬到了周围别的建筑。现在，大方院的建筑里大多是人文学科。一些
大的典礼和活动时常会在大方院中心的广场举行。比如传统的 full moon party(被老生
吻过的一年级新生才可成为真正的斯坦福学生,一般是 fall quarter 第一个满月夜)以及
毕业典礼等。从教堂门口附近，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刻着数字的铜方块。这被
称为“时光匣子”(time capsule)。它们是由每年的毕业生埋下的最能代表当年的一样
东西。 

纪念教堂 (Memori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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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是斯坦福的妻子简为了纪念他建筑的。老斯坦福 1893 年去世，教堂 189
9 年开始建造，1903 年完工，由于大地震的破坏，1906 年教堂重建了一些部分。如
果你比较了解宗教并且比较细心的话，你会发现教堂里的彩绘反映了很多相当开明的
思想：那里既有男性的神，也有女性的神；既有旧约里的人物又有新约里的人物；在
最靠门边的一副绘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和神共存：一个在母亲怀抱中的孩子正要
被神带到天堂。这副画暗喻着他们失去了小斯坦福。这个教堂从建立时起就是没有宗
派的。考虑到所有这些相当开明思想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非常令人钦佩。  

怀特广场 (White Plaza) 

 

怀特广场是校园学生组织各种活动的场所：比如政治活动，俱乐部，体育活动，
音乐表演等等。它是一个中心地带，学生管理机构(Old Union)、学生服务中心（Tress
ider 二楼）书店，邮局，银行，美食广场（Starbucks, Subway, Panda Express and et
c.），咖啡厅(Coffee House)等都在这周围，所以这经常很热闹。怀特广场中间的喷泉
被大家叫做“爪子”（Claw）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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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塔 (Hoover Tower)  

 

欲知更多更详尽的有关斯坦福的介绍，请访问 http://www.stanford.edu/dept/visitorinfo/.  

 

要带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到这里来买，一般比国内只贵一点点，而且质量好，有
些东西（特别是名牌）还比国内便宜。当然，初来乍到，没有时间也不方便去采购，
所以，针对斯坦福学生，我们建议可以考虑携带如下一些东西，可与网上流传的各种
史上最全的出国留学清单配合使用。  
 
生活用品  
只要带刚来时就需要的东西就可以了，比如：  
- 床单（如果住学校宿舍，席梦思的大小是 200cm*85cm*16cm，这里的价钱是 US
$20-30）  
- 薄空调被（晚上室内一般 15-20 度；冬天宿舍室内有暖气，但是夏天没有空调 ） 
- 枕头  
- 拖鞋（这里房间里面都有地毯，当然厕所和厨房是没有的）  
- 一个月用量的洗漱和护肤品（这里比国内便宜，特别是欧美的护肤化妆品，但是没
有美白的产品，商场里的亚洲品牌只有资生堂）  
 
服饰 

胡佛是美国第 31 任总统的名
字，他也是斯坦福早期的毕业生。19
19 年，他捐了$50，000，成立了胡
佛研究中心。胡佛塔是斯坦福 50 年校
庆的时候建的，它成为了研究中心的
一部分，并以胡佛的名字命名。胡佛
研究中心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中
心之一，它主要研究世界的社会，政
治，经济变迁，倡导和平。胡佛塔对
本校师生以及好友（凭有效 SUID 最多
可带 5 人）免费开放，对外来参观者
收取少量费用（ 每人$1-$2）。在一层
是关于Hoover 的生平简介及相关历史
资料。乘电梯可以到达顶楼，在那里
可以一饱整个斯坦福校园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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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穿的很随便，有很普通的，有很时髦的，也有很有个性的。一般一周洗一
次衣服，只能烘干，没有地方晾，所以，尽量带可以用洗衣机洗和烘的衣服。国内很
多棉织品没有经过高温处理，在烘干机里会缩水，所以不建议多带。洗衣机可以选择
用冷水洗，但是烘干机即使选最低的温度，还是会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春秋天 20
度左右，夏天 25 度左右，冬天 10 度而且下雨。宿舍夏天没有空调，但冬天有暖气，
基本恒温于 20度。  

常穿的衣服有：春秋天长袖上衣＋牛仔裤＋薄外套，夏天短袖上衣＋牛仔裤或
者裙子（但是上学一般骑车，裙子会不太方便），冬天长袖上衣＋厚外套（最好是防水
的）＋牛仔裤。因为亚洲和欧美人体型不同，女生的裤子裙子比较难买，最好多带一
些来。而且，这里比较别致的衣服就会比较贵，所以爱漂亮的就多背一些不是 T-shirt
的衣服。一般短袖上衣$20-30，长袖的$30-40，外套$50 以上。名牌，无论大小，
都是这里比国内便宜得多。  

女生可以考虑带些连衣裙，开 party 和舞会的时候会用得上。最好带一件礼服，
可能会有 formal dressing 的场合。男生可以带一套西装，至少一件正式衬衫和领带。
这里的正式服装价格一般较高，当然，如果是名牌的话，这里就比国内便宜多了。  
        这里太阳非常的晒，一定要带质量好的太阳眼镜。  
 
厨具和食物  

这里什么都有，来了以后买好了。刚来，可以带几个微波炉餐盒，筷子调羹，
至少能煮方便面吃。很多食物不准进入美国，比如肉制品。第一次过来的同学建议不
要带食物，以防入境的时候在海关被耽误或弄得不愉快。这里的华人超市什么都有的
卖，光榨菜就有很多个牌子，中秋时节，各式各样的月饼很齐全。九月到十月海关对
留学生的行李检查会比平时严格很多，以防大家带月饼！ 
（千万不要带月饼，这边连冰皮月饼都有，价格只比国内稍高一点） 
 
学习用品  

硬盘把以前的资料带来，还有各种软件。专业参考书可以带，这里有中文书店，
也不贵，所以消遣的书就不用带了，而且图书馆里可以借到不少中文书籍。如果你知
道来了以后自己会选的课以及课上会用到什么课本，如果国内有影印版的，可以考虑
带过来，这里书比较贵。 另外，建议多带些常用的文具，这边的价格较高。在美国上
学，铅笔和橡皮是必备文具。无论是做作业还是考试，用的都是铅笔！喜欢用细笔
（0.38mm，0.28mm）的同学可以多带些来。这边的笔大多是 0.5mm，0.7mm。 
 
医药  

平时去旅游必备的药，如感冒药(这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感冒还是经常有
的) ，肠胃药，云南白药，自己有的慢性病的药，（补充维他命的不用带，这里便宜）。 
 
其他 
- 可以带一张有一定存款的银联借记卡，以备刚到美国时取款，救急之用。  
- 送人的小礼品  
- 和亲人的合影（到这里来印也行，最便宜的１２cents 一张，但是不要带相架，经过
长途颠簸，保证玻璃碎掉）  
- 以前的成绩单以防需要申请新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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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不用特别带，这里签计划是一般会送一个，比较简陋的型号就是了。 比较高端
的手机，如 iphone，根据型号，一般也只需加$100-$200 换取。 
       
最后在这里强烈推荐一个帖子：已经无法再忍受误人子弟的帖子！什么该在中国
买什么该在美国买？美帝两年实战经验。写的很好很有用，小编当年也是看了
各种误人子弟的帖子，带了不少不必要的东西来，希望大家能从这之中吸取到
经验。 
 
 

医疗保险 

美国这里的医疗保险费很贵，中国学生有一些是直接买的学校的保险，费用最
贵($3,936/Year)，但是 cover 到的面最广，几乎所有去医院的花费都可以报销。在美
国看病十分贵，小编的朋友打篮球时候眼睛被划伤，晚上在医院缝了五针花费近
4000 块。也有同学申请用校外的保险来 waive 掉学校的保险，它们通常费用较低，
但是 cover 到的面没有学校自带保险那么广。常用到的校外保险机构有：DIAN, PSI, 
和 ISO，身体素质又较好的同学可以考虑购买以下的保险来替代学校的保险。 
 

DIAN INC Global : http://www.dianinsglobal.com/ 
 

ISO: http://www.isoa.org/?gclid=COT-rdXWjbgCFaU5QgodzSUA1w 
         

学校对于 waive 保险的要求请参见下面链接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部分：
http://vaden.stanford.edu/insurance/using_your_own.html#waive 

注意你所购买的保险必须要满足学校的要求。 购买完满足要求的保险（要 cover 当年
SEP.1-Oct.31）后，在学校 waive 保险的表格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签名后，发给选择
的保险公司，让他们帮忙完成这份表格，之后再发给学校。表格可以在上述链接找到。 
 
 

如何交学费  

一般而言，交学费的方式有几种，在这里介绍一种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在斯
坦福交学费可以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将钱从国内汇到在美国办的银行卡上（办卡
方法请参见快速启动之储蓄卡部分）、通过 Axess 使用自己的储蓄卡进行交费。首先我
们来介绍第一个步骤，将钱从国内（父母的钱⋯）汇到美国办的银行卡上（自己的卡）。 

国内的大部分银行都可以做境外汇款的业务，汇款速度、手续费略有不同。这
里使用中国银行的网络汇款作为范例，直接到银行进行汇款或使用其他银行进行汇
款的方法所需要的信息基本相同。以下就是在网上汇款汇款方所需要的你这边的信息。 
 
Cross-border remittance      
跨境汇款需要的收款人信息必须完全准确 
 
 

 

http://blog.renren.com/share/286759293/16186282872?from=0101010202&ref=hotnewsfeed&sfet=102&fin=16&fid=23200912179&ff_id=286759293&platform=0&expose_time=1374805941
https://isoa.org/med_1_for_stanford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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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请您填写收款人信息  

收款人名称（大写英文

或拼音）：  Lei Li 

收款人地址（大写英文

或拼音）：  
YOUR HOME ADDRESS, 

STANFORD, CA, USA 

收款人邮编：  For Stanford 94305 

收款人账号：  Account Number XXXXXXXX7616 

收款银行全称及地址：  
收款银行全称及地址：  

收款银行全称应包括分支机构名称；且须填写详细的收款

银行地址。  
如斯坦福外的 BOA 

BANK OF AMERICA-STANFORD FINANCIAL SQUARE 
2600 EL CAMINO REAL, PALO ALTO, CA,94306 

收款银行 SWIFT代
码：  

可在银行给的材料里找到，或直接问银行职员。  
如斯坦福外 BOA：BOFAUS3NXXX 

11位字符（英文字母及数字），不允许填写连接符或空
格。不足 11位用 X代替  

 
在这些信息中，比较重要的包括 SWIFT Code，收款人账号（account number），比较
容易出错。其他的汇款所需要的信息基本由父母在银行的协助下都可以完成了。 
 

当学费从国内汇到美国的银行卡上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二个步骤，通过 Axess
交学费。首先通过自己的 SUNetID（见快速启动中 SUNetID）和密码进入 Axess 
(axess.stanford.edu)。进入之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缴费系统： 

第一种是通过Home 界面的Quick Links —— Stanford epay Login. 

 
第二种是通过 Student Center 界面的 Finances —— make a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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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之后进入 Stanford Epay 系统。斯坦福交学费以及其他通过学生卡产生的

费用均通过网络支付。首先需要建立一个账号，将你的学生身份和一张储蓄卡关联起
来。 

在右下角 Saved Account 处 Add New.注意阅读对于可以绑定的银行卡的说明：
只有美国国内 debit card 的 checking account 才能交费(checking account 见快速启
动储蓄卡部分)。输入所需要的账号信息之后就可以成功绑定了。 

绑定之后点网页上部的 Make Payment，进入交费界面。输入所要交的金额就
可以成功交费了。每次完成交费之后都会收到一封确认邮件。 
 

 

英语考试 

入学之后作为国际学生的我们，不少人都要参加 English Placement Test。也
许有同学会说我 Toefl 成绩很好哇为什么还要考，或者为什么我比他高但他不考我要
考？一般情况是以 Toefl 作为参考标准之一，但是单项不达标可能也要考，还有其他
一些 X 参考因素。总之考试而已大家不要过于计较。关于这个考试着实没什么可以准
备的，其实也没必要准备，一是临时抱佛脚不见得有效，二来考试内容虽说是听力写
作口语但是平时不注意确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素材。 
 
  考试听力部分是几十个选择题，听一段语速极快的小片段然后从四幅图里面选
出合适的。一般情况可能要 75 分以上才不用上听力课。写作部分是一小时内读一篇
文章然后写自己的观点，不少于 3 pages。其实这个还是略有难度，因为时间紧任务
重。口语则是跟一个教授面谈 30 分钟，就是闲聊，但是他会评判你的英语水平，能
幸免于口语课的考生不多。在和教授面谈结束后，他会告诉你你所需要上的课程，你
只有完成这些课程才能顺利毕业。具体的考试说明请见： 

http://www.stanford.edu/group/efs/pla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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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大家不要把英语考试以及接下来的上课作为一种压力和抑郁。如果你认真参与，
上学校开设的英语课程还是很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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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住在斯坦福 
来到斯坦福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拖着几个大箱子进驻到自己的宿舍里，而这也

是我们今后几年奋斗的阵地。这一章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斯坦福的宿舍以及相关的生活
设施。 

宿舍类型介绍 

        斯坦福大学及其附近地区非常适于居住，住宅数量也很多。大体的住宿分为校内
住宿和校外住宿两种。本手册将偏重校内住宿的选择，并提供校外住宿的一些建议和
可以使用的资源。 
  在斯坦福，几乎所有的本科生和超过一半的研究生都住在校园内部，因为住校
可以很容易的让同学们接触到学校的各类资源。关于住校的所有最新信息均可在
Student Housing 的主页上查找到: 

 http://www.stanford.edu/dept/rde/cgi-bin/drupal/housing/ 
 
在校住宿有如下选择： 
 
1. 单身本科生公寓。本科生的住宿公寓遍布于学校各个角落，有近 10 个较大的、
能容纳几百人的 Residence Halls。同时，学校还有三处更偏向于高端公寓式的、
可以提供给高年级本科生的住宿地区：Mirrielees House, Governor’s Corner
以及 Oak Creek Apartments.  除此之外，本科生，如参加兄弟会的同学，还可
以住在有学校附近的House 里面。 
 

2. 单身研究生公寓。这是 ACSSS 学生的主要选择。学校为同学们提供了大致 7种
不同的区域和类别的选择： 
a. Escondido Village. EV 是斯坦福校园上最大的住宅区。拥有 Studio, low-rise, 
mid-rise 和 high-rise 等 4中不同楼型和超过近十种的不同房型。这里有近四
千名研究生及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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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各个房型的代表性图片如下： 
EV Studios: 

 
EV Low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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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Highrise: 

 
EV Mid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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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scondido South. 这部分在 EV南边的总共有 88套不同房型的住宅，联合前面提到
的 EV和之后要提到的 Rains 形成了学校东侧一个巨大的研究生及家属的住宅区。 

 
 
c. Lyman Graduate Residences. Lyman 是位于学校西部的一处研究生住宅，总共包含
112 套两室一厅的房子。Lyman 离工程类院系和医学院比较近，但离商学院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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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unger Graduate Residences. Munger 是法学院东南侧的一处高端住宅，还有
Studio，2-bed room和 4-bed room三种房型。价格比较贵，但是设施非常齐全，
环境也很好。 

 
 

 
 
 

e. Rains. Rains 同样位于 EV南侧，以西班牙殖民式房屋为特点。大体的配置和 EV相
同，但是同时引入了许多各地的文化元素，比如一些 Cultural House 和 cultural 
groups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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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ff-campus Subsidized Apartments. 这些是分散在学校附近各处的，有补助的公寓。
主要是方便一些想住在学校但未能分到校内住房的同学。此类房子好处在于价格优
惠，住宿条件非常好。稍微不方便的就是一年后不能直接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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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chwab Residential Center. Schwab 是主要为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的同学
提供的离商学院和学校中心很近的一处住宅区。  

 
 

3. Housing for Couples without and with Children。对于有家属的同学，EV里面
的 lowrise, midrise,以及Munger 也可以根据需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

 
4. 自己租房。对于感觉学校房价比较贵的同学，或是没有学校指定住宿的访问学者，
    在校外租房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如果可以联系到超过两名同学一起在校外租房，那
    么房租肯定比学校的要低不少。这些大家可以在网supost, Craigslist, 或是访问学者qq
    群中得到不少信息。但是在校外租房比较困扰的是往往没有现成的家具。如果需要家具，
    也不一定要买，可以选择租赁。这里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家具和家用品租赁公司cort.com. 
    他们为学生设计了一些package，包括卧室客厅厨房浴室的必需品，价格比市面上便宜
    一些，而且还负责运送，组装，修理以及到期的回收。
    直接通过这个链接 http://www.cort.com/usanow/?sc_cid=ds_Stanford_CSSA 
    在网上预订，这样的话可以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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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内网络 

斯坦福整个校园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了免费的 Wifi 网络，部分宿舍还在每个房
间配有以太网的接口，学校里的网络链接非常方便。刚来的时候需要用自己的
SUNetID 对自己的电脑、手机、IPAD 等进行注册。在任何网络连接方面遇到问题的话，
可以向自己住宅区的 RCC（Residential Computing Consultant）咨询。 

具体信息参见：http://acomp.stanford.edu/ 
 

有线电视  

宿舍提供有线电视接口。购买电视机以后如果没有有线电视的接线可以到附近
的 Fry's 等店购买。有线电视接口不激活就有一些电视台可以收看，连接接线以后可
以立刻观看几个基本的频道，但是如果要看丰富的电视节目特别是美国大的电视台和
体育节目，就需要正式开通有线电视服务。可以参考 

http://www.stanford.edu/services/cabletv/stv/ 

有一些电视台和相应服务及收费的介绍。开通有线电视的方法和开通宿舍电话
类似，可以网上开通或者去 Telephone and Cable TV Services Office。网上开通可通
过 university bill 缴费。  

RA 和宿舍活动 

斯坦福的每个在校宿舍区里都配备有二年级或者以上同学担任的 Residential 
Assistants.他们主要负责协调宿舍同学之间的关系，并组织学校的社区活动 -- 包括吃
饭、电影、戏剧和体育运动等。住校的同学成功申请到住房以后会被自动加入该宿舍
区 RA的邮件列表，收到相关的活动信息。 

 

保安系统  

虽然 Stanford 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但是偶尔再校园内或者附近仍然会有
一些非法行为的存在。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同学的安排，学校开通了 5-Sure 的护送服务。
此服务时间为每天晚上九点至次日凌晨 1:45.  

学生只需访问 http://studentaffairs.stanford.edu/alcohol/5sure 

或者拨打(650) 725-7873，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安全护送服务。任何同学均可使
用。 
 

配镜 

在 Stanford 配眼镜必须要有加州医生的验光单，但是验光非常贵，特别是如果
要配隐形眼镜的话，隐形眼镜的验光更贵。但是学校的 cardinal insurance 中含有每
年一次的 eye exam,只需 co-pay20 美元，可以在 Stanford eye clinic 同时拿到 regula
r eyeglasses 和 contact lenses 的验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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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大型购物超市 

自己做饭通常比较经济，对于大多数不讨厌做饭，有时间做饭的同学来说， 解
决吃饭问题主要是去买原材料回来自己做。这也是最好的厨艺锻炼机会。下面介绍一
些常去的食品超市。 对于没车或者没空去采购的同学，可以到 Safeway 进行网购，可
以送货上门。第一次免费（promo code：EASY7），之后每次的送货费为$9.95, 购物
满$150 免送货费。 
 

购物中心 

 

●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骑车距离内。商品档次较高，价格较贵。内有Macy’s，
 Swatch， Discovery Store， Bloomingdale. 网址：www.stanfordshop.com  

● San Antonio Shopping Center：位于 El Camino Real 和 San Antonio Road 交接处，
很多大的连锁店都在那儿，比如 Wal-mart， Target， Sears， Mervyns， Albertson, 
Safeway。除了 Safeway 和 Albertson 是食品店以外，大多是百货超市。其中 Wal-ma
rt 属于中抵挡百货商店，日常用品那里最便宜。周末 Marguerite 的 Shopping Expres
s 可以到达这两个购物中心。具体的站点和时间可以在网上查询  

http://bontemps.stanford.edu/transportation/marguerite/MargueriteSched.shtml  
 
 

名称  地点  距离  备注  
JJ&F  520 College Ave 

Palo Alto 
 

自行车：10分钟  
汽车：5分钟  

很小的美国店，货物
不是很全，主要用于
应急  

Safeway   San Antonio Shopping Center
（每天有校车 shopping express
前往,两趟班车相隔 45 分钟,足
够购物）  

自行车：20分钟  
汽车：10分钟  

品种全，24 小时开
放，便宜，美国食物
几乎都有。 
 

Andronico's
  
Market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自行车：15分钟  
汽车：5分钟  

美国高档食品超市，
种类多，价格较高  

Ranch 99  Cupertino Village  汽车：25分钟  最普遍的中国超市之
一，应有尽有  

Marina  Cupertino  汽车：25分钟  最普遍的中国超市之
一，应有尽有  

狮子城 471 SARATOGA AVE. SAN JOS
E  

汽车：30分钟  中国超市中以价格便
宜，蔬菜新鲜受好评  

www.safe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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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吃在斯坦福 
 

也许来到异国他乡恐怕最不适应的就属吃了，毕竟咱们拥有博大精深的华夏饮
食文化，其他地方很难匹敌。所以，刚刚从国内饮食天堂出来的同学们，做好一些思
想准备过点“苦”日子吧。下面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可能采用的
“吃”的方式，希望你能找到合适自己的那一种。 

自己下厨 

斯坦福所有的研究生宿舍都配有厨房（厨房的具体内部结构请参考“宿舍类型
介绍”部分）。通常来说，厨房的标准配置是一个冰箱、一个四炉灶台、一个烤箱、一
个抽油烟机、若干壁柜，部分宿舍配有微波炉。总的来说在宿舍内做饭是非常方便的，
相对于其他吃饭方式来说也经济许多。做饭所需的工具、食材和调料可以在各大超市
购买，但有中国特色的工具、食材和调料（如菜刀、鱼丸、酱油和鸡精等）只有在中
国超市才可以买到。大多数房型配有四人餐桌，所以大家偶尔下个厨，做一桌菜或者
一顿火锅，然后邀上三五好友来一起吃饭也是备受喜爱广受欢迎的小型聚餐方式。 

吃食堂 

 
Arrillaga Family Dinning Commons 

 
由于学业繁忙，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倾向于吃食堂。还有一些系、教学楼里

面有小型的餐厅供午餐（如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教育学院），大家对校园比较熟
悉了以后可以自己灵活选择。 斯坦福校园内一共有 9个食堂，都采用自助餐形式就餐。
详情请见 http://www.stanford.edu/dept/rde/cgi-bin/drupal/dining/dining-locations  

Arrillaga 是最大的一间，也是唯一一间全年开放的食堂。另外的七间在学年内
开放，在假期和一些法定假日关闭。在食堂吃饭需要购买 meal plan，早午晚餐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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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购买的，各有 5 次，10 次和 25 次三种不同的 block 可供选择。Meal plan 可以在
网上 http://www.stanford.edu/dept/rde/cgi-bin/drupal/dining/meal-plans-0 或者 Arrillaga 的
一楼购买，购买成功后相应次数的 meal plan 会存入你的 SUID 中，此后每次就餐后
只需在食堂入口出刷卡即可。Meal plan 是 8间食堂通用的。需要注意的是，meal pla
n 是不可以取现或转让的，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建议大家根据个人需求购买相应的次数。
每学年开学初（9-10 月左右）meal plan 会有折扣，这是购买 meal plan 最好的时候。
另外，食堂的餐桌上一般会有当月月斯坦福食堂的各种美食活动，如春节的时候 Will
bur 会有以中国新年为主题的晚餐（有乳猪，锅贴，绿茶雪糕等）。  

 
中国新年前后学校数个食堂都会有特别活动  

斯坦福校园内餐厅 

总的来说，斯坦福饭堂的质量在全美大学中有很好的口碑。但是每顿都在饭堂
吃着大同小异的自助餐有时难免会想换换口味。斯坦福校园内有超过三十个餐厅，以
Café 为主，Café 是美国最常见的小型餐馆，提供咖啡等各式饮料，以及各类 sandw
ich，panini（另一种 sandwich⋯），salads， burger，汤，零食等，作为早饭或者午
饭都不错。下面是斯坦福学生比较常去的一些餐厅。 

名称  地点  内容  
The Axe and 
Palm 

520 Lasuen Mall 
 

“Best Burgers on the Farm”, 
chicken Fingers, salads, fries, daily 
soups, desserts.  
Yelp: 2.5 Stars, Price R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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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uckle Dining 
Pavilio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Taqueria, Freshly Prepared Sushi, 
Panini, soup & salad sandwiches. 
Yelp:3 Stars, Price Range: $$  

Ray’s Grill Graduate Community C
enter 
 

离研究生宿舍区最近的餐厅，牛肉炒
面和一些三明治都不错。 
Yelp: 3 Stars, Price Range: $  

Thai Café Jordan Hall 
 

Thai food，有汤,咖喱饭和沙拉  
Yelp: 3.5 Stars, Price Range: $  

CoHo  Tresidder 1st floor Coffee, tea, pastries, paninis, and full 
restaurant dining options.  
Yelp: 3.5 Stars,Price Range:$$  

Coupa Café  Green Library & 
Y2E2 

离学生们最近的 Café ，买咖啡最繁
忙的地方，Panini 还不错。 
Yelp: 3.5 Stars, Price Range: $  

Nexus Café  In Clark Center  
(along campus drive)  

主营健康西餐,无垃圾食品,salad 很好
吃.  
Yelp: 3.5 Stars, Price Range: $  

The Treehouse 
 

Tresidder 1st floor  
(near the gym) 

Mexican food 为主，汉堡和 
Teriyaki 鸡肉也很好吃, Pizza 供应到
很晚. 
Yelp: 3.5 Stars, Price Range: $  

Russo Café  Munger Graduate Resid
ence, Bldg. 4 
 

Pizza, Sandwiches, hot entrées and 
sides, fresh seasonal salads, Starbuck
s Coffee. 
Yelp: 3.5 Stars, Price Range:$$ 

Ike’s Place Huang Engineering Cen
ter 一楼 

据说是湾区最好吃的三明治！很多人
周末会慕名而来. 
Yelp: 4 Stars, Price Range:$$   

 

除了以上介绍的这些餐厅外，在 Tressider 一楼还有一个 Union Square 为众多吃货提
供 hangout 的机会。Union Square 集合了诸多店铺，包括： 

1. Decadence: 斯坦福自己的甜品店，在这里可以买到各种蛋糕和 cookies。 
2. Heirlooms: 新鲜沙拉等。 
3. Basils: 意大利风味，有三明治，披萨等。 
4. Starbucks: 咖啡，饮料和 cookies。 
5. Panda Express: 美式中国菜，偶尔吃一次还可以。 
6. Fraiche: 酸奶店！ 

 

 



斯坦福新生手册 2013	  
	  

	   36	  

湾区餐厅介绍  

加州毕竟有着美国最多的亚洲移民，为数众多、风味齐全、口味正宗的餐馆也
能不时地给你解解馋。下面是几个比较详细的湾区吃货攻略帖。不过其中大部分餐馆
都离学校比较远，新来的同学可以找老生蹭车一起出去吃，既饱了口福又增进了感情。 

1. 旧金山湾区中餐收录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6600901/14293807493 
2. 湾区伪吃货 checklist 
http://blog.renren.com/share/243798200/15940346513 
3. 舌尖上的旧金山 
http://www.meijialx.com/city-detail-content/info_id:28715 
4. 也可以去北美省钱快报的论坛和大家一探究竟 

http://bbs.dealmoon.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5&filter=typeid&typeid=195 
  
重要资源网站：  

Yelp (app availables on smart phone): http://www.yelp.com/  

Open Table (app availables on smart phone): http://www.opentable.com/  
 

另外，价格适中的其他亚式菜系也颇受欢迎，不妨一试。比如位于 Palo Alto 的
韩国豆腐煲餐馆 Tofu House（4127 El Camino Real，Palo Alto, CA 94306. 650- 42
4-8805）和位于 Palo Alto downtown 的日式餐馆MIYAKE（140 University Ave，Pa
lo Alto, CA 94301. 650- 323-9449）价格适中，也比较适合中式胃口。  

Free Food 

在美国的校园文化中，Free Food 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一般的 Free Food 和我
们在食堂里或者外面餐馆吃的水平差不多，还可以节约不少开支，很多人都把 Free 
Food 作为自己饮食中很重要的部分。曾有人开玩笑地说，想要摧毁一个学术领域，只
要在某个顶尖会议的 Free Food 里面投毒就可以了。斯坦福的校园活动丰富多彩，伴
随而来的当然就有各种吸引人的 Free Food。碰上活动多的时候，连续几天完全靠
Free Food 填饱自己也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一般来说，最多的 Free Food 出现在大家
各自系里组织的活动、会议、Happy Hour 中，只要经费允许，组织者都喜欢把活动
放在饭点然后附带 Free Food。某些学校级别的活动也会提供 Free Food，如每年秋季
学期的社团宣传活动等。另外还会有一些学校内部的组织（如 GSPB）也经常提供一
些 lottery 的 Free Food，通常是周末 carpool 去学校附近某家餐馆就餐，然后餐费由
他们 cover。除此之外，大家宿舍所属的 community 的 CA 也经常可以获得经费来给
各 community 组织活动，其中 Free Food 占到很大的比例。只要大家有一双善于发现
的眼睛，身边 Free Food 的机会可是不少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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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行在斯坦福 

作为全美校园面积第七大的学校（8,800 acres），在斯坦福生活光靠走实在是
有些辛苦。而在湾区吃喝玩乐，便捷的公共交通或者一辆汽车更是必不可少。本章我
们就向您介绍在斯坦福生活可能用到的种种交通工具。 

自行车和滑板 

自行车是学校内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美国的自行车很贵，大多在$200-$300 左
右。 离我们最近的购买地点在 Tressider Union，那里也可以租借自行车。学校附近
也有不少自行车专卖店，但是普遍要贵一些。最便宜的要数Walmart 和 Target，从便
宜的到贵的自行车均有出售，不过据说$100 以下的一般质量较差，骑一阵就散架子
了，建议大家别买太便宜的。如果不着急可以在 Amazon 上买一辆，3-5 天寄到，需
要自己组装。此外 SUpost 上面有很多卖二手自行车的同学，有很多很便宜但又很好
的自行车，有空可以去淘一下。 

斯坦福中另一大交通工具要数滑板了，走在校园里可以看到很多人脚踏滑板去
上学，既锻炼了身体，又保证了速度。滑板相对自行车而言便宜不少，而且斯坦福校
园里比较平坦，不会特别累，所以用滑板代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公共交通 

校内公共交通 
斯坦福的校车 Marguerite shuttle 在斯坦福校园内以及周边地区形成了相当发

达的公交系统，该系统有十多条线路，近 250 个站点。乘坐 Marguerite 可以到达校
园的每个角落，周边的 Walmart，Caltrain station 也可以乘车到达，全程免费而且十
分方便。具体的路线及时间表可以查看：     

http://lbre-apps.stanford.edu/transportation/stanford_ivl/mybus.cfm 
 

 
 
 
校外公共交通 

湾区比较著名的两套公共交通系统包括 Caltrain System 和 BART (Bay Area 
Rapid Transit).  

Caltrain 是一条连接 San Francisco 和 Gilroy 的铁路，在 Palo Alto，Mountain 
View, San Jose 等地都有停靠，是去三番非常方便。从斯坦福外的 California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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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车到三番单程$7，全天不限次数$14，单程时间在 40 分钟到一个小时，买票直接
到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即可。查询 caltrain 的列车时间表，停靠站以及票价等信息 

请参考：http://www.caltrain.com/main.html 
BART 是连接三番, Oakland, Berkeley 等东湾城市的一套轻轨类公共交通系统。

经常去三番、Berkeley 的同学可能会用到 BART，具体各项信息 
请参考：http://www.bart.gov/index.aspx 
如果常常坐 Caltrain/BART，或者常去东湾南湾，可以购买 Clipper Card（类似

于我们的公交卡）。 所有公共交通都通用，比直接买票便宜不少，经济实用方便。网
上和车站都可以充钱，还能设置银行自动转账。除了可以在网上以及车站买，还有在
一些大的药店比如 CVS 也能买到。 

网上订卡：https://www.clippercard.com/ClipperWeb/index.do 
 

出租车和 Super Shuttle 

美国出租车比较贵，一般不建议大家经常使用。但有时候时间比较晚，或者需
要喝酒的话，还是需要订一辆出租车。由于街上很少看到出租车，所以需要提前在网
上预订。斯坦福预订出租车的网站见：http://stanfordtaxicab.com/  

Super shuttle 是一种蓝色的面包车，是学生常用的一种从学校到机场往返的交
通方式。你只需要在网上填好你的航班以及其他信息，一辆 shuttle 就会提前到你指定
的位置接你。从斯坦福到三番机场单程大概在$13 左右，比较划算。缺点是 shuttle
一般都会比较早来接你，需要提前空出时间。 

Super shuttle 的订车网站见：http://www.supershuttle.com/ 
Stanford 学生订 super shuttle 目前有减 6刀的 coupon 哦。 
需要注意的是，和吃饭一样，无论是出租车还是 shuttle，都需要给司机 10%-

20%的小费。 

 

飞机 

对于需要在美国飞来飞去的同学，我们提供了以下一些机票网站供大家选择。
国际机票也可以在上面购买，但有时找代理可能会更便宜。 

l Student Universe: http://www.studentuniverse.com/  
l Travelocity: http://www.travelocity.com/  
l Orbitz: http://www.orbitz.com/  
l Cheaptickets: http://www.cheaptickets.com/   
l Priceline: http://www.priceline.com/   
l Airlinestickets: http://www.airlinestickets.us/  

如果图省事儿的话直接用 Google Flight 搜就可以了，很方便快捷，也不会贵很多。
https://www.google.com/flights/ 

考驾照和买车 

说到底，想要在美国过上自在的生活，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必不可少。否则你就
只能每天吃学校的食堂，每次出去都要麻烦朋友，很多时候有了车才能真正体验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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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乐趣。我们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考驾照及买车，更多的内容还需要大家自
己去体会。 
 

想要拿到驾照须通过笔试和路试两个步骤。笔试和路试都要到 DMV(The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的网站上进行预约。 

DMV的网站如下：http://www.dmv.ca.gov/portal/home/dmv.htm 
笔试预约是在Online Service 下面 Appointments 的 Office Visit Appointment。

离斯坦福比较近的考点有 Redwood City, Santa Clara, 笔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选
哪个考点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笔试的预约并不是必须的，你可以直接去 office 申
请进行笔试，在 DMV 会有分开的窗口受理，预约可以节约一些时间。笔试比较简单，
初次申请驾照错六个以内就可以通过。一般来说只要稍微记一下往年的考试题和题库
就可以轻松通过。 

试题的资源: 
http://wenku.baidu.com/view/427484c4aa00b52acfc7cabb.html?from=rec&pos=1&weight=9
8&lastweight=34&count=5 

http://bbs.yibada.com/thread-6433-1-1.html 
 
考试当天到了DMV的具体流程请参考人人网日志：
http://blog.renren.com/share/221035571/2248118261。 
 
笔试通过后就能拿到 Permit 之后就可以考虑学车了。在斯坦福学车一般找当地

的华人老师来教你（大约每小时$65 学费），教师会提供专门的教练车上课和路考，
而且通常教法更加正规和高效。根据同学们的反馈，我们在这里推荐一个湾区的华人
驾校：成功驾校。如果你身边有会开车的朋友，也可以找他们带你练习，优点在于可
以省点钱，缺点在于教车者也要承担一定的安全风险并花费时间。一般跟老师上过几
次课，再让朋友带自己练习一阵，就可以预约路试了(1-800-777-0133)。具体的考试
流程和项目在上面的日志有，这里再为大家推荐加 DMV 的 Youtube 主页，上面的视
频可以帮助你更快地通过路考。办各种手续的预约，以及其他更多的信息可以在 DMV
的网站查询。据说路考 Redwood City 比较严，一般推荐选择 Santa Clara 进行路考。
考驾照不需要 SSN 或其他身份文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了。如果有中国驾照最好带过
去，笔试通过后能直接换临时驾照。临时驾照有效期 2 个月，之后自动转为学习许可
有效期 2年；如果 road test fail, 可以 renew。 

 
考完驾照就可以考虑买车了。买车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但是因为加州地大且

公共交通不发达，有车以后会为生活带来各种方便。 在这边买车的途径大致分为三种：
1）在专卖店买新车 2）直接和车主买二手车海 3）在车商代理（Dealer）处买二手车。 

车是折旧比较快的商品，对于初来美国的留学生，大家一般会选择购买比较经
济实惠的二手车。但是大家如果对新车感兴趣的话，这里推荐一个写得不错的北美新
车购买攻略。 

 
买二手车的话，直接和车主购买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买卖双方可以避免给

dealer 的手续费，降价空间也比较大。要直接从个人的手里买, 最好去 http://www.cr
aigslist.org 有些同学会在 Stanford 的 supost 上买卖旧车。在 supost 上买车，优点是
通常学生比较诚实，从学生卖主那儿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关于车的信息；而且大家都

http://www.successdrivingschool.us/chinese/?p=1
https://www.youtube.com/user/CaliforniaDMV
http://www.dmv.ca.gov
http://blog.renren.com/blog/1954472300/755695799
http://www.craigslist.org
www.supost.com
www.supost.com


斯坦福新生手册 2013	  
	  

	   40	  

在校园里，看车也比较方便。supost 上买车的缺点在于，由于数量有限，选择的余地
比较小；而且学生卖车通常价格比较贵。 

其实一般的汽车专卖店都会二手车卖，质量比较好，但是价格会比 dealer 贵一
些。如果大家需要更多的选择，最好和 dealer 买， 因为美国人换车比较快，所以新车
多，二手车多，自然地 dealer 也多。Dealer 可以根据自己买车的要求在网上找，比如，
http://autos.yahoo.com/，http://autotrader.com 和 http://www.cars.com。 看好车后通常要
通过 VIN 查车的历史，看看有没有车祸等影响车质量的不良记录,(可以在 www.carfax.c
om上查)。同时，你也要查询该类型车的市场价。通常大家以 Kelly Blue Book 上面的
 Private Party 价格为主要参考，然后再根据车的具体情况决定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
买了二手车以后一般要在Dealer shop 做 mechanical check 和在加油站做 Smog Chec
k，对车最全面的检查，更换相关的部件。更具体的问题可以在 www.mitbbs.com 的汽
车版与那里的汽车爱好者讨论，也可以向周围有经验的老生咨询。若买新车并无力一
次付清，你可向银行申请贷款。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美国买车攻略，看看别人买车的心
得。 

 
最后，车的保险是必须要买的。一般保险有两种：1) liability only， 这种保险

出车祸时，你的保险公司不会赔偿你车的损失。（若是对方的错，对方的保险公司会赔
偿你的损失。通常这种保险半年要 250-400 元。2）full coverage，这种出车祸时，
若是你的错，你的保险公司会赔偿你的损失，但通常会有 500-1000 的 deductible
（费用中的头 500－1000 元需要自己付）。这种保险半年需 500-800 元。在这里给大
家推荐 State Farm 的汽车保险。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和 Jimmy 联系，中文服务，沟通
方便。电话：650-452-6379， QQ：2724286039，地址：306 Railroad Ave Suite
＃2，South San Francisco，CA，94080。 

 
 
 
 
 
 
 
 
 
 
 
 
 
 
 
 
 
 
 
 
 
 
 
 

www.carfax.com
www.supost.com
www.kellybluebook.com
http://blog.renren.com/blog/1954472300/75569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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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学在斯坦福 

学习是我们在斯坦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如何选课 

我们在选课的时候主要会用到三个网站，第一个是 explorecourse，第二个是
axess，第三个是 coursework，下面依次向大家介绍这三个网站的用途。 

1. Explorecourse (http://explorecourses.stanford.edu/m) 

 
这个网站首先根据学科已经分为了如上图的几大类，如果要浏览具体学科的课程开设
情况，可以点击学科所在学院，Explorecourse 可以为你提供课程简介，开课老师和
具体的上课时间。 
 

2. Axess (https://axess.stanford.edu/) 
Axess 和我们国内的选课网站很像。首先用自己的 SUNetID 和 Password 登陆。

进入它的Homepage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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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Axess 之后，点击 Student Center-Search 进行选课，根据学期（term），你想选
的课的学院（course subject）进行选课。另外在 Axess-Home 上也可以通过 Simple 
Enroll 进行选课。 

 
3. Coursework （https://coursework.stanford.edu/portal/） 
你每选一门课，你就自动被添加到这门课的 Coursework 当中，professor 会在

这门课的 coursework 中共享课上所要用到的资料，同时，有些 Prof 也会要求你在上
面上传作业，而你作业，期中，期末考试的 grading 也通常在上面显示。 

 
进入 Coursework 之后，先 log in，随后你所选的所有课都会在你的

coursework 主页显示。你选定一门课后，这门课的通知（announcements），成绩
（Gradebook），还有大纲（syllabus）都会在你的页面的左手边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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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课程介绍 

对于选课这件头等大事，很多新生肯定会觉得比较迷茫，ACSSS 会在开学初组
织中国人自己的新生 orientation，邀请各个专业的大牛来和大家分享学习、选课等方
面经验。新生们也可以联系自己院系的学长学姐，听取他们的建议。这里截取了一些
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大牛学长学姐的选课方面的总结。 

本科生：斯坦福大一选课不完全攻略 
http://blog.renren.com/share/121079178/8286014649 
材料系的经典课程可以参考舒鹏学长的日志
http://blog.renren.com/share/261314469/14061275652 
ICME，统计，计算数学，数学专业可以参考以下两篇日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15c710100t7ux.html 
http://forum.chasedream.com/thread-431844-1-1.html 
EE 所用教材参考张亮亮学长的总结 
http://blog.renren.com/share/240385313/8421604616 
CS 公开课 CS106A 视频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6930C06EBDF101D5 
CS 公开课 CS106B 视频及教材下载链接 
http://www.youtube.com/course?list=ECFE6E58F856038C69 
http://www.1point3acres.com/bbs/thread-31224-1-1.html 
斯坦福 EE教授给研究生的建议 
http://wenku.baidu.com/view/b4922afd770bf78a652954b9.html 

 
除了各个院系的专业课程以外，斯坦福还有很多非常好玩，非常有用的课。比

如一直都非常火的 Public Speaking，选课靠抢的马术和高尔夫以及对想要创业的同学
非常有帮助的创业课等等。很多工程学院之间还可以相互选课，但是不同学院对学分
的要求可能有自己的规定，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和自己学院的小米及时沟通。 
 

英语提升 

根据 ACSSS2012 年的统计，Stanford 共有中国人 840 人，其中研究生 800 人，
本科生 40 人。较大的中国人圈子使得我们在生活学习上有很多便利之处，但也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英语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同学来 Stanford 很久都不敢参与课
堂讨论，听不懂快速的或略带口音的英语，不能快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大家
更愿意写邮件或发信息交流。所以 ACSSS 在这里建议大家平常上课的时候积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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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发言，不要怕自己讲的不好，讲的多了就会变好了。试着交一两个美国朋友，和
他们聊天是最直接的提高口语的方式。英语分级考试如果没过会被强制要求上 EFS 开
设的英语课，即便过了我们也推荐大家利用空闲的学分选一些英语课，EFS 开的很多
课都非常不错，只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课程里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2013 秋季学期
的英语课程设置请见：http://www.stanford.edu/group/efs/ 

 

除了平时上课，工作，和社交以外，练习听说可以通过听收音机(比如 KQED88.
5FM)，看电视(特别是 news， talk-shows，interviews) 如果使用校内 cable, 可以有比
较多的选择， 比如电影频道（TNT, channel 50）， 体育频道(Espn channel 34, 53)，
和看电影(比如 Green Library 地下室的音像室免费外借，Channel 50 on TV，每周日
晚上由 FLiCKS 组织在 Memorial Auditorium 放映免费电影)。练习读写可以每天坚持
读一些报刊杂志，比如 Stanford Daily，NYT， TIME（可在 Green Library 一层的报
刊杂志书架阅读）。另外遇到不懂不清楚的要经常查字典，比如 The Oxford Desk Dicti
onary and Thesaurus, American Heritage，和一些网上字典(M-W: http://www.m-w.c
om，Heritage: http://www.bartleby.com/61) 。日积月累自会有所收获。 

 
除了自我修行以外，还可以参加学校为为国际生提供的英语辅导，基本都是免

费的资源，以下是几个新生可以重点的 program： 
1. LOT  
(http://www.stanford.edu/group/efs/LOT.html) 
LOT 的全称是 Language and Orientation Tutoring program。 

是一种和美国学生一对一交流的项目，每个星期 meet 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在这一
个小时中你可以和 tutor 胡侃来锻炼自己的口语能力，也可以把自己的 writing 或者简
历拿给 tutor，让他帮你做一对一的辅导和修改。 
 
2. I-Center English Learning 
(http://icenter.stanford.edu/families/learning_english.html) 
I-Center 为国际学生提供不少 informal 的英语课，有空可以去上一下，另外还

有 English-in-Action Program，可以让你和美国人（一般是退休的老人）一对一配对，
每周见面一次练习英语会话，有时候老人还会带你到他家吃饭或者带你去外面玩，没
准可以遇到忘年交。 
 
3. Hume Writing Center  
(https://undergrad.stanford.edu/tutoring-support/hume-center) 

这是一个专门提升你写作技巧的地方，里面分 drop in tutor 和专职的，需要你事
先make appointment 的 tutor。Drop in tutor 通常是学校的本科生，他们在HWC里
面坐班，无需预约，先到先得。另外一些比较 experienced 的 tutor 一般都是专职的
写作老师，他们可以给你提供更加详细，更加专业的写作指导。 
预约网址：https://sututor.stanford.edu/tracweb40/main.4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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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学校的图书馆是以 Green Library ，Meyer Library 为主的人文图书馆，辅以各
学院，系图书馆的分布式体系，加在一起一共有超过 30个。Green 复合功能性强，M
eyer 有 24 hours 自习的空间。Media, East Asia, Art, Music 等图书馆藏有一些具有娱
乐性质的书籍资料。学校图书馆有相当好的查询系统，具体信息见 library.stanford.ed
u/学校图书馆网站。首页可查询各馆开放时间，逢节日这周末时间会稍有变化。学校
图书馆都有很多公共电脑，并有扫描打印复印等服务。如果你喜欢在图书馆自习，请
访问图书馆的 place to study 页面，挑选自己喜欢的自习地点。 

 
另外，一些文献资料还有电子版本，非常方便。关于 database 的使用，具体细

节可以向图书馆管理人员咨询，可以预约单独培训指导。  

 

电子邮件  

收发 email 有以下几种常用的办法：  
1. 网络直接访问：http://webmail.stanford.edu  
2. 使用客户端访问（如 Outlook，Apple Mail 等）:
 http://www.stanford.edu/services/email/config/  
3. 直接转发到你的其他常用信箱：在 http://stanfordyou.stanford.edu 设置  
垃圾邮件（spam）已经成为网络的一大公害，Stanford email 服务器会自动标记垃圾
邮件并且在邮件主题上标明 [SPAM ##] 以方便 email 客户端过滤（# 的个数表示这封
邮件是 SPAM 的概率），但是这个标记不很准确，特别是从大陆过来的正常信件很容
易被标记成 SPAM。另外，请大家注意保护自己的 email 地址，特别是不要用自己 
Stanford email 信箱随便在网站上注册，只要有一个 spammer 收集到了你的 email，
你可能就将面对无数的垃圾邮件。如果垃圾邮件实在太多，可以使用带 junk mail 
filter 的客户端软件，或者求助学校的 IT Help Desk（电话 5-HELP）。建议注册一个
专门的信箱在网站上用于购物，这样 spam 邮件就不会影响你的 stanford 主用邮箱. 
其他信息 

请参阅 http://www.stanford.edu/services/email/ 
 

校内常用网络资源  

申请了 SUNetID 之后，你就可以使用校内许多服务了。比较常用的一些资源有：  
1. Stanford 新闻组，在 http://www.stanford.edu/services/usenet/newsgroups.html 可以找
到配置说明。最常用的新闻组可能就是 su.market 校内二手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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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内查人，查机器/IP：https://stanfordwho.stanford.edu/ 可以搜索姓名、email、办公
电话、SUNetID 等。搜索方式可选择 public 或 Stanford-only，前者比后者信息少，但
后者需要 SUNetID 和密码。  
3.重要软件：http://www.stanford.edu/dept/itss/ess/ 这里面有个软件 PC-Leland 可以用于
快速登录校内的一些需要认证的资源，也可以用于收取 email。这些软件校方推荐安
装但并不是强制的。  
4.邮件列表：https://lists.stanford.edu/ 有一些 Stanford 邮件列表系统的使用说明等。  
 
更多校内网络服务相关内容可以参考下面的网站:  
http://www.stanford.edu/group/networking/index.shtml  

 
 

教材和文具 
教材 

由于版权，教材在 Bookstore 买是相当贵的，推荐大家在查询完课程需要的书
籍后到以下网站查询购买： 

Abebooks.com：评价真实，三星级以上店家 used book 质量均靠谱，价格也很
合理，幸运的话十几刀可以淘到原价上百的教材。网站上部分教材还有 international
版，就是影印版，绝对物美价廉。 

Amazon.com：大家比较熟悉，质量有保证，但价格跟 bookstore 比不会便宜
太多。（提示：用学校的邮箱 sign up amazon prime 后会有 two－day free shipping。
Amazon prime 第一年免费。） 

很多教授课上所使用的教材是他们自己编写的未出版的讲义，在以上网站上一
般买不到，大家可以向认识并且买了的师兄师姐借一下（记得要还哦）。其实很多课程
只要课件就可以了，但是教材确实在有些方面讲的更细致，更容易理解。此外，
Bookstore 在刚开始会有旧书出售，比新书便宜一些，请大家注意留意。 

 

文具 

大家可以到 Wal-Mart，Target 等超市购买。时间来的及还是推荐大家网购，
ebay，amazon 快速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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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玩在斯坦福 
到了斯坦福怎么能不好好玩，这里体育氛围浓厚，设施齐备，临近三番娱乐圣

地，周边又有诸多国家公园。这一章就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斯坦福可以玩的东西，当
然更多的还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咯~ 

体育健身 

Stanford 体育概况 
Stanford 的体育在美国高校中常年总排名第一， 连续 12 年赢得 Sears 

Director’s 杯。在 2006 年举办的第十三届赛事中，Stanford 在 6 月 29 日的成绩统
计中列 Division I 第一名，第十三次蝉联赛事冠军（迄今共举办了十三届），这在美国
学术顶尖的高校中是唯一的。2012 年在核心四分卫 Andrew Luck 毕业（后加入
NFL），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高歌猛进，拿下 Pac-12（斯坦福所在联盟）的冠军，
并代表 Pac-12 一举拿下 Rose Bowl。每届奥运会的美国体育代表团中都有大量
Stanford 学生。八十年代以来 Stanford 已经向美国贡献了数十枚金牌和上百枚奖牌，
获奖人员名单可在游泳池旁边的纪念碑查询。Stanford 经常举行各种校际州际和国际
体育比赛。前不久这里刚刚举行过美国田径公开赛，世界杯现代五项锦标赛，国际女
子网球巡回赛（WTA Bank of the West）Stanford 分站。Stanford 高尔夫球场在全美
上千的高尔夫球场中名列前一百位。泰格伍兹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Stanford 的男女网球常年列 NCAA 第一。八十年代的麦肯罗就毕业于 Stanford，刚过
去的奥运会里面也不乏来自斯坦福的好手。 
 
Stanford 学生参与的体育运动 

Stanford 所在地 Palo Alto 阳光充沛，四季温差不大，是个及其适合室外运动
的地方。西靠太平洋，东临洛基山脉，所以水上运动和冰雪运动在这儿也十分普遍，
想冲浪开车一小时到Half Moon Bay 或者 Santa Cruz，想滑雪驱车几小时到 Tahoe 。
以下大约能概括 Stanford 学生参与的运动：足球，美式足球，篮球，排球，沙滩排球，
羽毛球，乒乓球，网球，高尔夫，壁球，棒球，曲棍球，游泳，跳水，旱冰，滑冰，
滑雪，雪板，滑板，自行车，健身，长跑，登山，漂流，健行(Hiking)，野外宿营，
徒手攀岩，保龄球，冰球，马术，跆拳道，柔道，武术，瑜珈，国标舞，拉丁舞，
HipHop，等等。 

 

Stanford 体育课 
Stanford 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体育课程。这些体育课程面向所有学生开放注册，

既可以选择学分，也可以 Audit，意思是不用学分，但需要交相应费用，一般都十分
便宜。例如网球课一学期 20 节只要$25。此外这些体育课的教练不乏当年叱咤体坛运
动员，他们不但技术精湛，而且善于教授不同水平的学生。再以网球为例，课程包括
初级，初中级，中级，高级，巡回赛等五级。教练中有麦肯罗的 Stanford 女队友。又
如高尔夫球课和游泳课很受欢迎，以至于不同的学期不同的姓名的首字拥有报名优先
权。这里的国标舞课也小有名气，Hip Hop 也有不少人跃跃欲试。Stanford 也提供击
剑和攀岩等在国内鲜有的课程。马术课比较贵，但值得一试。在 Stanford 体育网站

（http://www.stanford.edu/dept/pe/pe/index.html)你可以进一步了解选课的详情。一般来说，
体育课除了在网上选好之外，需要在第一节课时本人去报到。很多比较热门的体育课
是在第一节课确定课程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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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的体育比赛 
Stanford 有着数目众多，成绩骄人的校运动队，还有一直可爱搞笑的仪仗队。

Stanford Tree（吉祥物）的身影经常能在 Stanford Stadium（橄榄球赛）或者Maple 
Center（篮球赛）里出现。所有校队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橄榄球队了。每年秋季是橄
榄球赛季，其中 Stanford 和 Berkeley 的对决是东海岸 Harvard 和 Yale 对抗的翻版。
两校间的橄榄球赛叫作 Big Game，赛前一周就能看到图书馆上悬挂着巨大的“Beat 
Cal”的字幅。 Stanford 在过去三年连续战胜 Berkeley，去年更捧得玫瑰杯（Rose 
Bowl， 玫瑰杯是大学美式足球碗杯赛中历史最悠久和最著名的碗杯赛）。从秋季开始，
各种比赛接踵而至，大部分都是免费的。用学生 id 在 http://www.gostanford.com 注册
一个帐号就可以 claim 免费的橄榄球票。有些比赛直接用学生卡就可以进场，比如
Maple Center 的篮球赛。每看一次比赛可以获得积分，积分越多忠诚度越高，之后一
些比较热门的比赛就会获得优先购买权或折扣。 ACSSS 体育部会组织大家观看一些热
门比赛，敬请大家期待参与。  
 
Stanford 体育俱乐部 

Stanford 拥有有众多的校级体育俱乐部，在 
www.stanford.edu/dept/pe/cgi-bin/services/club-sports-descriptions/  

可以看到对各个俱乐部的介绍。虽然这些俱乐部大部分由业余选手组成，但因为美国
大众体育运动非常普及，很多业余俱乐部也具备相当的水平。Stanford 的很多俱乐部
有专门的教练，每年开学招人需要试训（网球为例），并且加入后要求一定的训练量
（篮球、足球和网球为例），同时也会参加一些周围联盟的比赛。如果你十分擅长某项
运动，并期待和一些水平不错的外国人一起切磋，那校级俱乐部是个不错的选择。当
然，学校也有一些俱乐部欢迎各个水平的同学积极参与，具体细节可以点击上面的链
接，去各俱乐部网站上了解。目前 ACSSS 在一些热门的校级俱乐部有联系人，他们是
一群热心的各个校级俱乐部的中国学生。如果你想加入某个俱乐部或者参与他们的活
动却苦于不知从何入手时，他们将会是很好的沟通渠道。 

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可能没那么多时间比较专业地投入运动，或者刚到美国
还在适应环境。ACSSS 希望针对这个人群建立以华人为主的体育俱乐部，让大家通过
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娱乐身心，交新朋友，融入 Stanford 大农场。在开学之初我们将
根据之前问卷统计结果，建立热门项目的俱乐部，并且招募俱乐部负责人。 我们欢迎
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朋友们通过俱乐部发起或组织体育相关活动 ，欢迎有热情参与俱
乐部组织、建立的同学联系 ACSSS 体育部 VP（白晨 chenbai@stanford.edu）。 

除了俱乐部之外，Stanford 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Intramural Sports 系统，也就是
校内体育竞技。每个学期都有各种各样的业余锦标赛供学生们自由组队（或个人）参
赛。比赛种类很多，有些比赛需要少许报名费，但会有专业裁判执法。冠军会得到
Stanford 特有的 IM Champion T-shirt。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见 
https://www.stanford.edu/dept/pe/cgi-bin/services/intramural-sports/ 
 

 
Stanford 体育设施和环境 

主校园和宿舍区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设施，比如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仅仅
网球场就有将近 30 片，不但有夜间照明，而且还有网上预约系统。Arrillaga Center
和 Ford Center 是学生们经常锻炼的去处，出示学校的证件(Student ID Card)，免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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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开放。此外，持 id 卡的同学还可以为外来的朋友购买 guest ticket，一般比外面
的健身房便宜不少。这两个地方有健身房，室内篮球馆，攀岩馆，壁球馆，体操馆，
排球馆，乒乓球桌，羽毛球馆等等。学校有里两个游泳池，roble pool 和 Avery 
Aquatic Center，开放时间可以在 

 https://www.stanford.edu/dept/pe/cgi-bin/services/aquatics/rec-swim-hours/ 
查到。喜欢跑步的同学还可以到 Sullivan Track，Stadium，Foothill 或 I-center 后面
的 Lagunita“湖”边去转转。在硅谷和太平洋之间的山脉(San Antonio Range)中藏有
大量的 hiking 小径。 另外 Stanford 的 Dish 后山和湾北 Muir Woods 也是 hiking 的
好去处。去 Yosemite 和 Lake Tahoe 宿营和旅游也是节假日黄金选择。ACSSS 会不定
期组织大家外出活动，敬请大家留意。 

 
 

艺术与博物馆  
Stanford 每年都会推出一系列高水平的艺术表演。这些演出一般都会归入 Stan

ford Lively Arts (http://livelyarts.stanford.edu/)。票可以到 Tresidder 一楼的 Ticket 
Office 购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网络购买。由于节目水平很高，有时票会比较紧张。
碰上特别精彩的演出，只有在学校开始卖票后马上购买才会有可能买得到。Stanford 
Museum(Cantor Art Center)位于校园内，靠近Oval。去那里观光是免费的，不论你
是不是学校师生。   

 
        如果你对博物馆感兴趣，湾区有很多不错的博物馆，这里仅举几例：  
        Stanford Art Gallery (http://www.stanford.edu/dept/ccva/)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http://www.asianart.org/programs.htm)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http://www.calacademy.org/)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http://www.sfmoma.org/)  
        De young Art Museum (http://deyoung.famsf.org/) 
        更多内容你可以到 Google 输入“California Museums”进行查询。  
 
 
 

周边景点一日游  

在斯坦福上学不同于其他玉米地学校、草原学校的好处是，以学校为圆心，10
0 miles 为半径画个圆，这里面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够你玩一年有余。下面姑且对比较著
名的景点略叙一二，更多的内容等待同学们自己去发现。当然，如果要去这些地方，
最好还是几个人有一辆车才方便，可以联系师兄师姐或者自己有车的朋友们。 

 
 
 
 
 
 
 
 



斯坦福新生手册 2013	  
	  

	   50	  

        Muir Woods National Monument：侥幸逃过大砍伐的一小片红木林，十
分壮美肃穆，离旧金山很近。 
 

 
 

Half Moon Bay：人在湾区怎能不去Half Moon Bay 看日落。距离学校不远
的小镇，清爽的风景与石堤，坐在海鲜店里欣赏日落是格外舒畅。另外如果你看过
《Chasing Mavericks》这部电影，你一定要来半月湾，因为Mavericks 就在附近。 

 

 
 

 San Francisco：作为斯坦福附近的“大城市”，三番能让你找到北京上海的
感觉。无论是购物、饮食、娱乐，观光三番的条件都比斯坦福附近要好很多，很多同
学都选择周末到三番来放松一下。此外，比较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Fisherman’s W
harf（渔人码头），Lombard St（九曲花街），The Palace of Fine Arts（艺术宫）, Gol
den Gate Bridge（金门大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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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Cruz：美丽的海边小镇，沙滩和海边游乐场。 
 

 
 

Monterey：美丽的海岸半岛，尤其是沿海公路及其路边的花草美景，当然还
有著名的 17 miles drive。不远的 Carmel 小镇更有一点童话世界的味道。 

 

 
 

Point Lobos：一个在Monterey 半岛南边不远的国家公园，虽不大，但是能
看到很多海狮海鸟小鹿松鼠等动物，还是欣赏日落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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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 OK 

美国实际上也是有卡拉 OK 的，虽然规模设施和歌曲名目都不及国内，但依然
能享受一番！Stanford 中国学生去的最多的是台湾人开的Music Tunnel（www.music
tunnelktv.com），车程 25分钟，里面音响灯光条件不错，有奶茶、餐饮，歌曲存量跟
国内相差不远，价格大概在 $20-$50/Hr。另外一个是车程 35分钟的Music Land（h
ttp://www.yelp.com/biz/music-land-ktv-milpitas），歌曲不错，价格差不多，而且有大家
坐在榻榻米上的那种房间，别有风味，但音响要比Music Tunnel 稍差一些，也没有奶
茶出售。 

 

电影  

美国的电影院一般都很大。一个电影院里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小影院，同时播
映不同的电影。Stanford 附近主要有两个院线：Century Theaters (http://www.cinemar
k.com ) 和 American Movie Classic (AMC) ( http://www.amctheatres.com/movie-theatres/a
mc-cupertino-square-16 )，车程均在 20-30 分钟左右。 Palo Alto 有一家不错的放老电
影的影院 The Stanford Theatre。电影院门票一般在十美元左右，有些影院周四有学
生票。如果看电影非常多可以在 买到打折的票。通常也是大片上映之时你也可以在
网上预定门票。 

在 Stanford 校内，有一个学生组织的电影俱乐部叫 Flicks。 每周日在 Memori
al     Auditorium 免费放映相对较新的电影。Green 图书馆的地下一层可以借电影录像
带，VCD 和 DVD，并且那里也有可供看录像带的电视。DVD 可以外借，但只能保留
一天，然后可以续借一天。超时需支付每天五美元的罚金。  
 
 
 
 
 
 
 
 
 
 
 
 
 
 
 
 
 
 
 
 
 
 

http://www.yelp.com/biz/music-land-ktv-milp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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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职业发展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   

SSN 仅适用于接受需要工作(TA/RA)的 Scholarship 的学生。Fellowship 的受资
助人是不可以申请 SSN 的。但由于没有 SSN会对日常的某些活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建议接受 Fellowship 的同学找一份批改作业之类的工作（短期），以此来申请 SS
N 。也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打一个 quarter 工（每周至少 4 小时）来获得 SSN。在此
提醒大家注意: 请不要在找到短期工作并获得 SSN 后对很快辞去工作或对工作不负责
任, 这样会对以后的同学申请类似的工作有很坏的影响。SSN 一般是学生本人到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SSA)办公室申请，SSA 办公室不会派人到学校统一办理。I-c
enter 会提供两个 SSA 办公室 的地址供你选择。需要带上以下东西办理：  

1.完整的 SS-5 表格（http://www.socialsecurity.gov/online/ss-5.html）； 
2. 护照； 
3. I-20；  
4. 提供工作 offer 的系所的介绍信;  
5. 学校的介绍信（在 I-center 的二楼领）。原则上，你必须在到达美国满 10 天
       以后才可以申请。  

学生常去的 Mountain View SSA 办公室:  
地址: 700 East El Camino, Suite 350. Mountain View, CA 94040.  
办公时间: M-F 9:00 am to 4:00 pm, Phone: (650) 9615324  

 
乘公交车: 在学校外的 El Comino 乘坐 22 路公交车(southbound)。上车后可告

知驾驶员要去 SSA Office (Sylvan Avenue Bus Stop)，并请他在到站后通知你下车。下
车之后（返回的乘车地点就在马路对面），向回退过一个十字路口，SSA OFFICE 就在
马路对面的 Commenwealth 大厦里面。进入大厦之后，按照指示乘电梯去三楼的Offi
ce 。建议尽早去办理，这样等候时间相对较短。先在某个窗口交材料，工作人员会把
你的材料输入排队系统，让后你便是坐着等待被叫名字（不是叫号，其他与签证完全
相似）。办理过程非常快，只需要向办事员 出示必要材料（I-20, 两封信），他就会为
你办理并给你一张受理的收据 。SSN 大概会过 1-2 周邮寄到你家。一般 SSN的卡片不
用随身携带，自己保存好，只需要记住 SSN 的号码就可以。一般办理信用卡，填写税
表都会用到 SSN 。要注意的是，填表的工作最好在去之前完成，所需要的表格可以通
过 SSA 官方网站查询。  
        以上信息适用多数 F-1 学生. 仅供参考. 正式详细信息请阅读斯坦福国际学生中心
官方网页(包括 F-1 及 J-1 学生学者):  
http://www.stanford.edu/dept/icenter/new/orientation/SOCIAL_SECURITY_NUMBER.htm 
及 SSA 官方网站： http://www.socialsecurity.gov/pubs/10120.html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s (ITIN)  

ITIN 的全称是个人纳税识别号码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s)。
 由美国国税局签发。它和社会安全卡（SSN）一样，共九位数字。ITIN 是供给没有社
会安全卡，但是有意纳税的人申请的。其主要的功能是作为纳税和退税，以及为美国
工作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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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校学生来说，ITIN 仅适用于只接受 Fellowship 的学生（因为他们没有工资，

不能申请 SSN）。如需办理，需要直接去 IRS OFFICE。学校不会组织办理。此号码可
以在退税时同步申请，不过提前申请会带来一些方便（见退税一章）。最近的办理地点
在 San Jose。地址：55 S. Market St. San Jose, CA 95113。工作时间： 8:30 a.m.- 4:
30 p.m.，周一至周五。联系电话：408-817-6747。 
  

与申请 SSN 相似，在去之前完成相关表格的填写，并带上 I-20, passport 及它
们的复印件。在 Palo Alto 或 California Avenue 乘坐 Caltrain 之终点站 San Jose。注
意时刻表，Caltrain 大概是每 30 分钟一班车。出站后步行至一个丁字路口，右转沿大
道一直行至Market Street，右转再步行大约 150 米就可以看到 IRS Office。（Caltrain
上面是可以携带自行车的，但必须在特定的车厢里面。骑自行车前去可以节省不少时
间，但最好戴头盔已备安全。）进门后说明来意，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号码，按照号码
等待办理即可。申请成功递交后，最快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收到 ITIN 号码。由
于美国税法本身的繁琐，申请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少意想不到的情况。譬如，工作人员
可能会告诉你只能在退税的时候才可以申请。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同其交涉，或者选另
外的时间再去办理一次。因此取得 SSN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来避免这种尴尬的发生。  

 

校内兼职 

关于校内兼职，这里有很多的 on campus employment 机会，很多时候要靠自
己去发掘。一个很有用的链接是 

http://studentaffairs.stanford.edu/cdc/jobs/campus-jobs 
在这里应该可以找到大多数的 openings。但是很多美国学生由于经济独立比较

早的原因，会非常乐于申请这些 position，而且很多 positions 对于英语要求较高，所
以申请难度有时比较大。不过如果主动去跟 hiring in charge 的人联系并面对面交流
一下的话，成功的机会还是不小的。 
 

另一种校内兼职形式是各种课程的 course grader，顾名思义就是改作业者。
Grader 的 pay 一般不算高，是按小时计算，约 14/hr（税前），申请也比较激烈，一
般 Science 和 Engineering 的课需要比较多的 grader。这样的机会要自己多多发掘，
想要申请成功还是要多联系这门课的老师。但是申请之前一定要仔细考虑一下，拿出
每周很多的时间来赚取不高的报酬是否合适，会不会影响到自己更多学习更好发展自
己的机会。 
 

如何找实习 

不论是来斯坦福读硕士还是博士，我们都鼓励大家第一年就找到实习，硕士申
请 full time 的工作需要经验，博士生在以后投入 research 的之后暑假一般会留在学校
做研究，只有在快毕业的时候才推荐出去找实习，所以第一年的机会还是请大家都务
必把握住。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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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秋季学期和冬季学期学校的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CDC) 会有大型
的招聘活动，春季学期则规模较小。一般来说实习最好在春假 3 月底之前找到，之后
一些比较热门的公司，比如 Google，Qualcomm，Facebook 都已经招满，很多公司
也已经确定了实习生的名单，这时候再找会比提前准备来的困难。所以鼓励在刚到斯
坦福的秋季学期就开始找实习。  
 
方法： 

1. 招聘会： 
秋季冬季春季学期 CDC 的招聘会请大家务必把握，会有很多公司到场，到时候

是跟 hr 好好展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但是也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特别是秋季和冬季学
期的招聘会竞争会非常激烈。EE 和 CS 的同学会有很大的优势，因为除了 CDC 之外，
computer forum（专门服务于 EE 和 CD 学生找工作的学校机构）会组织专门面向 EE
和 CS 学生的招聘会。如果没能在当季找到实习，也请大家抱着好好跟HR Social 的心
态认真建立自己的 network，也许当时认识 HR 会在招聘的淡季给我们伸出橄榄枝，
给我们工作的机会。 
 
2. 人脉： 

  跟国内一样，这边也非常讲究人脉（yes, 非常）。一般最有希望找到实习的其实
是那个招人的组里面的成员推荐的学生，或者直接认识 hiring manager 的学生。当然
如果你要是认识公司的总裁，VP 或者 manager，那么公司更有可能在没有空缺的情
况下给你空出一个职位把你安排进去。 

公司在赛选简历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当你网申的时候，你是在一个 pool
里面，如果你没有任何背景。那么除非你非常 match 那个职位或者运气特别好，那么
很有可能你的简历都不会被 hiring manger 看到。所以同学们！你们需要有人帮你们
一把！如果你认识 hr，她可以把你放在简历的最上层，保证你的简历会被人看到，能
不能进就靠你了；如果你认识正在招人的组里比较有话语权的人，那么你基本上可以
进了，你的面试也用不要太差就行。如果你认识正在那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人，他们可
以 refer 你，但是他们不能保证你的简历会被人看到，因为同时会有很多人被该公司
的人 refer 去某个职位。 

如果你谁都不认识，请多参加 ACSSS Career Development 部门组织的活动吧，
请多多 social。 
 
3. 通过 CDC网站申请： 

        CDC 的网站每天会有很多职位更新，一个一个投吧。。。 
 
4. 网申： 

        这是最难的一条路，但是希望还是有的。慢慢投简历吧。。。 
 
5. 专业问题： 
普遍现象是 CS 和 EE 是最好找的，其他专业差一点。很多比较不是很技术专业

的同学都没有在美国找到实习。但是作为世界名校，我们学生会经常吸引到国内很好
的公司或者机构在美国照片，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航天局等等，这些都是相当好
的机会，所以就算没有在美国找到实习，国内还是有很好的机会等着咱们的。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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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加 career development 部门的活动，好好申请吧～香港也有很多金融相关的工作
很欢迎斯坦福的学生～ 
 

退税和报税   

税收及其相关法规是美国最为繁琐的一个方面。每年 4 月 15 日前的一段时间
是全民疲于退税交税的日子。 

对于在美国时间不超过 5 年的学生而言，全部按照 Non-resident 来计算。税款
分为两部分：联邦税（Federal tax）与州税（State tax）。 

 联邦税的计算相对容易，已为学校已购买了相关软件 GlacierTax，并免费提供
给学生使用。大家可以从 I-center 的主页上找到该软件的链接，并通过自己的 SUID
获得用户明同密码。该软件可以快速准确的生成退税所需的所有文件同退税说明文件，
十分方便。 
 
          至于州税的表格，就要大家亲自填写了。一般应使用 540-NR 表格，或者 540-
NR2EZ 简易表格。链接可以在 I-center 的报税指南上找到，I-center 也有 tutorial 的 s
lides 教大家怎么填写。美国人表格制作得十分科学，只要严格按照说明的步骤要求来
填写是不会出错的。  
 

退税时需要申请人有 SSN 或者 ITIN。如果大家不想延误退税的时间，就要尽早
申请两个号码中的一个。Fellowship::ITIN； Scholarship::SSN；Self-pay::no need to p
ay tax。由于中美两国政府有协议（article 20），中国留学生接受 Fellowship 的人在
5 年内是无需交税的，接收其他有工作需要的奖学金的学生前 5000 美元的收入是免
税的。得到 ITIN/SSN 之后，可以去学校的 Financial Office 填 8233 表（tax exempti
on withholding），此后每年年初再填一次，这样，学校会把你奖学金的钱全数发还，
不会扣除任何税款，而报税也就变成了一个填表活动。否则，你会在奖学金列表里面
看到 Tax depending 一项，显示着被提前扣除的税款。要拿回这些钱就要在第二年的
5，6月份递交退税申请表之后才可以。  

每年从 2月份开始，大家会收到各种和报税相关的表格，如W-2，1042-S，还
有 1099 系列表格等。这些表格一定要收留好，否则补办需要花一定时间。每年退税
季节前，学校 I-center 会提供一系列讲座，指导学生报税。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自己到
IRS 的网站上查询相关信息和表格。General tax help - IRS website: 

http://www.irs.gov/uac/Free-Tax-Help-Available-From-the-IRS-1 
 
 

附录：留美安全手册  (http://www.uscs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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