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入学流程
这是一份基于经验的简略流程和 checklist，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强烈建议 首先
阅读 CSSA 新生手册，更详细地了解学校相关信息。
1. Admission
在 MyStatus 页面中接受 offer 并交纳押金（$200, 注意截止日期）。
2.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选课之前所有的 Bar 都要清除，在国内需要做的尽早准备。

a. 在国内需要完成：接受 admission，打疫苗，预约 IBC，交 deposit，邮寄
school transcript（如果时间来不及可以到美国后尽早上交）

b. 来到美国：做 TB test（这时候才会消除 immunization 那个 bar）；参加
IBC；参加 orientation。

3. 公共平台
查询新生 QQ 群、微信群，关注 CSSA 官方微信平台（实时更新租房、接机等
信息，非常有用），在 CSSA 论坛上填写新生通讯录。
· 2015 QQ 群：289697278

· 官方微信平台：utcssa2013
4. 确认住宿
选择住在学校宿舍还是在校外租房。
a. 学校宿舍：

· 申请宿舍前需等待 contract；

· 按照需求填写住宿志愿，学校会根据志愿的顺序分配宿舍，并不保证
第一志愿可以录取；
· 如有室友需两人互相填写对方 EID；

· 如果对分配宿舍不满意可以在同样页面申请换宿舍；
· 宿舍有限，建议拿到 contract 后不要拖延到最后一秒。
b. 在外租房：CSSA 即将发布团组信息，团组小区距离学校较远，如果没有
车每天只能校车往返；学校周边可以通过学长学姐或租房中介（CSSA 论

坛上有）租房。
【团组是四月，注释一下时间】
c. 注意：

· 学校宿舍 8.18 日提前开放（每年时间或有不同），住宿需$50/天，需
提前缴纳费用。

· 如果提前到来可以选择在 aribnb 上租房，或者住旅馆（很多学生选择

住在离学校比较近的 days inn downtown，需要提前预定及找好合住
的人来确保价格合算）。

5. 等待学校官方文件
UT 学生较多，I20 发放比较慢，可以通过选择特快函件保证 I20 及时送到并
不会丢失；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 I20 一定要及时致电 International Office.

6. 体检/疫苗
打疫苗和做体检不需要等到 I20 到来，建议尽快动手，因为有些疫苗需要时
间间隔。

a. 疫苗：

· 携带：学校要求的疫苗表格（网上下载）、小时候接种过的疫苗记录、
1500 元左右现金（取决于需要打得疫苗数量）；

· 大多数情况下只用打 require 的疫苗就可以，如果小时候接种过就可
以少打几针；

· 流程：预约——早起去服务中心——排队——将接种过的疫苗记录和
学校要求的表格交给前台医生（他们都有经验，自己不用太担心）——
拿到一张表格并按照上面的流程进行——交还表格。

· 一定要注意 TB test 需要来美国之后再做；

· 本地接种疫苗的地方请自行百度。有些人打完疫苗可能有不适反应，
要注意身体和饮食。
b. 体检：

· 体检当天需要空腹
· 完成所有疫苗和体检后需一段时间再来取小红本/小黄本，取时可以要
求拿到 X 光片（因为很多人小时候接种过卡介苗，所以可能会影响在

美国做 TB 的结果，妥善保存 X 光片可以避免在美国被要求高价再做

一遍，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多，但是可以有备无患）。
c. 效率：北京等城市由于人数过多建议先 网上预约 或者早上 尽早去排队 ；
在做体检和疫苗时仔细观察，先去做人少的检查，可以尽量保证一天做完。

d. 请妥善保管并携带检查结果，过关时有可能会被抽查。来到美国以后同样
可能需要出示。

7. 开具相关证明
根据签证和入学要求开具相关证明，如成绩单，父母的财产证明，工作证明，
毕业证书等（材料列表见#20）
8. 签证
毕业季是签证高峰期，请预估好 I20 到达时间并提前预约签证，预约时也要
留下时间以防第一次签证悲剧。相关流程自行百度。

9. Aleks
这个考试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 online 完成，注意截止日期和选课要求的
分数 ；第二部分来到学校后现场完成。
10. 预约 IBC
大约在五月份开放预约，开放时请尽早预约（需要 VPN）。
11. 订机票
a. 机票越早定越便宜，起降时间和转机时间合适的机票比较抢手，请尽快确
定机票时间；

b. 往返机票比较便宜，寒暑假时间请在 UT 官网上查询，改签费不便宜，订
票需谨慎；

c. 飞机降落后可以通过 Uber，yellow cab 或公交来到学校；CSSA 提供接机
服务更为方便。

12. 接机
CSSA 微信平台和论坛稍后会发布接机申请表格，请在确定机票信息后填写；

在信息汇总后 CSSA 会将你分配给一名接机的学长学姐并让你们联系。
13. 存档案
a. 对于部分同学来说可能会需要去教育部认证的留学服务中心存放档案，需
从学校提取自己的密封档案并去出国留学服务中心寄存并交纳寄存费；

b. 具体情况可以登陆教育部网站查询并按照网站要求进行。
14. 收拾行李
如果通过代理商订票需要确认可携带行李数量（有些打折机票只允许携带一
件行李）；行李单在新生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15. Alcohol Education
选课前需要完成的项目，主要是告诉你在学校不能酗酒和吸毒；如果不完成
会对选课造成影响；这个项目会在网上进行；有 2parts，part1 是暑假，part2
是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没完成就看不了 grade report。

16. 起飞
a. 由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由于留学人数较多，一定要 留出足够的时间提
前去机场；如果排队比较靠后可能会遇到飞机没有座位必须延迟到下一班
的问题，并会耽误转机；
b. I-94 表格已经电子化不用再担心；如果有相关需要要填写海关申报表；转
机等具体信息可参考新生手册。

17. 来到 Austin
在安置好住宿后需要完成以下内容，基本按照时间顺序
a. 办手机卡：来美国之前可以先开通相关业务使你的手机可以在美国打电话

和上网，虽然价格比较高但是可以应一时之需（还是比较推荐的）；来到
美国后如何办理手机卡的介绍将在稍后由 CSSA 推出（现在有 H2O 和 ATT
的合作）。

b. 办银行卡：来到美国后可以使用 VISA 卡，但是交大额学费或支票时会比

较麻烦并收取较高手续费，建议来到美国办理一张本地的卡并转入美元；
一般办卡的银行有 chase 或 UFCU（选择 UFCU 有奖励政策，可以参考新

生手册）。
c. 办理 Student ID，交免疫表格，做 TB test，交成绩单等：建议在来到美国
后尽快完成，以免在 IBC 和 orientation 时手忙脚乱。

d. IBC，orientation 和 advisor：有具体的时间表，在预约 IBC 时要注意不要
和 orientation 时间冲突。

e. Aleks：开学前参加 aleks 考试，注意自己需要考试的时间和科目。
f. 交学费：一般学费和住宿费使用 e-check 交，请注意交学费和住宿费的截
止日期；注意 UT 不接受 Visa 交学费。

18. 搬入宿舍
如果交了提前入住的钱可以于 8.18 日搬入宿舍，可以联系学长学姐帮忙开车

搬东西或自己打车；搬入宿舍后需要添置生活用品等可以去学校周围的 mall，
具体信息参考新生手册。

19. 选课
在见完 advisor 后可以进行选课，推荐使用 myedu.com 进行课表的规划；这
个网站上同样有学生对 professor 的评分（仅做参考），同时可以看到学生反
馈的教授的上课模式和考试方法，可以用作参考；选课人数较多，在选课前
需要列好 unique number 并准备多种方案。
20. 材料
以下是我所准备的材料清单，基本遵循有备无患的原则。每种材料都准备了
纸质版（包括原版和复印件）以及电子扫描版；加*号是签证时也携带的材料。
a. 录取通知书*：纸质版需携带去签证，可以携带一份过关时备用；电子版
备用。

b. 成绩单*：高中三年成绩单纸质版，最后一学期/学年成绩单最为重要。

c. 毕业证书*：原版放在家里，复印件和电子版携带，复印件由于要邮寄给
学校所以我也盖了章。

d. 财产证明&工作证明*：父母双方。

e. 疫苗：疫苗本和体检本，以及学校要求的疫苗记录页（有医生签字，非常
重要）。

f. 护照及复印页*：首页和签注页
g. F1 确认页*：签证时需要的

i.
j.

h. 个人免冠照片*：这个我也带来 Austin 了几张，
避免万一需要用来不及照。
户口本复印页*：至今没用上，不过还是带来了。

身份证及复印页：回国时需要转高铁等其他交通工具的同学千万别忘了身
份证。

k. 高中在学证明*：签证时可能需要。
以上内容仅为参考，详情请根据每年学校及签证要求改变。如果有解释错误及不
详尽得地方请及时留言提醒，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