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s 的新同学们, 大家好！
首先祝贺大家获得在 Stevens 继续深造的机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作为 Stevens 中国学生
学者的联谊组织，每年都尽力在学习，生活，和社交等各个领域为大家服务，尤其是为即将踏出
国门留学深造的新同学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新同学们的新生活能有好的开始。
我们设置了新生主页，以方便大家获取信息。同时，我们将尽可能组织志愿者为大家提供接机服
务。为了更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和我们联 系，这会极大地方便我们的安排。
如果能和国内其他新生互相联系，购买团体机票同机到达最好，这样在旅途中可以相互有所照
顾。请大家提供你们旅程的详细信 息，如姓名，航空公司，航班号，到达日期、地点、时间、同
行人数等，我们将据此安排接机事宜。
在大家到达后，我们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请到校新生立刻同我们联系, 加入 CSSA Group Email
List. 如有问题，请在论坛内提问，所有更新信息都将在 CSSA Group Email List 和 CSSA 主页上发布,
请大家及时查看，并将本通知转告其他新生。 若有问题请大家访问我们新生指南的各项栏目，也
可以和我们联系。 预祝大家假期愉快，旅途顺利！
Stevens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 第一部分：出国前准备 ==

=== 准备护照&签证 ===

'''收到 Offer package'''

一般来说，Stevens 的 offer 发的比较晚，秋季入学的 offer 从 3 月份开始发，一直到 6，7 月甚至
8 月还有同学收到 offer，所以，针 对 Stevens 同学 offer 的情况，本篇做一介绍。STEVENS 发 offer
的惯例是 OFFER LETTER 和 I20 一起发，不像很多学校只有你接受了 OFFER 并签名以后才会发
I20。Stevens 发出的 offer packet 包括 I-20，Offer Letter 和 Stevens 学校介绍等，一般都会用特快
专递寄送，里面最主要的文件当然是 I－20 和 Offer letter。当你决定从了 Stevens 以后，不要急着
在 OFFER LETTER 上签名并寄回 STEVENS，你可以给系里和注册办公室发信确认，或者签字扫描以
后用电子邮件发回来。因为 OFFER LETTER 你需要保留着签证时用。全奖同学的 I-20 上一般写的是
4 个月的奖学金，这个你不用担心签证官会问你钱够不够的问题。如果问的话你可以解释一年两
个学 期，这是 for 前半学期的。但你拿的是全奖。一般签证官都明白，不会问这个问题。

'''申请护照 '''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带上你的身份证和户口卡，从当地出入境管 理处的网站上下载护照申请表，
填好后去当地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北京的价钱是 200 块，一周就可以办好。从以下网站了解详细
信息：http://www.bjgaj.gov.cn/web/detail_getArticleInfo_37076_col1159.html

'''准备签证 '''

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材料充足，准备充分。本文在这里不在详细介绍，具体的情况请参考以
各大论坛签经，如
http://bbs.gter.net/bbs/forum-61-1.html

=== 行李准备 ===

'''出国要带的文件 '''

本科研究生成绩单（中英文版密封好盖学校公章），学位证毕业证，至于学位公证如果有带上。
另外如果有转校的打算，还需要推荐信，这个需要自己酌情而定。
护照，I-20 和体检表。体检表在 offer package 里，需要体检后由医生填写。体检表不用到当地的
出国检疫中心体检（巨贵无比），只要正规医院的医生签字加盖医院公章就可以了，这边是承认
的。
国内的驾照，这边考驾照的时候能用上。
另外，最好准备携带文件的 check list 来备忘。

'''携带现金'''

一般来说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在 700 以上。新 Ph.D 学生的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在 10 月初才能发下
来。同时也要准备 500~800 刀买医疗保险。携带具体金额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决定。 另外随身带点
美元零钱，100 以内足够。

'''服装'''

学校四季气温和北京相似。但春季多雨，大风天很少。冬天里住宅和学校都有供暖设备。

学校的地点很方便购物，学生会在每年 11 月也会尽量组织去 Woodbury 购物。因此服装行李调整
的空间很大。可以带多带全以节省时间,精力和$；也可以少带一些然后临时再买，因为经常能低
价买到奢侈品牌。另外可以考虑带一套适合自己的正装。当然一切取决个人习惯。

如果喜欢日韩风格的女生可以多带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女孩也可以多带饰品。这些在美国商店
里的选择都较少。

'''书籍 '''

我建议是尽量多带，能带多少带多少。因为毕竟大家是来深造的，而且书籍在美国和国内差价很
高。书籍的种类取决于专业和兴趣。新生也可以联系同门师兄师姐问好教材的名字，然后提前在
国内采购。以下是一点参考。
# 基础书籍：高数、线数，还有专业课课本等等。尽量都带来，就算自己用不着，也会有人需要
的，大家相互之间一交流，书就全了。

# 计算机：算法导论，操作系统，unix/linux，编程参考书如 thinking in c++/java 系列，matlab 教
程，面试参考书如 programming pearls 等。
# 金融工程：John Hull 最新版(当前最新为 7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thematics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床上用品 '''

气候和北京类似，冬天有暖气。酌情而定。

'''电器 '''

# 电源转换插头或插线板，带上有备无患。老美这边得插座就 ”| |”这种，两个插口一大一小。
一般国内得那种平头插头能插进去，不用担心。但国内的三项插头和这边的不匹配。最重要得
是，中国和美国电压不一样，从中国带来得任何电器，都要看看电压再用。
# 各种 cable 一定要带。比如网线，USB 线，电源线，充电器等。这边小东西很贵。
# 其他 IT 产品随意。没有的可以到了再买，不比国内贵。

'''厨房用具 '''

在这边电饭锅，高压锅，炒锅，碗筷等都能方便的买到。可以考虑带一把顺手的菜刀：）

'''软件'''

学校的 ftp 对 graduate student 有限制的开放。可以下载到新版的 MATLAB 和 solidwork 等。但微
软和 adobe 的产品不可以通过 graduate student 的账号下载，包括 visual studio 系列，office 系
列，windows 的各个版本系统以及 adobe acrobat。可以考虑带 D 版的来备用。最好用移动硬盘带
过来，刻盘的话过海关可能会查到。

'''洗漱用具 '''

够开始一段时间用的就可以。

'''杂物 '''

酌情处理。这里说几个比较有用的。
# 瑞士军刀或一般的多功能工具组
# 针线盒
# 文件袋，文件夹。这边买有点小贵
# 眼镜。可以带 2 付以上备用。可以考虑带近视墨镜，因为夏天光线较强。同时带上国内的验光
单，这样重新配眼镜时可以省下验光费用。
# RMB。带一点。等再回国下飞机时可以应急。

'''药品 '''

同学们，药品一定要带！！！刚来很多情况，万一你生病了，没药没医疗保险去医院看病，你带
过来得小几千美刀基本都能给折腾完了。如果你没有带药品，刚来得时候有什么意外，一定要跟
CSSA 联系！下面列一个常用药品的清单，希望所有人都没有机会使用这些药品。

# 消化吸收方面的。弗派酸，黄连素，霍香正气丸。胃不好的，可以多带一些养胃冲剂。因为，
在美国，学习及生活比较紧张，可能会加重胃的不适。
# 呼吸系统的。上感的常用药及各类抗生素。普通退烧药（如泰诺）在超市有卖的。
#外伤的。双氧水，云南白药，创可贴，正红花油扭伤时可用。
# 抗过敏药：息斯敏，朴尔敏等。很多人会过敏，所以尽量带上。
# 抗真菌药：达克宁。
# 中成药保质期稍长，可以多带。

=== 住房 ===
'''学校宿舍'''

Stevens 学生宿舍信息在 http://www.stevens.edu/housing/

其中研究生宿舍的信息在 http://www.stevens.edu/housing/Graduate/index.htm

所有宿舍中 Park Ave 离学校最近，走路 15 分钟左右。Park Ave 是男生宿舍，一共有 10 间，4 个
三人间，6 个单人间，一共三层，第一层是沙发，乒乓球桌，饭厅，电视，厨房，橱柜等。2 楼和
3 楼分别是 2 个三人间＋3 个单人间，洗衣机烘干机和卫生间都有，hoboken 的超市有 shoprite 和
a&p，从宿舍 走路过去 5 分钟吧，4 个 block，很方便。 其他的宿舍稍微远一些,都是 2 人一个卧
室一个卫生间.走路到学校接近半个小时.好在学校安排大巴接送,一个小时一班.

所有申请宿舍的 stevens 都必须通过 pipeline 进入申 请系统。Pipeline 是每个学生都有的一个账
号。通过这些账号可以访问和使用学校的资源。Pipeline 可以在这个链接申请

[http://cpipe.stevens.edu/cp/home/loginf%20 http://cpipe.stevens.edu/cp/home/loginf ]

在登陆和注册框下，点击 Username Request，用 Stevens ID 和邮箱即可以申请到 pipeline 帐号。有
问题可以发信或者打电话给 registrar office 或 ISSS，要求他们给你 pipeline 帐号。有了 pipeline 帐
号以后就可以申请宿舍了。跟 resident office 的人，email 是 reslife@stevens.edu 联系一下，确认
你是否申请到。

'''校外居住'''

新泽西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基本上在火车，轻轨，公交线路上都可以考虑，记得要离车站近，
不然走路太久可能不太安全。Stevens 的学生住得比较多的地方有：

Hoboken：学校就在这里，但是房价比较贵，合租一个房间的价格在 700～1500

Jersey City：在 Hoboken 旁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交通方便，价格较低，400～600 档次的会比
较多

Harrison：离学校较远，Path（一种地铁）半小时内可到达 hoboken，比较安全，房价与 Jersey
City 相似

Bayonne：在 Jersey City 南边，轻轨可到达，环境好，三面环水的一个半岛，房价与 Jersey City 相
似

Fort lee，North Arlington：hoboken 北面，需开车上下学。环境较好。价格比 jersey city 稍高但低
于 hoboken。

在中国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网络及电话联系未来的室友，暂时订下房子。注意除了地点，还要注意
房租包括不包括水电气，网络费。离公共交通的距离。押金金额。roommate 是什么人。 lease 如
何签，如果要搬出来需要提前多久通知（很多中国房东不愿意签 lease，但是个人建议还是签的
好，对大家都有约束和保护） 房子周围购物方便与否（主要是买菜）

房源可以由这些网站获得：

Stevens CSSA 中国学生会 Yahoo mail list。

craiglist： http://newjersey.craigslist.org/

MIT BBS： http://www.mitbbs.com/

到了这边之后，还可以通过报纸，学校墙上和便利店的小广告等其他途径找房。

=== 飞跃 ===
'''机票预定'''

当你拿到 offer 的时候就可以预定航空公司的机票了。最好预定到 newark 机场(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机票，因为这个机场离学校最近，而且接机最方便。因此学生会会负责
Newark 机场的接机。如果机票订了到 JFK 机场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又没有联
系到接机的同学，相信那绝对会是你来美之后第一个最深刻的回忆。
从国内到 Newark 机场的直飞航线目前只有大陆航空公司的几条航线。其他航空公司转机后也可
以到达 newark 机场，如美国航空（america airlines），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注意，中途
转机的时候动作一定要快，万一错过转机航班就比较麻烦。具体的线路信息请向机票代理查询。
出发以前，一定要记住接机人的电话，拿了行李出来就可以打电话联系接机人。联系接机会在下
面详述。

'''联系接机'''

在拿到 offer 以后应该尽快加入 CSSA Group Email list 。CSSA 的很多活动和信息都是通过 email list
发布。另外，尽快联系 CSSA 主席或 committee 成员，我们会安排接机。联系接机时需要提供从国
内出发的时间，到达美国的时间，航班号，同行人数，到达机场名称。注意， 一定要分清楚从国
内出发的时间和达到美国的时间。很多同学想当然认为从国内 11 号出发，到美国就是 12 号了。
事实上由于时差关系，从国内 11 号出发，到 达美国的时间还是 11 号。请务必认真核实，方便接
机的同学。

如果你联系了自己的朋友接机，也请告知 CSSA 你的行程安排，方便 CSSA 统计新生数量，安排迎
新活动。

注意: STEVENS CSSA 每年都会组织志愿者从 Newark 机场接机，志愿者接机的费用，停车，过桥，
汽油等所有费用均由 CSSA 负担，新生无需再向接机志愿者付钱。 JFK 机场不在包含之列。

'''登机'''

登机的时候护照，I-20 等这些重要证件要随身携带，同时还要带一支笔用来在下飞机前填 I-94
表。接着就是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了。

飞机着陆后。在入境处一般没有什么问题，跟着人流走就好。注意在过关口过程中不要丢失任何
文件。随后到达认领行李的地方（Baggage Claim）提出你的行李，出了机场，就是美国了！

如果没人接的话，从机场到学校最方便，最安全也是最贵的方法就是坐出租车，从 JFK 到学校可
能要将近一百美元，从 Newark 过去可能 35 美元左右。从 JFK 乘公共交通到 hoboken 的方法是坐
Bus 到 Manhattan 的 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在那里可以换乘 126 路到 Hoboken，车经

Washington Street 的时候，在第 8 街或第 10 街下车。或者乘 NY subway 到 33 街转 path 到
hoboken。

从 Newark 机场来学校，。领了行李后看指示牌，找到 Bus（Air Link，302 线）。坐上 Air Link 之
后，在 Penn Station （6th Ave & 33rd St, Manhattan）下车，最好坐靠窗的位子，不要坐过站了。
一般在这个站有很多人下车的。在 Penn Station 里面找 PATH（往返于 NJ 和 NY 的过河列车），投
$1.5 进去后在站台上等去 Hoboken 的车（车上显示为 HOB）车。Hoboken 是终点站。

下车后可以问路到 Stevens 。Stevens 有一个高楼（Howe Center）在山坡上，很醒目，而且你首先
要去的就是那里。到了学校的 Howe Center 之后，在一楼告诉接待人员或者警察你是新生。如果
你申请到宿舍，可以问他们拿到钥匙。还有就是尽快联系 CSSA。

进了房间，先好好休息休息，调整时差，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去看看“初来乍到”吧。

下面是从 newark 机场到 hoboken 的路线，距离 11.8mile，开车 20 多分钟就能到。

JFK 到 HOBOKEN 的路线。由于较远且穿过堵车严重的 Manhattan。不推荐。

== 初来乍到 ==
Welcome to Stevens！

开始几天由于环境陌生和时差的关系，白天会躲在屋里睡觉。不过有几件事是必须要尽快做的：

=== 报到 ===
'''向 ISSS 报到'''

把护照，I-94 表，和 I-20 表带上，到 Howe Center 5 楼的 ISSS 办公室报到。工作人员会告诉你开学
前的活动安排。然后你会得到一封介绍信，这封信很重要，因为将来要用它去申请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Card)。对于已经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应该尽快申请 SSN。

'''与教授见面'''

在此之前，可以跟本系的中国师兄师姐了解本系各教授的基本情况，比如教授的资金是否充裕，
教授的学术地位以及教授的指导风格等。建议事先准备好关于学习及未来发展的问题，届时可以
有条理的请教和讨论，给自己争取好的第一印象。

''' 交体检表格 '''

去学校 Jacobus Hall 里面的医务室，在 howe center 旁边。

''' 信箱 '''

如果你申请的是学校宿舍，可以去 Howe Center 七楼的 Office of Residence Life 要一封介绍信，到
Howe Center 一楼的邮局申请免费学校信箱， 注意所有的信件都会寄到该信箱而不是你居住的地
点。

=== 银行开户和信用卡 ===

美国的银行账户大致可以分为支票账户（checking account）和储蓄账户（saving account）。通常
意义上讲，支票账户用于开写个人支票和支付用，无利息。储蓄账户有利息。如果你同时有这两
个账户，现金可以再其中很方便的转帐。具体的 policy 请各位同学去自己中意的银行询问具体情
况。

这里推荐 PNC 银行和 BOA（Bank of America）银行。因为这两家银行对新生开户的标准较低，也
有专门的学生 account。PNC bank 在学校的 burchard building 一楼还有 ATM 机。
PNC 在 river st 上，地图如下。

Bank of America 的位置在 washington st 上面，

去银行开户时要带现金，护照，I20，以及在美国居住地址。然后跟银行代表说明情况，账户一般
都很顺利的搞定了。可以开 checking account，也可以同时开 checking 和 saving account。然后 1－
2 周，debit card（借记卡）卡就会寄到。

一般情况下，未来你会在开户的银行申请信用卡。成功申请信用卡需要申请人有相应的信用记
录。新生的信用记录少所以申请经常失败。因此推荐在较小规模的银行开户，比如 PNC。这些银
行的信用卡门槛较低，虽然开始的额度也不高。积攒一定信用后可以申请大银行的额度和

rewarding 较高的信用卡。具体申请什么样的卡，如何申请，如何能拿到更多的优惠，你可以和银
行代表咨询，查看 mitbbs 理财版（http://www.mitbbs.com/bbsdoc/Money.html）等。

信用卡推荐尽早申请。多用信用卡消费有助于提升信用记录，这在美国非常有用。申请不到也不
要紧。有些银行（如 chase 摩根大通和 BOA）提供一种先存钱，后消费的“信用卡”。容易申请
而且也可以帮助积累信用。另外，尽量不要同时申请太多的 信用卡，有人说这样会对信用记录造
成破坏。

=== 办理 SSN ===
SSN 的全称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中文叫做社会保险号。 你要在美国办手机，办信用卡，SSN
是最基本的东西，一般开学以后，你们系里会让你填一系列的表，然后给你一封介绍信，拿着介
绍信到 ISSS，他们经过一周 paper work process 以后，会给你一封介绍信到 social security office，
拿着这封信和你的护照，i20，到 river st 和 1 街的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办理，等以后以后就能拿
到，然后凭这个，你就可以开始你的新生活了。

另外注意，SSN 不是身份证。不应用来轻易示人。需要类似身份证的证件的话，你可以办一个
non－driver lisence ID。坐 path 到 jsq 站下车，到办理驾照的地方办理就可以。具体的办法，请来
了以后咨询老生。

== 第一学期杂谈 ==

第一学期有点难熬。只要咬牙把第一学期抗下来了，以后的日子再苦再难，你都能顺利过关。下
面介绍第一学期要注意的事情。

=== 选课 ===

第一学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课， STEVENS 是私立学校，那全奖的同学每学期最多可以选 3 门
课。另外入学后新生要参加英语考试，根据英语成绩来看是否要上一学分的英语课。
选课要跟老板商量。在跟老板商量以前，也可和同系的师兄师姐们打听清楚。总之第一学期是适
应阶段，可以选一下简单一点的课程，不用给自己压力太大。
一般来说，课程有期中期末考试，平时作业，和 quiz。一般得课程比国内得简单很多。但你语言
关是中国同学普遍面临得问题，要多参加课堂讨论。成绩当然很重要。成绩单上一串 A 会说明问
题的。

=== financial assistant ===

'''TA '''

新 TA 在第一学期要参加持续 10 周的培训，每周 2－3 个小时。培训关于如何跟学生沟通和答
疑，结业以前还要做 presentation。TA 的工作各系也有所不同。基本包括代课，带实验，出考
题，批作业的一种或几种。做 TA 要注意的一点是要对学生尽职尽责，否则可能被投诉。

'''RA '''

RA 一般是老板出钱，具体工作要和老板沟通。

'''其他校内工作'''

没有 TA 或 RA 的同学可以申请其他的工作。如在学校的 office，邮局，图书馆，体育馆里做工作
人员。

=== STEVENS 日常活动 ===
STEVENS 学校里面所有的活动设施，如体育馆里面游泳池，健身房，篮球场，网球场，Jacobs hall
里的台球，游戏机，howe center 地下的保龄球场，都是免费开放的。

每个月学校会组织免费的 pizza & beer，就是提供免费的 pizza 和饮料。届时注意查收学校的通知
email。

CSSA 每年都有很多例行活动。比如春秋的 on campus 和在 nantional park 的 BBQ，冬天的滑雪，
夏天的漂流，游乐场，paint ball 和 k 歌，以及每年的春节晚会。欢迎大家参加。请大家留意 cssa
email group 的信息。

每周五下午是中国学生打篮球的时间。各路高手届时都会出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一试身手。

=== 买菜及周边 ===

'''吃在 Hoboken'''

Hoboken 就是 STEVENS 所在的 town 了。这里是白人区，治安很好。没有 Manhattan 的喧嚣却有
很多 pub 和 bar。曾经作为二战美国向欧非输兵港，被誉为天堂与地狱的交界。总之是一个热
闹，安全的好地方。
Hoboken 的主要街道是 Washington St。主要的餐厅，商店都在这条街上。学校附近的中餐馆有
Hoboken Cottage, Off the Wall, aroma, rice shop 等。中午可以点 lunch special，一菜一饭一汤，5－6
块钱左右。如果在店里吃，要给１５％小费。也可以带走吃，不用给消费。快餐店如麦当劳无需
给小费。.

'''超市'''

住在 hoboken 的同学可以去 2 个超市：A&P, shoprite。住在别的地方的同学，附近一般也都有超
市。在 journal Square 有一个 555 中国超市。住 hoboken 的同学也可以乘 path 去 nyc 的中国城里
的中国超市购物。

'''理发'''

理发的地方一般每个 town 都有，但手艺都一般。如果你要理很帅的发型，可以去 nyc 的中国，韩
国或日本店。一般给 15%以上的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