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U2010新生手冊 
1 .  行前需知 
 

A. Santa Clara 的氣候 
• Spring & Fall: 早晚溫差相當大，中午穿短袖T-shirt，傍晚就會開始慢慢變
冷，可能就要加薄外套了。 

• Summer: 高溫可達三十幾度 (100 – 110 度華氏)，但溼度不高，不會有汗流
如雨的情形。如果皮膚較敏感者，需自備乳液或藥品，以防止皮膚乾裂或過

敏。 
• Winter: 接近攝氏零度，屬於乾冷型氣候，但平地不會下雪。體質怕冷者，   
需準備大外套或是圍巾，皮膚敏感者需注意。冬天屬於滑雪季節，喜好運動

者，可自行準備雪衣，以備不時之需。 
• Raining Season: 集中在1 月到3 月，雨具需自行準備。 

 
B. 申請I-20 
請記住，I-20  不會自動寄到你家，必須填好 I-20  request fo rm &財力證

明以及相 關文件寄到學校。(缺一不可) 學校審核過才會寄I-20給你。 

     
Engineering Student 

(http://www.scu.edu/engineering/graduate/forms/upload/F1%20I-
20%20Request%20form.pdf)  
 
Business Student 
(http://www.scu.edu/business/graduates/admissions/upload/I20RequestForm2
007.pdf) 
 
Law School 
(http://law.scu.edu/graduate/file/LL_M_%20Application%20Rev_111909.pdf) 
 

     I-20 最快的寄發時間為開學前90 天，也就是說如果開學前90天，interesting 
student office 已經收到你的I-20 request form，他們就會將你的I-20 寄出，所以如
果你已經寄出request 很久卻未收到I-20，請跟同學會連絡，我們親自為你到office 
問問。如果於美國境內轉學，則需向就讀中學校索取transfer form，並注意
transfer 日期，避免無法如期轉學上課。如未填寫 transfer form，新學校無法發出
I-20。 
 

2. 準備行李  (物價指的是台北物價) 
 

一般而言，屬高消費項目如名牌服飾、高級汽車、音響等美國價格比台灣便宜。中

級消費品如家電、服飾、電腦等價格與台灣差不多。一般生活日常所需如自助餐

廳、日常用品、食品及大眾交通等則較台灣略貴。整體而言，在不超出航空公司限



重之下(兩件大件拖運行李，每件限重23kg，加一件隨身行李)可儘量帶出必需品，
其他皆可在此當地購買。總之可以帶就儘量帶，多帶一樣，過來就少買一樣。 
 
• 衣物 
美國穿著以舒適為主，流行性較小。上課穿著與台灣一般大學生差不多。請帶一套

正式服裝出國，以參加正式場合與派對。 
 
• 書籍 
可以準備一本英漢字典。以前課本也可帶來參考。 (請參考 六. 新生常問問題: 書籍) 
 
• 文具 
美國文具價格昂貴品質低，可在台灣酌量購買帶來，特別是計算機要記得帶，如果

有工程用計算機，記得帶。 
 
• 日常生活用品 

- 大同電鍋：傳說中留學生必備法寶之大同電鍋，如果你自己住外面，不是住
在親戚家，一定有自己下廚的機會。六人份的大約USD80(未稅)。 

- 個人用品：若是你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習慣用品，在不構成大麻煩的情況下, 
就帶過來。 

- 女性用品: 衛生棉建議從台灣攜帶，因為美國使用的材料不同，可能不習
慣。保養品之類建議在美國購買，減少攜帶上的不便。 
 

• 筆記型電腦 
 

• 拋棄式隱形眼鏡：美國比較貴，而且需要處方籤才可購買，帶一年份過來都不

過分。 
 

2. 生活開銷 
 
A. 房租和日常開銷 (月) 
單身: 房租 $600 ~ $800 ，飲食$250 ~ $350 ，日常開銷零用$150～∞ 
夫婦: 房租 $900 ～$1200 ，飲食$300 ～$450 ，日常開銷零用$240～∞ 
夫婦 + 1 ～2 小孩: 房租$1200 ～$2000 ，飲食$400 ～$5450  

日常開銷零用$400～∞ 
 

B. 買車 
Bay area生活是需要一部車來當代步工具。公車只在少數地區有，時間也有限
制。 

 
C. 保險 
美國規定國際學生一定要有健康醫療保險， 可以參加學校的健康保險，也可和
外面保險公司購買。 



汽車保險半年繳一次，看你開什麼車，如果是二手舊車到新車，半年兩百多到

五六百都有。若你不想傷腦筋，請學長介紹找誰買保險。學生會網站有提供連

結可以參考。 
3. 上機前應檢查文件 
 

• 入學許可通知及I-20 
• 護照 
• 機票 
• 財力證明文件 
• 健康檢查文件 
• 現金(100 ～400 美元)。更多的錢可帶旅行支票，也方便到美國以後在銀行
開戶。帶張國際電話預付卡是很方便的 

• 台灣的國際駕照及台灣原始駕照 
 

4. 來美途中應注意事項 
 

• 確認機位 : 於出發前3 ～4 天，記得向航空公司確認機位。 
• 打公共電話或使用室內電話 : 可使用投幣或是預付卡。公共電話上會顯示要
投多少錢，撥號方式為 「1 加上區域號碼再加上電話號碼」EX:電話為 
408-1234567，撥號時須按 「1-408-1234567」或是購買中華電信預付卡，
不用投幣，直接撥打免付費電話，按語音指示輸入。 

• 行李遺失 : 到機場櫃台填行李遺失單(Baggage-lost claim)。記下機場服務
人的姓名，以備日後查詢。 

 
5. 到達後應辦理的重要事項 
 
新生到達後通常即刻面臨下列事務： 
 
Step 1 – 報到 

•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Benson Center 二樓)報到 
http://www.scu.edu/map/index.cfm 

• orientation : 介紹學校，解釋國際學生身份問題，包括簽證、就學期間出入
美國注意事項、申請社會安全號碼等等。對於已經確定有研究助(Research 
Assistantship), 助教(Teaching Assistantship)或將來有可能會拿到這些職缺
的同學，都可以orientation 時向學校要求一張工作證明，以利申請社會安全
號碼(SSN)。網址：http://www.scu.edu/students/international/。 

• Orientation 有兩種。國際學生orientation & 各學院orientation.  
• 若要回台灣或離開美國，記得至少一禮拜前拿I-20 到此讓officer 簽名。 

 
Step 2 -- 申請學生證 (Access Card) 
申請地點: SCU-Card office (Benson Center 一樓門口進去走十公尺，左手邊)申請
學生證及拍大頭照，會有一台數位照相機幫你現場拍照，所以請梳理整齊再去照



相，因為這張相片會放在學生證上陪你到畢業。原地等幾分鐘後就可以拿到學生

證。你如果遇到一個比較急躁的，可能你還沒準備好他就按下快門了，有些會問你

是否已經準備好，是否可以按下快門了。所以，請準備好你的笑容，以防他給你來

個措手不及，留下一張可怕的照片。這學生證也就是你常在學校聽到的Access 
Card，圖書館借書、進入體育館等所有需要刷卡的地方都是用這張卡。需要刷卡
進入的地方，必須自行到Card-office 請他們幫你開啟這個功能，否則你會出現刷
卡進不去的窘境。 
 
**Business Students: Business School Orientation就會辦好Access Card. 
 
Step 3 -- Administration Office 報到 (Only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向Administration Office 報到。工學院請到地圖建築物編號404 一樓101，此為
School of Engineering 的office。 
 
Step 4 -- 申請電腦帳號(Only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工學院請到地圖建築物編號402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uilding 二樓的Design 
Center 啟動帳號。剛拿到學生證馬上過來辦理帳號的話可能會有資料尚未建檔的
可能，所以等個幾天吧。 
 
**Business Students: Business School Orientation就會辦好 。 
 
Step 5 -- 銀行開戶 
需攜帶I-20 或I-94(入美國海關時釘在護照上那張白色表格) 及護照。開戶地址可暫
時用朋友的住址，等自己的住處確定後，應立即更改通訊處。開戶的同時應申請支

票簿及提款卡。注意支票簿上不要印別人的地址。如地址尚未確定等確定後再申請

支票簿。絕大多數同學在Bank of America 開戶, 因為BOA 在美國西岸的自動提款
機最為普遍，且BOA 於校內Book Store 旁就設有一台提款機，學校正門對面也有
BOA 分行。 
 
開戶時Saving 及Checking 兩個帳戶一起開較為方便。提款卡、支票簿也可一併申
請。Checking Account ：支票活期存款。開支票後從此扣款，無利息。 Savings 
Account ：活期存款。有利息。 
 
以BOA 為例，兩個帳戶總存款(最低存款限制)要在1500 以上才不會收手續費，否
則，銀行每月會像您收取「金錢保管費」。這附近的銀行Wells Fargo 或是Chase 
也都是值得信賴的銀行，情形大致與BOA 一樣，需要注意的是至少要存多少錢每
月才不會被扣手續費，這點請注意。並不是每家銀行都有最低存款限制。 
 
Step 6 - 申請Social Security Number 
目前美國已經禁止非工作者申請SSN，學生規定只能在校園打工，打滿規定時數
以上才可以跟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和雇主各領取一份證明書，缺一不可，
等拿到這兩份證明書之後，才可就近Social Security Office 辦理。



http://s3aba.ssa.gov/pro/fol/fol-home.htm 請到左方網址輸入你所住地方郵遞區
號，找到你最近的Social Security Office。學校外打工必須在學校念滿九個月，向
學校申請 Intern，Intern 是累積工作經驗的過程之一，請多加把握機會。 
 
6. 新生常問問題 
 
• 宿舍申請 
如要申請學校宿舍請盡早跟學校的人員聯絡，房租一般都會比在外面租房子貴一

些，所以大部分的同學們都是在外另租房子。 
http://www.scu.edu/housing/ 
 
• 租 屋 
USTSC或Craigslist網站上有許多資訊。大華超市(99 Ranch Market)牆壁上的公佈
欄、世界日報上也有很多租屋資訊。學校的off-campus也有租屋資訊可以看看。 
http://sfbay.craigslist.org/ 
http://www.ustsu.com/index.php 
 
• 交 通 
在台灣有駕照者，可於台灣先申請國際駕照，並建議向監理處申請英文版無肇事證

明，可減輕不少保費。國際駕照在加州只能暫時使用三個月，所以要儘快在本地考

取駕照。Yahoo 首頁的Maps 功能，或是Google Map都是很基本的地圖工具，可
幫助任何人找尋詳細地址和駕駛導引。 
 
• 考駕照 
與台灣相同，須先通過筆試才可路試。筆試內容以交通法規為主，可選擇中文或是

英文試題。交通法規手冊可在DMV(Department of MotorVehicles)櫃檯可免費索
取，也可上網download，http://www.dmv.ca.gov/pubs/pubs.htm，網路上只有英
文版，DMV櫃檯&工商...有中文版可拿。若想縮短準備筆試的時間，可以參考下列
網址http://home.kimo.com.tw/smtseng540/。筆試通過後即可取得學習駕照。之後
和DMV 約時間考路考。考前請教有經驗人士會有所幫助。筆試通過後會幫你照
相，這是駕照要用的，等待中會耗掉很久的時間，通常空出半天的時間去DMV 比
較適合。因為DMV 的人很多，拍照時間很匆促，可能你尚未準備好就按下快門，
所以請預先做好準備。DMV 的URL: http://www.dmv.ca.gov/。 可查到各DMV 的
地址、電話、下載申請表和讀交通法規，也有筆試的模擬試題。離學校最近的為

Santa Clara DMV，地址 3665 Flora Vista Ave, Santa Clara, CA 95051。另外，
請記得帶你的護照、I-94、I-20、台灣的中文駕照或是國際駕照，雖然加州不承認
國際駕照，但是需要的時候，你會被要求秀出你在台灣的駕照。在購買汽車或是辦

汽車保險時台灣駕照也可以當作證明使用。 
 
• 教科書 
書籍甚貴(約$40 ～$100/book) ，但一學期購買2-3 本書極為平常。有些教授會有
使用自己編輯的講義。在網上可能找到較便宜的課本。http://bigwords.com/store



是一個搜尋各賣書網站的搜尋引擎，所以已囊括了各大賣書網站，如果還是找不到

書，可到Bookpool、Amazon、甚至是ebay 上購買 
 
• 飲食 
一餐花費約US$10 ～$15 。如果自己調理，食品費用則在每人每月$300～$400 
上下。 
 
• 保險 
學校的保險極貴，大約$800/year，除非你是藥罐子，實在沒必要保學校的險。有
許多人都是保最便宜的方案，一個月只要二十幾塊，但是看病花費在一千元以下要

自費，若有重大事故，超過一千元，保險會分擔部份費用。USTSU上面有學長留
了保險資訊，可以上去看看。牙齒保健一般均不列入保險給付，拔一顆智齒所費至

少兩三百，多到八九百，可能比回台機票都貴喔。建議您在離台前對牙齒做一徹底

整理，智齒如果已有蛀牙的情況，那乾脆拔掉算了。若不想傷腦經，可請學長介紹

找誰買保險。 
如果最後選擇自行保險，記得要waive掉學校的保險方案
(http://www.scu.edu/cshc/insurance.cfm)。此動作可於網上完成 
 
• 申請信用卡 
申請信用卡須要有SSN。沒有信用卡，可使用Debit Card。Debit Card 有兩種使
用方式，付款時，可選擇debit or credit。Debit是馬上刷卡馬上扣款；Credit則是
刷了卡後，過幾天才會扣款。使用Credit的好處在於可以累積點數&信用。點數累
積多了可以和銀行換些贈品。 
 
• 多久可以畢業 
以工學院來說，最快一年半可以畢業，修滿學分是45學分，根據規定，國際學生
一學期至少要修8學分，一年有4個quarter，通常Spring, Fall, Winter各修8~10學
分，最多學分12，通常一門課2學分，表示一個禮拜上兩小時。Summer因為有三
個section，每周修課時間相對較多，而且可以選擇是否修課。 
 
MBA來說，畢業學分為70的credit. 一堂課為3個credit。 
 
Law School: 
以LLM課程來說，畢業學分為24 units，其中含一份Writing Requirement，writing 

requirement課程需為law school認可之課程；JD課程則為86 units，其中含一份

Supervised Analytical Writing Requirement以及Professional Skills Requirement。一般可依

各自身需求選擇課程，但如果有意於畢業後參加美國Bar exam，選修課程中須包含

bar required的課程。 
 
如果LLM畢業後預計參加加州律師考試，必須休習達四堂以上的bar course(包括
Legal Profession為必修); 如果要另外取得智慧財產權專長認證(IP 
Concentration)，則需要另外取得12學分以上，由Law School所認可的IP相關課程。



每個LLM學生可依照自己的需求選定課程，但選定後務必將選課清單寄給LLM 

Manager --Matthew Cox 作審核，確保選課內容無誤 

 

如果LLM學生預計要在spring semester，即五月底畢業，需於畢業前提出一份「畢業

聲明」，以利學校紀錄並安排畢業典禮，此舉有時亦會影響到加州律師考試的資格

申請，應盡量在deadline前完成 

 

不論JD或LLM學生都會拿到一本由Law School所發的”Academic Planner”, 裡面有所有
的grading system, scholarship, registration( course adding or dropping), degree requirements

等重要資訊，以及年度所有重要的活動，務必詳讀以免喪失權利。 Law School 也

會不定期在groupwise email發布重要訊息，應盡量每天確認信箱內容。  

 
• Program of Study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only) 
手冊上是寫新生到校第一個Quarter 結束前要填寫好Program of Study並給教授簽
名，繳交至Administration Office。但是可以等到最後一個學期才繳交，因為學校
會核對你上的課是否與讀書計畫相同，越早交等於修改越多，學校並不是每堂你想

上的課都開的成，選課時須多加注意。不過，早弄好可以讓你早一點對修課及未來

規劃有完整概念。這是在學校網頁上下載填寫的表格，並非在台灣要申請學校時的

讀書計畫，這表格只是把你畢業前會修的所有課程先計畫好，必修課會修哪些課，

選修課要修哪些課，只是填空而已，填完空，請研究該領域的教授簽名，這個教授

也就是你會聽到的Adviser 的東西。 
 
法學院的學制有別於其他學院，為學期制(semester)，在學期開始前就需要選完該
學期的課，第一週建議可多去聽不同的課，教授一般也都會做課程及考試方式介

紹，是個做加退選的好依據。第一週後加退選則會須負擔額外的費用。退費的範圍

依時間的增加而遞減，詳細比例可參閱Law School發的”academic planner” 
 
• 選課 
每學期開始前大概一個半月，就會開始選課。 
Login ecampus http://www.scu.edu/ecampus/ 點「Add class」，然後依照指示選
取想修的科目。如果有使用上的問題，可詢問學長。另外，請花點時間熟悉這個

Ecampus 系統，成績以及線上繳交學費都是使用這個系統。各系可能有一個更新
最快的課表網址，請自己注意自己系上資訊。以及注意選課的截止日期。 
 
• 學生手冊 
學校寄給你的學生手冊有電子版，請到學校首頁http://www.scu.edu/，點選
Current Students，再點選Course Catalog 即為學生手冊電子版。學校首頁的這個
Current Students 有許多有用資訊，請自己逛逛。 
 
• 手機 
台灣用的系統是900 和1800 兩種，美國用的是1900 和另一種不用插卡的系統。所
以在台灣用的手機，除非是三頻手機，否則到美國是不能用的。 



到美國以後，剛開始如果不想申請每月付錢的門號，也有預付卡(Prepaid Card)可
以買。 
 
• 電力插座 
跟台灣一模一樣。有兩種，110 和220V 兩種。 
 
• 健康檢查 
學校給新生的資料都會要新生做健康檢查，否則會註冊無效或如何的，雖然學校規

定是如此，不過實際並非如此，就算你不做，他們也不會要求你拿出證明給他們

看。可以在台灣做好檢查再過來，台灣比較便宜。所有文件齊備也比較心安。如果

已經到美國了，但沒有做健康檢查，建議先不要理他，如果到時候學校真的要求，

再去做檢查不遲。我們有同學雖然在台灣已做好檢查了，不過最後學校也沒有要求

這份文件。如果非得要檢查了，請翻開電話簿或到Yahoo 的yellow page 查詢住家
附近普通診所，去問問看就是了，我想至少美金一百以上吧，如果非得要檢查，那

也沒辦法。 
 
7. 有用的網址 
 
    學校 

• SCU Homepage: http://www.scu.edu/ 
• SCU Library: http://www.scu.edu/library/ 
•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http://www.scu.edu/students/international/ 
• 工學院 Program of Studies 網址：http://sunrise.scu.edu/prog.study/ 
• 法學院School of Law: http://law.scu.edu/ 
• 商學院School of Business: http://business.scu.edu/ 
• Ecampus: https://ecampus.scu.edu/sahaprd/signon.asp 
• 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http://www.sfmoe.org/ 

    買書 
• BigWords: http://bigwords.com/store/bookPage.cfm?ISBN=0792383354 
此網頁為買書搜尋引擎，到各大賣書網站搜尋，並給你一個列表。 

• 巨擘書局: http://apex.tnjc.edu.tw 可從台灣買國際版教科書。 
• Bookpool：http://www.bookpool.com/.x/rit7pyqdc6/ho 也是個值得參考的地
方 

    雜項 
• Bank of America: http://www.bankofamerica.com/ 
• DMV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http://www.dmv.ca.gov/ 
•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s3abaca.ssa.gov/pro/fol/fol-home.html 
• San Jose Public Library: http://www.sjpl.lib.ca.us/ 
• Santa Clara County Library: http://www-lib.co.santa-clara.ca.us/ 

以上為本區最大的兩個連鎖圖書館，在任何一間分館辦妥借書證，就可善用網路上

預借功能，利用館際合作在任何一間圖書館取書。兩個圖書館系統是分開的。 
• 灣區華人索引：http://www.222.to/bayp/listing_ch/default.asp 



    其他工具： 
    線上積分器：http://integrals.wolfram.com/ 
    單位換算：http://www.onlineconversion.com/ 
簡易食譜：http://www.prism.gatech.edu/~gte452k/cook/cookselect.htm__ 

 

TSA聯絡人 

   Sylvana Chang 

  +1 (408) 386-4947 

 sylvanachang@hotmail.com 

scuts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