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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欢迎手册 

入学准备须知 
 

恭喜您获得圣母大学的入学资格。在本欢迎手册的下一页

是国际新生入学准备事项核对表。请根据核对表上所列举

的事项，完成你到美国以及到本校来报到前所必须完成的

准备事项。也请参阅欢迎手册其他的部分， 

了解各项入学准备事项的详细资料。 

 

 



国际新生入学准备事项核对表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请上网填写抵达通知书，预约接机，学生训练， 英语测试和宿舍预定 

 

 

请根据本核对表完成以下各项入学准备工作: 

 缴纳入学以及宿舍预定金， 美金两百五十元 

 详细缴费方法，参考本文件第三页。 

 

 提交正式成绩单 

 

 申请 F-1学生签证 

 缴纳 SEVIS I-901 费用 

 向你国家的美国大使馆预约申请签证日期 

 为面签做准备 

 通知国际学生办公室你面签的结果

gphilson@madonna.edu 

 

 申请学校宿舍 

 将宿舍合约寄到以下地址： 

Madonna University  

Student Accounts Office. 36600 

Schoolcraft Road Livonia, MI 48150, USA 

 告知住宿楼你将要到校的日期，或任何要提前

入住的特殊请求 E-mail: Sarah Gombar: 

sgombar@madonna.edu 

 本科国际学生在第一， 二学年必须住校。 

 学校不提供在校外租房的咨询或协助 

 有关宿舍楼信息和下载住宿文件，  

请上网查询：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

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  

 

 上网填写并提交抵达通知书 

 抵达通知刊登在以下的网站：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

/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

m_2.cfm 

 如有问题，请联络 Ms. Grace Philson  

gphilson@madonna.edu 

 

 

 

 预约英语能力测验时间 

 有关 ESL 项目信息，上网查询： 

https://www.madonna.edu/academics/esl/   

或联络 Ms. Hadeel Betti 

 hbetti@madonna.edu 

 已经达到本校英语水平要求的同学必须在第一

学期期间参加写作水平考试。 

 

 预约参加国际新生训练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

/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

m_2.cfm 

 如有问题，请联络 Ms. Grace Philson 

gphilson@madonna.edu 

 激活在本校电子邮件账号和 MyPortal 账号 

 如没有收到如何激活 MyPortal 账号的说明，

请联络 registrar@madonna.edu ，734-432-

5400 

 如需要技术方面的协助，请联络客服： 734-

432-5800或 helpdesk@madonna.edu 

 

 预约美国底特律机场接机服务 

 如有问题，请联络 Ms. Grace Philson 

gphilson@madonna.edu 

 到达机场后，请立即联系学校宿舍服务人员 

 

 抵达学校后完成注册手续 

 到国际学生办公室(Room#1005)报到 

 到英语中心 (Rm #1304) 报到 

 到你的主修系所报到 

 到注册组 (Rm 2003) 注册 

 到出纳组 (Rm 2005)付学费 

 

 参加国际学生新生训练 

 

 开始上课

mailto:gphilson@madonna.edu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mailto:achu@madonna.edu
https://www.madonna.edu/academics/esl/
mailto:hbetti@madonna.edu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mailto:aldickerson@madonna.edu
mailto:联络%20registrar@madonna.edu
mailto:联络客服：%20734-432-5800或helpdesk@madonna.edu
mailto:联络客服：%20734-432-5800或helpdesk@madonna.edu
mailto:aldickerson@madon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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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生签证以及首次进入美国须知 

 缴纳入学以及宿舍预定金 

请根据以下步骤提交入学以及宿舍预定金： 

 进入 Madonna University 官网的主页：www.madonna.edu。 

 点击主页上方 “入学 (Admission)”和”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

的连接。 

 再点击弹出页面左下方的“付款(Make a Payment)”选项。 

 之后点击蓝色字体“CashNet”的连接。 

 页面最上方可注册“CashNet”账号，如已有账号可略过。 

 注册之后，选择第五项：“预定金 (Enrollment Deposit $250, Residence Hall 

Students)”，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添加栏（Add to Basket）”，按照提示步

骤完成付款过程。 

 重复以上步骤提交“国际学生申请费（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ee）”。 

 如果使用信用卡，必须付 2-3% 的服务费。 

 

 提交正式成绩单 

   如果你在申请的时候还没有提交正式高中成绩单，毕业证明或者是正式大学成绩单， 

请在就学的第一个学期之内一定要提交这些正式、完整的成绩单。 

 美国签证申请截止日期 

   美国各领事馆办理签证所需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此请尽早去申请签证。

F-1签证最早可以被签发的日期是在 I-20 注明开学日期的前 120 天。学生只能在 I-

20注明开学日期的前 30 天以内进入美国。在你去面签之前，最好是咨询一下你所在

地的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了解一下签证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便做好最完善的准备。 

 SEVIS I-901 费用 

   所有新的 F-1 国际学生，在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学生签证之前， 都必须先

支付 SEVIS I-901 费用美金 200元。支付方式有多种选择，最方便的是使用信用卡在

网上支付。详细情况请参阅 SEVIS I-901 费用支付网站 www.fmjfee.com 或 SEVP 网

站 http://www.ice.gov/sevis。如果你用个人支票付款，美国政府负责收款的部门

将会利用银行转账方式，从你的银行户头提取你所缴费的金额。当你进入美国，接受

美国海关检查时，必需出示 SEVIS I-901 支付票据，护照和 I-20。因此，请确保随

身携带这三份文件，不要把这些文件放在你的行李箱中。 

http://www.madonna.edu/
http://www.fmjfee.com/
http://www.ice.gov/s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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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的申请过程 

收到 I-20 A-B 表格后，请仔细检查 I-20 上所记载的资料, 确保这些资料是完全

正确的，并且还需仔细阅读 I-20第二页上所列 F-1学生签证的规定。然后在 I-20的

第一页上签名。你的签名代表你同意并愿意服从 I-20第二页上所列举的所有条规。当

你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美国签证时，你需要携带以下的文件：1）I-20 A-B，2）合法有

效的护照，3）财力证明，4）入学录取通知书，5）SEVIS I-901 发票。当你签证的申

请被批准时，你的护照上将会有签证盖章，此签证被批准的机构，签证批准日期，签

证到期日期，条形码，签证类型，以及签证号码。当从美国大使馆将你的护照发还给

你时，他们也会将已经盖好章的 I-20 发还给你。 

 如何准备 VISA 面签 

 

    为了成功的通过面签取得 F-1 学生签证，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必要的。面试的时间

很短， 一般只会持续三到五分钟。在面签的时候，你需要清楚的表达出如下的观点：

1）你对圣母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你所要学的项目和你学习的目的。2）你有至少

一年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你在美国的学习。3）你必须强调与自己的国家和家庭有紧密的

关系，并承诺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服务。想获得更多关于 F-1 学生

签证的资料，请参考如下美国国务院的网站。 

   关于美国签证的资料：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html 

   关于国际学生签证的资料 F-1 VISA：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study.html 

       关于为何学生签证被拒签的资料：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visa-information-resources/visa-denials.html 

 

 首次进入美国须知 

    在入境海关接受检查时，你需要提供给移民局官员以下文件：1）带有合法签证的

有效护照，2）已盖章的 I-20 A-B表格，3）支付 SEVIS I-901费用的发票，4）另外

一些移民局官员可能要检查的文件，比如：财力证明，大学录取通知书。检查完后，

移民局官员会将与你有关的资料输入到到 SEVIS 系统中，并且将护照盖上入境章，退

还给你。 

抵达美国后，你应该在开学前 30天内到国际学生办公室报到。报到时， 你也必须提

交以下文件：1）护照和签证复印件，2）I盖章的 I-20复印件，3）紧急联系信息表。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html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study.html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travel/en/us-visas/visa-information-resources/visa-denials.html


 

Welcome Package for Overseas Students, March, 2019 
 

 

 申请学校宿舍 

    国际本科学生以及就读英语课程的学生，在第一， 第二学年内必须住在学校宿舍

内。我们也建议国际研究生在第一，第二学年时住校， 以便能有时间适应在美国的新

生活。关于宿舍楼的信息，规定和合约下载， 请查询以下的网站：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

campus/housing-sign-up/  

 缴纳 250美金的定金。 

 此定金可以用支票，汇票，电汇， 或在网上支付。（详情，请查看学费支

付方式）如使用支票和汇票，请确定所列出的收款人是 Madonna 

University。在这里我们建议你使用网上支付更为方便快捷，因为宿舍的房

间需要在 Students Accounts Office 收到你所交纳的支票或汇票后才会被

预订。 

 预订金在你住满两年后， 搬出宿舍时会退还给你。如果你拿到了签证， 可

是最终决定不来本校就读，该预订费不会被退回。 

 

 将填好的宿舍房间申请表以及宿舍定金支付凭据邮寄到以下地址： 

Madonna University 

Student   Accounts 

36600 Schoolcraft Road 

Livonia, MI 48150-1176 

USA       

 通知宿舍楼你预期到达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你预计达到的时间早于学校规定的入

住时间。请务必事先与寝室管理员兼生活指导员联络。她的名字是 MS. Sarah 

Gombar，邮箱：sgombar@madonna.edu 电话：734-5755. 

 查看在本目录手册的最后一页所登载的“所需携带到学校物品”的清单。 根据这

个清单， 准备自己需要携带到宿舍楼的物品。 

 

 预约英语水平测验时间 

    英语水平测试是针对没有达到本校所要求英语最低水平的学生（托福或者雅思）

所设置的项目。此测试将会对你的语法、阅读、词汇、听力、口语和写作进行测试。

测试时间约 4到 5个小时。如需得到更多关于 ESL项目的信息或者想要预约英语水平

测试，请联系 Hadeel Betti, ESL 项目负责人。邮箱：hbetti@madonna.edu,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housing-sign-up/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housing-sign-up/
mailto:hbetti@madon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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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734-432-5560. 

有关本校英语课程， 请参考以下的网站：https://www.madonna.edu/academics/esl/  

已经达到本校英语水平要求的同学，在第一学期期间必修参加写作水平测试。有关此

测试的详细内容， 请联系写作中心负责人 Frances FitzGerald， 

ffitzgerald@madonna.edu , 办公室 1403，电话：734-432-1403 

 

 预约参加国际新生训练介绍会 

全部的国际新生都必须出席国际新生训练介绍会。请上网预约参加，网址：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

rm_2.cfm 

 

 

 激活你在本校 E-Mail 的邮箱以及进入 MY PORTAL 网页查看与新生有关的资料 

    你在本校的 e-mail 邮箱地址以及 MyPortal 网页的密码信息会连同你的录取通知

书一起寄给你。在收到这些信息时，请立即登录学校的网站，并激活你在本校的 E-

mail邮箱以及你的 MyPortal 账号。所有学校正式的通知都将会发送到你在本校的邮

箱，并且 

    在 MyPortal这个页面可以完成网上注册课程的程序。如果你还没有收到如何进入  

MyPortal 的说明和密码，请联系注册组， register@madonna.edu, 734-432-5400.  

如果在使用期间有使用方面的问题，请与客服联系。客服电话：734-432-5800， 

电子邮件：helpdesk@madonna.edu。 

 

 预约美国底特律机场接机服务 

    圣母大学会对国际新生提供在美国底特律机场的接机服务。服务提供时间原则上

为学期前一星期, 从早上九点到 晚上九点。（机场接机服务时间也许每个学期会稍有

变动。）预约机场接机服务，并查看确切接机服务时间， 请上网查询： 

https://www.madonna.edu/academics/esl/
mailto:ffitzgerald@madonna.edu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mailto:register@madonna.edu
mailto:helpdesk@madon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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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

ral_form_2.cfm 

 底特律机场和大学之间的的士服务 

    如果你不想使用圣母大学提供的接机服务或者接机时间与你到达时间不吻合，请

选择 24 小时制的的士服务。你可在抵达机场后（底特律大都会机场，本地或国际终点

站。）跟随标志 – “Ground Transportation”到二楼过桥前往一楼。这里有 Metro 

Airport Taxi （ https://metroairporttaxi.org/ ）的士服务。从机场到学校坐 Metro 

Airport Taxi ，大约 50 美金. 请告诉的士司机，Madonna University 在 I-96 和

Levan 路上，宿舍的地址是 14221 Levan Road。 

    如果你抵达美国的时间是在白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内，下机后， 请联系宿舍，电

话为 734.432.5755，  让宿舍服务人员知道知道你是在来宿舍的途中。如果你的抵达

时间是夜间，请联系学校警卫办公室， 电话为 734-432-5442. 

 到达学校后的注册程序 

    你必须在开学前或在到达美国后 30 天内完成注册手续，请依照以下的程序， 向

以下每个办公室报到， 完成你的注册， 并支付学费。 

1． 国际学生办公室，1005 室，电话：734-432-5791） 

（带上你的护照，I-20表格，I-94表格来办公室。） 

 在报到时， 你将收到一份国际 F-1学生规章指南。 

 

2． ESL 项目办公室，1304 室，电话：734-432-5560（需预约） 

[不符合本校英语能力最低要求的学生必须到此办公室报到。] 

在此，你将接受一次英语能力评估测试。学校将根据你的测试结果推荐你上相应等

级的 ESL课程。 

3． 你的主修系所 （需预约） 

在此， 你将与一位部门导师讨论学习计划。 

4． 注册办公室，2003 室，电话：734-432-2003 

在此完成注册手续。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ww4.madonna.edu/mucfweb/ssl_forms/International_Arrival/client/general_form_2.cfm
https://metroairporttax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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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生出纳公室，2005 室，电话：734-432-5600 

在此支付学费。请确保你带有足够的资金， 以便支付所需的学杂费。 

 学费支付方式 

    国际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必需根据本学期学费支付的时间表来支付所有的学

费。学费付款方式有以下几种： 现金，支票，电子支票，或者信用卡（万事达信用卡，

美国发现卡，美国运通卡, VISA 卡）全部的信用卡支付都需要网络在线支付,并有 2.9%

的手续费。 

 支票支付法：确保收款人为 Madonna University，并确保在支票上有学生名字。

将支票寄到以下的地址： 

Madonna University 

36600 Schoolcraft 

Livonia, MI 48150-1176 

USA 

Attn: Student Accounts Office 

 

 电汇支付法：根据如下银行信息将费用电汇到学校。确保学生名字出现在电汇收据

上。 

银行姓名：First American Bank 

银行地址：1650 Louis Ave. Elk Grove, IL 60007 

账号名称：Madonna University 

Routing #:071922777 

(Swift #: FAMBUS44) 

账号号码：7811761702 

 

 网上信用卡支付： 

此时你可以使用已申请过的账号完成支付，步骤如下： 

 前往我们的网站 www.madonna.edu主页 

 点击页面右侧’Admission’ ‘International Admission 的链接 

 点击 CASHNET(credit card)选项 

 一系列支付款项原因的选项会出现（像 Admission Fee, Graduation Fee, 

Advance Tuition 等），请选择最正确的付款原因。 

 寻找链接’Real-Time Payment’或者’Tuition Payment’作为当前支付方

式，点击右侧的“select”按钮。 

http://www.madonn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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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Real-Time Payment”，但你不打算支付清单里所显示的全额费

用，你可以在进入支付信息之前，更改想要支付的金额。 

 

 医疗保险： 

    所有在 Madonna  University 学习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停留期内包括 OPT期间，

都需要具有一份有效合法的医疗健康保险。请联系国际学生办公室（房间号 1005）的

Grace Philson女士(邮箱地址：gphilson@madonna.edu)，了解相关医疗保险要求的

具体信息，并在到校时提交已购买医疗保险的证明。 

医疗保险承保的范围至少要包含以下的内容： 

1、在每次意外事故或疾病当中，医疗福利的承保额至少是 100, 000美元。 

2、遗体遣返费用 25, 000美元。 

3、国际学生的医疗紧急运送疏散费用（归国路费）50，000美元。 

4、每一种疾病或事故的自付额不超过 500美元。 

国际学生可以申请任何的保险公司购买，但购买的保险必须至少包含以上要求. 

我们提供以下链接的公司购买保险作为参考。 

Student Secure Insurance (这里有三个档次可供选择：高端，精选和经济型) 

http://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student-health-insurance/ 

   ISOA - https://www.isoa.org/  

PSI Service - https://www.psiservice.com/ 

 

 校内的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安全号 

   根据美国移民法规定，国际学生只能在学校工作，但学校的职位有限，不是每个人

都会找到工作。没有工作的学生将不能得到社会安全号（SSN），这样会增加购车和买

房的难度。 

 

 到美国需要带的重要文件 

http://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student-health-insurance/
http://www.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com/student-health-insurance/
https://www.isoa.org/
https://www.psiserv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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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国来时，请务必随身携带下列文件，以免遗失。 

1. 护照 – 它必须是合法的，且有效期大于你计算留在美国的六个月以上。                                                                              

必要时， 你可以在美国延长你的护照。（护照应该随身携带。） 

 

2. I-20 AB 表格 – 这是一份你从国际学生办公室收到的文件，证明你非移民以

及 F-1学生的身份。 在你入境美国时， 你需要向美国移民官员出示这份文

件。同时你也许也需要出示足够的财力证明（供一年使用）。 

 

3. 医疗记录 – 在出国之前，你必须做一次彻底的免疫检测；在路途中，请带着

你的疫苗记录，医疗记录，特殊病历史。并带上第二副眼镜，以及一些需要的

处方药。 

 

4. 正式成绩单 – 如果你带了成绩单，请翻译成英文版，并且确保成绩单是正

式，有被公证的。如有可能，我们也建议你带来课程的描述或大纲。 

 

5. 国际驾照 –如果你想在美国开车的话，你必须持有一份合法的驾照，驾照可

以是国际驾照，或是美国驾照。 

 

6. 身份证明 – 请多带一些能证明你是谁的文件或资料，例如， 国内的驾照或

者一张具有照片的 ID卡。 

 

 住宿所需物品： 

你可以自己携带或者在美国购买以下这些住宿所需的物品： 

 枕头，毯子，床罩，床单，枕头套， 毛巾，洗漱用品 

 台灯，写字台用品，废纸篓 

 抽屉衬垫 

 个人用品（照片，海报，等） 

 白色粘钉，可以挂墙上的物品 

 针线包 

 雨伞，雨衣 

 清洁用品 

 扫帚或小型吸尘器 

 洗衣篮，洗衣粉，熨斗 

 衣架 

 食品储藏容器，开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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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浴拖鞋 

 风扇 

 手电筒 

 个人收音机，立体声耳机 

 闹钟 

 小型急救药箱（绷带，阿司匹林，棉球等） 

 

**美国境内所使用的电频为 120V/60Hz, 插座形式为 A和 B sockets/plugs** 

以下是宿舍内禁止的物品。 请不要带这些物品到宿舍： 

 微波炉 

 发热元件外露的家电 

 大型音响系统 

 卤素灯 

 蜡烛或香烛 

 枪支或任何其他武器 

 双面胶带表面的物品挂 

 酒精饮料（校园内不可以喝酒。）以及酒精饮料作为装饰使用过的容器     

 

有关宿舍楼的规则和规例请访问网站：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  

https://www.madonna.edu/admissions/on-campus-experience/living-on-camp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