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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首先我们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ornell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ornell CSSA)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Ithaca!愿你们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好
难忘的时光!
这本新生手册主要是为了帮助刚来到美国,来到Ithaca的新同学、朋友们尽快地适应这
里的生活、学习、工作,同时也希望能对老生们有所帮助。本手册经过康奈尔大学中国学
生学者联合会 (CSSA) 成员们的共同努力,参照CSSA2015版新生手册和康奈尔访问学生学
者会 (CVSA) 2015年生活指南重新编写、整理而成。这里,我们向所有参与编写的同学们
表示深深的感谢! 并且特别感谢康奈尔访问学生学者会CVSA,中国大陆学生联合会MCSA以
及热心的康奈尔校友提供相关资料和意见,让我们能把新生手册做的更加完善。
本手册中不足之处恳请大家及时指正,我们会不断地更新和完善。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
有更多热心的同学、朋友们加入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更
好地为这里的中国学生学者们服务!
最后,我们特别感谢为本手册的编写、设计排版和校正辛勤付出的以下同学:

2018 CSSA
全体E-Board成员

2017 CSSA
编写:俞韵如、颜晓航、章可;设计:颜晓航;

2016 CSSA
编写:刘思羽、金新星、李孜瑾;设计:颜晓航;校正: 。

2015 CSSA
编写:刘春铭,陈冠群,王琳,宋安琪,李婧一;设计:张佳茗;校正:俞韵如,李一璇,谢赛
恩,张天为,魏姝娅。

2013 CSSA
王晓东,赵亮,董智捷,彭福羽臻,王东皓,丁明坤,张瀚勋,许安琦,田家,董奕辰,刘奕辰,
刘天王,樊鑫。

2010 CSSA
蔡媛,方若谷,金燕妮,雷蕾,李昂,李昊,李嘉禾,李洁,宋海月,杨栋,叶凯雄,余琦璐,张
勉,赵冀杰。

2009 CSSA
陈洁,房超,李浩源,卢曰瑞,莫鹏,彭松明,王晗,吴昕蔚,孙妙,谢旸,朱浩粼,赵予。
祝大家在康奈尔过得愉快、充实!
2018年4月
2017-2018 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C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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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秋季CSSA Orientation 活动预览

「 三月到四月 」

CORNELL 放榜

「 六月中到六月底 」

CORNELL CSSA北京新生见面会

「 七月初 」

CORNELL CSSA上海新生见面会

「 七月中 」

CORNELL CSSA深圳新生见面会

「 八月十三 」

CORNELL CSSA新生接机

「 八月中下 」

CORNELL CSSA新生接机 - 增订班次

「 八月底至九月初 」

CORNELL CSSA见面会及招新

迎
新
CORNELL CSSA新生见面会
时间：待定
场次：见面会顺序为北京-上海-深圳。每一场之间隔一周左右
场地：详见官方微信号推送
价格：免费参加
对象：康奈尔新生，老生，家长，教职工

CORNELL CSSA新生接机
时间：8.13 - 每天上下午各一班次，其他时间请关注CornellCSSA 微信公众号
出发地：纽约JFK 机场
途经：Cornell North Campus, Cornell West Campus, Collegetown
购票：请关注CornellCSSA 微信公众号 (Cornell_CSSA)
价格：参照具体接机微信推送
对象：康奈尔新生，老生，家长，教职工
说明：每天限额一百名

CORNELL CSSA见面会及招新
时间：开学后两周内
地点：待定
活动内容：
（1）晚餐后18:00左右我们将在Auditorium 举行小型宣讲会
（2）宣讲会后举行Q&A环节，以沙龙的形式进行
（3）推出报名链接，之后会通知面试，入围最后一轮的同学会收到邀请参加
CSSA内部内联活动（Paint Ball），最终录取结果将会在内联活动结束后进行公
布。

Cornell CSSA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认证的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组织,是康奈尔大学最大
的综合性非盈利组织之一,也是全美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华人组织之一。Cornell CSSA成员
包括康奈尔大学在校的中国学生、学者,在大纽约地区工作、生活的康奈尔大学校友以及自愿
加入的华人、华侨。 Cornell CSSA 的宗旨是服务校内的广大中国学生、学者,密切联系、团
结校友、华人、华侨,服务大纽约地区的华人社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与相互理
解。
为了能让Cornell CSSA更好地为大家服务,Cornell CSSA常年招贤纳士。欢迎每一个有能力、
有想法的同学联系和加入CSSA,为服务康奈尔中国学生学者贡献一份力量,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加入CSSA,详细信息请关注CornellCSSA微信公众号推送通知。
2016-2017 Cornell CSSA成员及联系方式:

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副主席
外联部
宣传部
活动策划部
技术部
财务部
人力资源部
内联部

杨帆
崔昊天
杜伊仁
娄仑
娄嘉娴
张佳茗
袁晟
袁晟
王宇涵
刑梦莹
张洽闻

fjy2@cornell.edu
yx285@cornell.edu
yd63@cornell.edu
fjy2@cornell.edu
jl2675@cornell.edu
jz539@cornell.edu
sy567@cornell.edu
sy567@cornell.edu
yw649@cornell.edu
mx78@cornell.edu
qc59@cornell.edu

附注：2017-2018 Cornell CSSA成员及联系方式敬请关注CornellCSSA公众号
加入CSSA的邮件列表:
发送主题为join的空白邮件至cssa-announcement-l-request@cornell.edu
CSSA公共邮件:cornellcssa20142015@gmail.com
官方主页:http://www.cssacornell.org/ 官方论坛:http://www.corneller.com/
微信公众号:Cornell_CSSA
微博:美国康奈尔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Facebook:Cornell CSSA
人人主页:留学在康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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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ornell 附近机场介绍
1.2 机票购买
1.3 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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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SSA新生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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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注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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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选课工具
7.4 选课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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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录取通知书和I-20，差不多就该准备买机票了。航空公司和酒店一样，根据现时上座率、淡旺季等
进行价格浮动。暑期各项指标的一致性推高了各大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所以，机票购买要坚持下手快而狠的
原则，越接近开学日期，机票越贵。直接飞到Ithaca的机票价格在$1500左右，低于$1200就算是不错的折扣，因
为开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往Ithaca飞。如果能避开开学或者放假的高峰期，机票价格肯定会便宜。由于近两年留学
签证的拒签率微乎其微，所以大可不必等到签证通过后再预定机票。买票的时候建议买联程票，因为一旦出现
航班延误和改签的情况，相关事情都会由航公公司帮你解决。

「 Cornell 附近機場介紹 」
Ithaca机场 (ITH)
Ithaca机场是CSSA唯一提供官方接机服务的机场（CSSA接机注册表)。到达Ithaca机场的有四个航
空公司的航班，分别是Delta (United Airline) US Airway/American Airline。Ithaca是个小机场，飞过来都需要在周
边的大城市转机：Delta在底特律(DTW)转机，United在纽约的纽瓦克(EWR)转机，US Airway和American
Airline在费城(PHL)转机。直接飞到Ithaca的机票价格在所有选择中应该是最高的。但是对于第一次来美国
的同学们来说，考虑到行李较多，而且不熟悉环境，我们为推荐直接飞到Ithaca。
飞到Ithaca的缺点是飞机比较小，所以飞行时颠簸可能比大飞机多。因为飞机容量有限，托运行
李可能会被delay，不会在当天运到Ithaca。
Syracuse机场 (SYR)
Syracuse 机场距离学校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航班可选择面更广，而且机票价格会稍低于飞到
Ithaca。因为距离比较远，从Ithaca开车过去需要走高速公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CSSA不提供Syracuse
的官方接机服务。从Syracuse到Ithaca有以下方式:
1. 机场巴士Ithaca Airline Limousine，单程票价大概$85。在网上订好之后，还需要在预定日期之前2到30天
通过打电话确认。
2. 从机场打车Syracuse Regional Airport Taxi，每辆车单程价格大概$180。可以选择Sedan（坐1-4人）或者
Mini Van (最多坐6人）。如果几个人同时到Syracuse，一起打一辆Mini Van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大家需要
为行李留出足够的空间，所以建议Sedan坐2个人，Mini Van坐3-4个人。
到达Ithaca之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也请提前填写CSSA接机注册表。
纽约各个机场
纽约离Ithaca开车单程4个半小时左右，飞到纽约的好处是机票价格可能是三个城市里面最低的，
可以选择的航空公司也更多。
CSSA提供纽约JFK机场的官方接机服务。另外，从纽约到Ithaca有以下方式：
1.Greyhound，需要先搭乘机场的Airporter的机场巴士（http://www.nycairporter.com/OurServices/JFKAirportShuttle.
aspx）到Port Authority，单程价格16刀，然后换乘去往Ithaca的Greyhound巴士。
2.Shortline，需要先搭乘机场的Airporter的机场巴士（http://www.nycairporter.com/OurServices/JFKAirportShuttle.
aspx）到Port Authority，单程价格16刀，然后换乘去往Ithaca的Shortline巴士。一天大约有8趟左右的shortline
到Ithaca，价格约为单程50刀，建议提前订好，也可以现场买票。从纽约到Ithaca的时刻表：http://www.
coachusa.com/CoachUsaAssets/files/98/Ith_0810.pdf
3.Cornell’s Campus-to-Campus Bus，Cornell的学校Bus，往返于Ithaca的Cornell和纽约市的Wei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之间。需要先从机场到Wei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到达Ithaca之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也请提前填写CSSA接机注册表

「 機票購買 」
预定机票时，首选旅行代理，次选机票预定网站。除此之外，还可以直接到各大航空公司网站直接订票。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每个代理或者网站拿到的机票行程和价格都可能有所差别，所以机票预定的基本方略为货
比三家。
在选择机票时，需要注意一下转机时间，在每一次转机的时候都最好预留出充足的时间。首先，飞到美国
境内的第一站，都需要过海关，会耽误不少时间。其次，各班飞机都可能会出现延误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每
次的转机时间至少要1-2个小时，需要过海关的时候最好留出更长时间。如果转机时间不够，可以向机场工作
人员求助，安检一般都有绿色通道让赶时间的旅客快速通过。
如果误机或者遇到航班取消的情况，大家也不需要慌张。直接到航空公司在机场内的Customer Service查询
和更改航班，改票都是免费的。如果是因为航班安排不合理或者航班延误造成的误机，在当天不能到达的情况
下，航空公司一般会安排免费住宿。所以买票的时候建议买联程票，因为一旦出现航班延误和改签的情况，相
关事情都会由航公公司帮你解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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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购买机票的主要途径：
旅行代理
旅行代理可自行搜索国内或美国华人旅行公司，电话咨询票务。旅行代理有如下两大优势：首先，旅行
代理所给出的机票有讨价还价余地。其次，幸运的话，旅行代理有时能够拿到不可思议的低价机票。但
是在旺季时，旅行代理未必能够拿到特价票。
国内代理汇总：http://www.iflychina.net/airfare/travelagents/cn
Cornell CSSA赞助商纳美旅游针对Cornell学生推出的特价机票：
http://www.aotrip.net/plus/AirTicketUCornell.php
订票网站
因此，知名度安全度较高的票务网站是不错的选择。下列是在美国定机票的常用网站：
www.priceline.com
www.orbitz.com
www.hotwire.com
www.expedia.com
www.kayak.com
www.travelocity.com
www.studentuniverse.com （专门提供学生折扣票注册需要成绩单或课程表上传验证，只需在student
center截图上传即可。)
各大航空公司官网

「 行李 」
每个航空公司对于行李的要求可能稍有不同，我们建议出发之前要跟航空公司确认他们关于行李的要求，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各航空公司关于行李的规定可以在下面的链接里找到。
随身行李
根据现在航空公司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每位乘客可以免费携带一件手提行李和一件个人物品，没有重
量限制。
1.随身行李的最大尺寸不超过 14英寸X9英寸X22英寸 （35厘米X 22厘米X56厘米)，包括手 柄 和 滚 轮 。
（行李三边和小于45英寸或115厘米，包括手柄和滚轮）。
2.私人物品（如肩包 、背包、手提电脑包或其他小件物品）的最大尺寸不得超过 9 英寸 x 10
英
寸 x 17 英寸（22 厘米 x 25 厘米 x 43 厘米）。
托运行李
一般情况下，经济舱托运行李重量最高50磅（23kg），三边之和不超过62英寸（158厘米），可以免费
托运两件。如果行李超重或者超大，航空公司会收取相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请查询航空公司网站。
相关行李信息链接
Delta行李规定
United Airline行李规定
US Airway行李规定（英文）
American Airline行李规定

「 關於機場轉機 」
转机时可能需要到不同的Terminal。每个Terminal之间的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有些机场有Bus或者轻轨连接各
Terminal，有的只能靠走路。所以在出发之前，建议去各机场官方网站上查询一下。机场里所有到达和离港航
班信息都会在大屏幕上显示。下飞机之后，最好看一下大屏幕上下一班航班的信息，登机口改变也是常见的事
情。
机场一般都有免费Wifi，大家可以通过网络与家人和CSSA取得联系。所以在填写接机申请表的时候，尽
可能提供QQ或者微信等即时联系方式。如果需要帮助或者行程变化，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
在第三国或者港澳转机，只要不出机场安检，就不需要办签证。

「 CSSA接機 」
今年，康奈尔CSSA会在纽约JFK机场，为大家提供新生接机服务。飞抵JFK机场的同学，可以在CSSA官方网
站提供的链接填写接机申请表: 或者键入 提前购买车票预订座位。票价待定。CSSA会负责安排大巴到机场接
机，一次两辆大巴，分为上下午各一辆。具体接机时间，另行通知。
当然,如果你自己有联系,你也可以私下请自己系里的师兄 师姐帮忙接机。我们建议新生告知接机者具体行
程和及时通知行程的变更。每年都有新生因为转机时间不够而 临时更改航班的情况。所以一定要记好接机者的
联系方式,最好是手机号、QQ或微信,以便及时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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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带什么来美国,请大家参考国内各大BBS上的出国必备的物品清单,基本都大同小异,大家各取所需,不用完
全按着单子上的来,毕竟每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

「書」
这带多少,带什么取决于你的专业,项目时间和你是否有钱。这边的教材确实是很贵,便宜的要四五十刀,贵
的要一百多刀。如果你是一没什么financial aid的master,又要上很多课的话,那最好在来之前查查自己的课表,问问
教授,师兄师姐什么的看看需要什么书,国内是否有影印版或者二手的,行李有富裕的就能带多少带多少,空间有
限的就挑那种价格差大的,需要最新版本的或者新旧版差别大的,非常有用上完课也不想卖的带。有奖学金的,
钱够用的,不用上什么课的,在这里解决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你害怕自己英语不行或者专业跨度很大,英文教材
看起来吃力的话,很多教材都有中文译本,带两本来也未尝不可。最新的英文教材都是可以在学期结束后在校园
里卖出去的,到时候会有好多收书的,大概是40%-50%的价格。你可以很鸡贼地在Amazon上花60%的价格买回来,
再学完后50%卖出去.你可以尽情地往书上画,这边收书是不看书的质量的,只看版本对不对. 学理工科的建议带
些相应的中文课本以免刚来学起来比较吃力.

「 文具書包 」
这边儿Jasport很便宜,Waterloo最便宜的才七八刀,贵的也就十几刀,那种带电脑夹层的特实用的大黑书
包Bestbuy有不少,价格也不贵。不急着用的话可以网购,价格更便宜。
铅笔
考试有用,2B的。
计算器
需要学Finance的可能要两个,一个Scientific的,一个Financial的,用哪个取决于老师,有的老师不让用
Financial calculator.
圆珠笔
这边很便宜,一两刀一大把,但好的水笔什么的可以带几支，中性笔也可以多带几只。
本子
新生会发一个记事用的planner,Orientation和Career fair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本子文具发,但是如果习
惯国内那种长得好看，箱子装得下的，可以带一两个。这边的本子一个七八刀，十几刀。一本薄薄的无
任何花纹的本子，换算一下还是比较贵的。
小礼品
根据需要带。那种中国刺绣的小包包啊,簪子啊什么的可以带来送女生朋友,茶什么的可以在去老师家
作客的时候送老师,可以去买几个漂亮的小礼品袋带来,这边儿大概3刀一个。

「 衣物服飾 」
这事儿比较随机,看个人吧,原则是太扎眼太奇怪的衣服穿的机会不多,大家在带衣服的时候要铭记你要来
的地儿是个大农村。另外提议下,如果不是很急需的衣服, 我是建议不用带那么多,村里和国内穿衣习惯款
式都不一样,很多国内流行的衣服带过来不一定有机会穿. 如果要来美帝买衣服,建议去outlet, 村子附近有很多
outlet (waterloo, destiny USA, woodberry…)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名牌. 我建议可以等到感恩节blackfriday和朋友一起去,会
有你想不到的收获啊!(如果不介意会排队)
T﹣Shirt
这边的都挺好看的,也不贵,平时参加各种活动还有机会拿到各种写着Cornell字样的各种T。这边T一般也
就是几刀到十几刀,在Ithaca Mall就有的是,AE,GAP什么的。怯怯地说一句,其实Cornell自己的T有的也挺好
看的,过个什么节的时候在Store买几件穿还是挺应景的。女生可以在国内多买几件工字背心儿,百搭的长
吊带什么的来。
羽绒服
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六个月都是冬天的Ithaca,搞件可以把膝盖都包住的羽绒服还是挺管用的。这边儿
的羽绒服都不太好看,也不便宜,而且买起来也不太方便,在Ithaca Mall估计买不出什么能穿的来,所以能在
国内买的还是在国内买吧,趁着夏天打折的时候。女生必须备一件黑色的长大衣,如果有机会国内搞定的
话最好,没的话可以去纽约,雪城买,这边打折的时候大概是100多刀一件,跟国内价格差不多,但号没国内
的全。
牛仔裤
这边很便宜,国内卖得很贵的levi’s, 基本新款也就四十多刀一条。但像levi’s这种最小号基本都是25,26,虽
然分short,regular和long,但对于特别小小的女生还是有点儿长(这边儿没发现缝裤腿儿的营生)。Mall里有
家店很适合小小的女生,有0 short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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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衫
PHD穿的场合不太多,master是必须要带的,开学Orientation的各种活动都得穿,想现买还是有点儿赶的。
男生的话要是比较小小,瘦瘦就多带两件,美国人都很大个儿,衬衫的肩都比较宽,小号特难买,也未必合
身。女生的话还好,这边儿有专门给小小女生的衣服,但我个人感觉国内衬衫的质量比较好,样子比较多,
而且比较合适亚洲人身材,master的话,尤其是什么MBA,MPA,MHA,LLM这种职业导向型的专业,基本每周都
有穿衬衫的机会。
西装
我们建议大家带一套西装。对于所有男生,穿美国人的西装就是穿不出美国人的范儿来;对于PHD男生,
你们穿的机会真的不多,但还是需要的,特别是参加各种会议的时候。带一身儿又不占地儿,国内西装又
不贵;对于master男生,基本从你Orientation的第一天起就是需要的,经常有social活动的项目大概每周都需要
穿,像MEng这样一年的项目基本你还没来得及逛街买西装的就得开始找工作了。对于所有女生,一定要
带至少一件小西装,一条西裤,一条黑色的铅笔裙,最好再带一条比较正式的连衣裙,这边儿的质量和样子
都不怎么样,无论它卖得多贵,不用买样子那么死板的。
礼服
对女生来说挺有用的,这边也很多,和国内价格差不多,但可能刚来的时候来不及去买或者号不合适,带一
两件还是有必要的。旗袍可以带,穿的机会不多,万圣节的时候倒挺有用的。
内衣
虽然ithaca很土,但还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所以不用担心沦落到去超市里买那种像大饼一样的没形内
衣的境地。内衣算下来比国内便宜,合RMB从一百多到三百多,各种款,从运动到无带,适合各种衣服。内
裤大概常年是25刀5条。
袜子
多带吧,尤其是女生常穿的那种120D的黑色天鹅绒的,多带几双,这边号都比较大,质量都一般,弹性也不
是很好,倒是不贵,超市里四五刀一条。那种包芯丝的长筒袜也多带点儿吧,这边卖得不多,而且质量一
般。中筒丝袜这边儿挺多的,超市里6刀三条,不同种类,质量很多。中统棉袜,无论过膝不过膝的都可以
带两条,没见有卖的。想买各种奇怪袜子的话可以去commons的Urban Outfitter,大家可以去网站上看看风
格,买各种常规袜子的话可以去Ithaca Mall里的Target。
毛衣
这基本上是最没用的东西,尤其是那种不好洗的,容易缩水的,什么羊绒的,千万别带,这边干洗又贵,冬天
屋里又热,秋天外边风又大,怎么穿都不是。女生可以带两件毛衣外套,薄的,平时可以套在短袖外边穿,
有个什么事儿的还可以套在小礼服外或者衬衫外边穿。这边毛衣和毛衣外套都挺便宜的,如果有需要现
买也行,像Ann Taylor,Banana Republic和J-Crew的小毛衣外套打折的时候大概二十多刀一件。
高跟鞋
必须带,一定得带,没地儿腾地儿也得带!这边儿的高跟鞋100刀以下的基本只有nine west, steven madden可
以穿, Ithaca Mall还没有,剩下的不是跟老太太穿的似的,就是跟中国出口的残次品似的,这边三四十刀买
双老太太鞋穿俩月就掉跟儿了。靴子还可以,冬天一般都穿雪地靴,UGG college town就有家店卖,130-160
刀,哪儿都不打折,哪儿买都一样。皮靴在Ithaca买有点儿费劲,可以去雪城的MALL,选择很多,一定要买原
价100刀以上的,要不基本不是皮的,穿上不暖和,比较好的牌子一般都是100-160刀左右,和国内差不多。
平时随便穿的靴子Ithaca Mall里有俩家鞋店可以买到,40-60刀一双,样子有点儿土,质量还凑合,不介意的
可以不用带。脚小的女生一定得多带,这边儿鞋不但小号少,而且普遍号偏大,什么平时穿34,35的,能带
多少带多少吧,高跟鞋不跟脚太痛苦了。可以带点儿半脚垫,增高垫,后跟垫来,号不合适能调整。鞋油随
便吧,这边也有卖,不贵。带高跟鞋基本是为了有什么正式的场合穿,平时基本没人穿,这儿坡儿太多,穿
高跟鞋上学太累,这边儿的美国大妞儿基本是夏天人字拖冬天雪地靴,没那么多花样儿。
拖鞋
这边儿基本都是夹脚的,穿惯国内的普通拖鞋的可以带双,不过你很快也会习惯穿丫丫的。想买厚底儿丫
丫的可以从维多利亚的秘密网购,店里没见着。
运动鞋
带个一两双什么的刚来够穿就行了,这边儿运动鞋,运动服便宜是人神共睹的,恶心的是Ithaca没有nike,adidas, converse的专卖,有家鞋店有卖但样子很少,网购和去雪城,附近的outlets还有靠谱的。
饰品
国内买比较靠谱,样儿多便宜,但平时除了耳环项链手镯什么的其他的也没什么人带,我们是学术的朴素
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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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品 」
虽然都可以在这边超市里买到，但还是建议床上用品什么的往全了带，刚来的时候怎么着都不方便。
被子
九孔七孔蚕丝羊毛,什么都成,就是别带一大厚棉被。被子要是可以抽真空的,带着轻不占地儿。这边冬
天屋里都特热,家都穿短袖短裤,厚被子没什么用。
被罩
一两个就可以，无论如何国内比较便宜质量比较好样子比较多,
用等着它干。

这边洗衣服都带烘干的,当晚洗了也不

床单
一定要买大床单,大床单什么床都能用。以后要住Maplewood的亲爱的们注意了,千万别买单人床单即使
你要住单人床。Maple的床比例很奇怪,又窄又长,国内的单人床单都罩不住,而且床特别滑,小床单会总
往下掉,大床单可以包床垫包住。
枕头
如果你不介意刚来的时候不用枕头的话可以不带,其实宜家那小枕头抽了真空不占什么地儿,如果睡不习
惯软枕头,那就得自己带了.我个人建议像这种占地方又不是买不到的东西, 能不带就不带吧,村里各大
超市都有卖的,也不是很贵,过来再买也跟的上, 别忘了,我们来的是美帝,不是非洲,虽然有点村,但还是
应有尽有的.
针线盒
可以带一些纽扣,这边儿没配扣子的营生。
剪刀
有地儿就带。
指甲刀
记得托运,不要随身携带。（Target有售，价位在$2左右）
电池
尽量不要带，这边到处都可以买到。
镜子
住maple的屋里有镜子,一般厕所里都有镜子,女生带个小的化妆用,买化妆品很容易就送镜子,另外
Walmart也有卖挂在门上的镜子。
衣架
平时挂衣服的千万别带,这边1刀10-20,带夹子的能折叠的小衣架可以带一个,刚来洗个袜子什么的晾还
是挺有用的。
宽胶带
搬家的时候要用,这边三刀多一个,自己看着办。
理发工具
带把剪刀,总是要用到的,这边儿师傅剪的估计还不如你自己呢,男生10刀左右剪一次,无论什么发型,基
本是统一的傻,女生最好把头发搞成好打理长时间不剪的再来,刘海儿什么的一般都要自己动手了。
卫生巾
没那么夸张,可以不用带那么多,这边儿不光是棉条,普通的卫生巾有的是,大概3-5刀一大包,10片左右。

「 電子产品 」
根据个人需要带。笔记本电脑个人建议是，如果还没买的话就来美国买。这种电子产品美国的价格一般会
比国内便宜一些。如果自己已经有了笔记本，配置又还可以的话可以带过来，毕竟如果刚来的时候家里没有电
脑可以上网，还是会有不少不方便的地方。要注意电压是否兼容，一般比较大的电子产品自带电压转换器，要
看输入电压是不是100－240V。有些小电器如剃须刀吹风机一般输入电压只有220V，在美国是不能用的。
接线板
个人认为可带可不带，虽然美国这边比较贵，但是美国买的电器如果是两眼的插头，是插不进接线板
的。当然也可以带个公牛的美标大插线板。
插座转换头
很有用，一般超市都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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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国内的可以带过来，来前开个漫游，刚到没买手机前方便跟家里联系。注意预存一些话费，请参考中国
移动或者中国联通的漫游资费标准。机场里一般有免费WIFI，可以用手机和家人同学保持联系。这边拿
手机一般是去Verizon或者AT&T签一个2年的contract，然后就可以以较低价格拿到最新的智能手机了，这
部分在后面的通讯章节会有详细介绍。在有了新手机之后，国内的手机就可以化身为闹钟，照相机，录
音笔等等。
电压转换器
不建议带电器，所以这个也不建议带，而且电压转换器一般非常重，而且有功率限制。

「 家用電器 」
只要是电器，大部分都不用带，包括插座，一是电压和频率不一样，二是只要你想得到的，在国内看到过
的，这边基本都有，而且都很便宜，包括女生用的卷头发器和直发器等等。如果要带国内的电器过来，这个记
得要和厂家说好换成美式的电插头，实在不行，记得买个变压器（其实这边儿也有），咖啡机大概是target大概
30多刀，walmart可能更便宜。烧水壶一般也是20刀左右。

「 廚具 」
所有厨具都可以在超市买到。其实你会慢慢地发现，在外面吃饭可能更方便。如果不是为了省钱或减肥，
到最后大家都懒在跟家做了。
锅
基本有都有，对那种把饭做熟了就可以吃要求不高的人来说，带个小小轻轻的炒勺就够了，其他的过来
买，新的二手的都有，比起你超重那钱值多了。放炉子上的锅最好带平底的，这边的炉子一般都跟蚊香
似的，平的，没明火。高压锅可以带，现在那种小型高压锅多着呢，很方便也有安全阀。这边因为牛肉
要去血水，肉很难煮软。有了高压锅就方便很多了，红烧肉20分钟柔软无比。还可以压土豆。铁锅这边
的没有国内的那种好，可以带一只过来。生铁的就不用了，这边有卖。电饭锅，千万不用带，这边又便
宜又好用，网购店购皆可。其实你会发现锅再好再全乎你做饭水平不行就是扯淡，你也会发现在这种做
饭动力极其低下的地方你的厨艺是不会有质的飞跃的。所以基本上按照你在国内的水平和对做饭的热情
来买锅就可以了…千万别幻想…
菜刀
好的大菜刀和砍骨头的刀可以带。这边很少卖宽刀的，有也不好用。买把好的过来。不过这边的好刀也
多的是，比如双立人这种，价格应该不比国内贵，但是可能会用不惯。案板可以买个塑料的小小的带
来。磨刀石就不用了吧，用盘子底儿就行了。
餐具
基本不用，target里边的餐具也挺好看的，也不贵，筷子可以带几根。喜欢用瓷的同学可以带俩来，这边
不是很多。如果有同学喜欢用竹子的蒸笼，可以考虑买个过来， 这边一个要10刀以上。
洗涤用品
洗涤灵如果刚来去不了超市怕洗不了碗就带一小小瓶，用那种分装化妆品的小小瓶带点儿就行了，超市
里有的是，都一两刀一大瓶。这边一般都是海绵的洗碗布，Rite Aid一刀四个。
塑料制品
放微波炉里那种还是来了再买吧，这边儿特多，饭盒什么的买一套十几二十个不同大小的也才十刀左
右，那种薄塑料的三四刀一打儿。
各种厨房小用具
如蒸东西的三角架、调料罐、油罐、盛饺子的漏勺、蒸碗夹起来的夹子基本都不用带，超市里都有，也
不贵。

「 吃的 」
尽量不要带，因为这边的超市都可以买到。如果要带食品的话，为了避免过海关的时候遇到麻烦，尽量不
要带散装的东西。
各种调料
喜欢吃辣的同学可以带各种辣椒，这边的辣椒普遍不辣。火锅料可以不带，这边小肥羊、海底捞底料都
有卖。花椒大料什么的中国店有卖，酱油醋糖盐什么超市都有卖，酱油大概两刀多一点儿有瓶，什么牌
的都有，居然还可以买到李锦记…不过好象没看到美极鲜味汁。这边儿的盐不太咸，对放盐掌握有困难
的可以带一小包国内的盐来。咖喱挺好买的，中国超市有卖日本咖喱，collegetown也有印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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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调料包
可以带家乐浓汤宝，煮什么香什么。这边有好多的罐装汤，打折的时候 三刀两个，一罐能顶顿饭了，
有蔬菜牛肉的，海鲜的，奶油蘑菇的，奶油蛤蜊的，蔬菜杂烩的等等等等，倒锅里热热就行了，喝得惯
的就可以不用带调料汤包，喝不惯的带吧。
方便面
这边有美国的方便面，还能吃，89分三包，中国超市里有辛拉面，学校里的自动贩卖机里就有开杯乐，
价格都跟国内差不多。虽然如此…我来了以后还是无比想念康师傅和统一…
零食
你很快就会爱上美国的零食的，除了长肉其他都很美好…中国超市的零食也挺全
皮，芝麻糊，米老头等等等等。

的，有山楂片，果丹

「 生活护肤 」
洗发水、沐浴露
带两瓶旅行装小小的那种就行了，够刚来的时候用，这边特便宜，五六刀硕大一瓶，牌子都跟国内的一
样，平时用惯了什么基本在这边儿能找到。
护肤品
这个最要命了，用惯亚洲牌子的一定要在国内买好，否则你基本只能在网上搞定了，而且即使网上也不
是很多，喜欢国产牌子的使劲儿买好了再过来。美国国产的遍地都是，特便宜，超市里有露得清，欧莱
雅，olay，强生，boots，aveeno，roc，N7，露华浓等等等等，Mall里有Clinique ， Estee Lauder，雅顿什么
的。欧洲牌子Ithaca基本没有，网上或者附近的MALL有，不过不便宜，跟国内差不多。怕过敏的MM最好
带两瓶国产的芦荟胶来，平时治皮肤过敏的中药也最好带点儿，刚换了环境皮肤很容易不适应，这边儿
在山沟儿里，比较干，所以保湿的最好带点儿，还有，老美不美白的…所以美白产品一概没有，自备全
乎了。

「药」
有特殊需求的一定要自己带好，这边药跟国内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带任何有违禁成分的药。
有些中药或者中成药里的成分被美国海关认为是珍惜动植物制品，禁止通过海关，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个list，
比对自己带的药是不是OK。
风油精、花露水
Ithaca基本没蚊子。
抗生素
一定要带，抗生素是处方药，虽然我们有student insurance，但也要去Gannett看病开药才行，这边儿大夫
很少给你开抗生素类药，他们的策略是: 多休息你自然会好的。
消炎去火药
多带点牛黄解毒片，金嗓子什么的，眼药：眼药水最好带上，和眼睛视力有关的病是不cover的，有什么
毛病的最好自己带好了。
感冒药
带，这边儿感冒一般不给治。过敏药：有需要中药的自己带，西药一般cover 90%。
止疼药
女生都记得带。
创口贴
超市里有，跟国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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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住房 」
校内所有住房信息都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找到（http://living.sas.cornell.edu/）。下面我们大概介绍一些校内的
各个住处。

本科生住房

住
宿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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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大一新生通常会在来康村之前已经在网上选定好了自己的宿舍。这些宿舍大都分布在学校的North
Campus，各有各的特色，以下我们将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一一进行介绍。
Risley Hall
一栋艺术气息浓厚的宿舍楼，也是离 Central Campus 最近的一栋。宿舍楼一楼还有自带的 dining hall，非
Risley Hall的居住者们也可以刷meal plan享用其中的自助餐。在Risley Hall门口便可以找到公交车站（周一
到周五有30，32，82，周末有70，72，92），往往几分钟就会有班车带你前往校内校外每一个角落。
Balch Hall
Balch是新生宿舍群中唯一一栋女生宿舍。里面也有许多的single room，分到的机会很大。如果女生同
学喜欢比较隐秘且私人一点的空间，强烈推荐。楼下就有一个Talkon Center，可以卖到咖啡和零食，
也比较适合学习。这是一栋古老而历史悠久的宿舍楼,新生们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其中的老式铁门电梯,颇
有哈利波特电影中的风范。另外Balch楼下有一个Talkon Center，可以买到咖啡和零食，也有很多的
study lounge，比较适合学习。
Clara Dickson Hall
传说Ivy League中最大的宿舍楼，有500多间房间，位于Balch Hall的北边。
Court Hall, Bauer Hall, Kay Hall (CKB)
并称CKB，是在Dickson Hall对面的三栋新建宿舍楼。这三栋宿舍楼也是仅有的有空调的宿舍楼，其硬件
设施也是一流的。底楼的lounge中自带pool table，大型休息室，和其他宿舍楼没有的便利设施。
Donlon Hall, Mews Hall
Donlon是据说最social的宿舍楼，Mews最现代化的宿舍楼。这两栋宿舍楼毗邻RPCC，新生活动的一个重
要地点。RPCC全名Robert Purcell Community Center，一楼有新生常去的小超市Bear Necessity，你可以在其
中买到生活用品以及各种食物，甚至可以order一些便捷的快餐。一部分新生的信箱也会位于RPCC的一
楼，平时收发包裹也会在一楼的柜台处进行办理。二楼有供学生使用的computer lab, 一到考试时节便
会灯火通明，一空难寻。三楼提供接受meal plan的自助餐，是新生最常去的dining hall之一，味道还过得
去，不定期还会有特别菜式如寿司，鸡翅，中国点心等供应。
High Rises, Low Rises
这些宿舍楼在RPCC周围，相对比较安静，但因为建造年数相对久远，硬件设施不比新建的宿舍。宿舍
楼里居民不多，但都其乐融融，新生容易与大部分邻居打成一片。
Program Houses
Low Rises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 JAM (Just About Music), Ujamaa (黑人文化社区),以及HILC(Holland International Living Center) 还有最北边有一个Ecology House。Eco可以说是整个学校最北
边也是最远的一栋本科生住房，大一的同学如果不想在大冬天走三十分钟才能到教室，千万不要申请。
但是Eco有独立的卫生间，房间相对较大， 所以有得有失，但是没做好每天walk太远的同学不要考虑。
Town House
North Campus的最北端的一排，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建筑群。Townhouse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是客厅与厨
房，二楼是两间双人卧室以及浴室。由于每间Townhouse一楼较大的活动空间，许多住在那里的同学会
邀请朋友前往做客，是娱乐社交的好去处。
North Campus还有另外一处与RPCC类似的新生活动中心Appel Commons。Appel Commons的伙食相传是最
好的，其中的中餐柜台因为一对香港老夫妇掌厨而在中国留学生圈中尤其出名，记得到了康村一定要立
马去那尝一尝他们的手艺。Appel Commons也有computer lab, student lounge, multifunctional room等便利设施，
是新生除了宿舍以外第二个家。
大二以后如果还有对于校内宿舍的需求可以考虑学校位于Collegetown的宿舍
Cascadilla Hall, Sheldon Court, Shuyler House, 122 McGraw Place, and 112 Edgemoor
宿舍位于Collegetown的好处就是快捷方便，但硬件设施可能就见仁见智了。
West Campus
西校区宿舍楼包括 Alice Cook House，Carl Becker House，Hans Bethe House，William Keeton House以及Flora
Rose House。以上的宿舍楼需要学生自行申请，西校区的好处就是离许多食堂都很近，宿舍设施大多也
较为现代化，离健身中心也十分近。而缺点就是必须绑定学校unlimited的meal plan，较为昂贵。其次离中
心校区间隔了一座大坡，每天爬坡会比较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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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者住房
学校大概二月份开始对所有人开放住房申请，先到先得。但是，现有的住户可以优先续约。所以可能
不会有太多房子空出来。提交申请之后，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学校的邮件。如果收到邮件通知申请到房
子，要在收到邮件的两个星期之内在网上签合同。
除了申请住房之外，Graduate和其他Professional students也可以申请作为西校区校内宿舍的Advisor，
如果申请成功的话会有很宽敞舒适的Single room住，不过相应的责任也很重了。学生还可以申请成为
Hasbrouck Apartments的管理员(GCA)，据说可以免房租，不过也要负责很多琐碎的事情，帮住户处理一些紧
急情况。
Hasbrouck Apartments
学生学者都可以申请。位于North Campus东北角，紧邻Cornell高尔夫球场，四周绿树环抱。Hasbrouck是砖
房，面积都不是很大，有Studio，1-bedroom和Townhouse三种房间类型。Hasbrouck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水
电，取暖，网络等费用都包含在房租之内。支付额外费用，可以让Hasbrouck提供家具，包括餐桌、椅
子、沙发、茶几、床、书桌等。但是没有空调和有线电视的话，安装的话需要额外收费。这里也是最便
捷的住处之一，周一到周五白天每隔10分钟都有82路公交车带你到学校各个地方，晚上有92路。周末有
70，72和92路公交车带你到超市,机场和学校。平时步行到Central Campus也只需要15分钟。缺点是房源
紧俏，很难申请到。住在Hasbrouck的大多是已婚和有小孩的学生学者。
Thurston Court
提供给单身学生，离学校步行5到10分钟，但是只有19个单元。
Hughes Hall
只提供给法学院第一年的JD学生。

「 校外住房 」
大部分的学生学者都是找off campus的住房。但是在这里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考虑清楚以后，才能
慎重地签下你的lease。租房最怕碰到恶房东，可别小看这房东的作用哦，一个可怕的房东，会给你带来一年阴
沉的心情，最后还可能拿不回押金。如果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以住Apartments，这些公寓比较正规，有专
人负责出租维护，先对私人出租房的价格也会贵上一些。大部分房子是不带家具的。有的房子带家具，价格会
高点。如何卖家具我们也会在后面的章节跟大家详细叙述。
总体来说，离学校越近、房子越新，房租就越高。Studio房租大概$900-1000/月，1-bedroom房租大概
$1100/月，2-bedroom房租大概$1200-1500/月。除了房租之外，租房还需要付水电网络等其它费用，所以每个月
的总花费大概是房租+$150。
如果有车，而且可以每天开车来学校的话可以考虑住远一些，例如Dryden附近，房租会便宜很多。我们在
这里只讨论有比较频繁公交车的区域。大家在选房子的时候注意公交线路http://www.tcatbus.com/pages/system，点
上常用的bus route 10，11，15，17，81，82，83，30，31，32（详情可参考manual公共交通部分），看看你找的房
子在不在线路上。
提醒：不论是从agent还是私人房东处租房， 包括来到 Cornell以后与房东的沟通上，都尽量把当时相互
发的email和信息保留下来，以防止将来与房东有矛盾时可以拿出证据。

公寓租房（Apartments）
正规的Real Estate有自己的网站，旗下有多个公寓，比较靠谱。完全的公寓名单，请在以上Real Estate
网站上查找。大部分的公寓都有给住户和访客的免费停车位。每个公寓提供的服务和设施都在自己的网
站上注明，请大家在选择住处的时候仔细查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跟他们联系。以
下是几个比较大的Real Estate，后面注明了各公司房源的大概位置：
www.ithacastudentapartments.com/properties.php
www.ithaca-apartments.com
www.kimballrentals.com
www.lucentehomes.com
www.travishyde.com
www.lifestylepropertiesithaca.com
www.apartmentrentalsithaca.com/index.html
www.coniferliving.com/property-management/portfolio/filter?q=1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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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南面的East State Street
Ithaca北边，Ithaca Mall和机场附近
学校周边和Ithaca北边
Ithaca东北
Collegetown和Ithaca Downtown
主要在学校周围、Collegetown和Ithaca Downtown
Ithaca东部和东北部
学校西北部
West Hill和Ithaca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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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公司的房原分散在Ithaca的各个地方：
www.ithacaapartmentrental.com
cspmanagement.com/
www.jamesorcutt.com/ApartmentsforRent

各种House里的Apartment
各种House里的Apartment

除此之外，各公司也会在Craigslist上发布租房信息:
http://ithaca.craigslist.org/search/apa
我们将在下面按照不同的区域，介绍一下各个公寓。
1. Cornell周边
Brooklane Apartments
220 Triphammer Road.在学校North Campus范围之内，步行5-10分钟到学校，房子数目不多，房子看起来很
新很结实，价格比较贵
Westview Terrace Apartments, Westview Apartments
400 Triphammer Rd.紧邻学校North Campus，比Brooklane Apartments远一点，步行10分钟到学校。
Lakeland Apartments
319 Highland Rd.在北校区边上，30路公交车每30min一班。
The Villager Apartments
316 Highland Rd.在Lakeland Apartments对面
Westbourne apartments
120-126 Westbourne Lane.主要提供给本科生的住房，北校区附近，到学校在走路范围之内。
Ravenwood Apartments
516 University Ave.位于学校西面大坡上，本科生较多选择在此租房。
Belleayre Apartment
700 Stewart Ave.紧邻学校，5层建筑，价格不错，房间也比较大。唯一缺点是房子比较旧。
Gun Hill
210 Lake St. 位于学校西面大坡上，紧邻Ravenwood，有自己的车接送学生，爬五分钟也有很方便的10路
公交车，周末属于不买车只能爬山的状况。优点是离西校区很近，去西校区吃饭打球比较方便。
Fall Haven
509 Lake St. 在Gun Hill继续往山下走，最近的公交车站在downtown Seneca， 需要一定的步行距离。房价
相对较便宜，环境十分安静。虽然离学校不远，但是附近没有公交到学校。有车的可以考虑这里。
Summerhill
222 Summerhill Dr. 在学校东面East Hill Plaza，82路总站，性价比比较高，离Maplewood宿舍较近，有超
市和restaurant。离校较近，有51路、82路，购物有P&C超市，也有CFCU、Tompkings Trust Bank等银行的
ATM，房子和Hasbrock类似，且卧室带独立卫生间，屋内有洗衣干衣机。
312 College Avenue
312 College Ave.房子比较好，在Collegetown，价格比较贵，接近学校但是本科生也比较多，晚上经常有
party等活动比较嘈杂。
Fairview
100 Fairview Square.学校南边，紧邻学校的Maplewood Apartments房子比较好，离engineering较近，但是比较
贵。
Collegetown Terrace
115 South Quarry Street. 学校南边新建的Apartment，价格比较贵
2. Ithaca北部
北边是Ithaca主要的居住和购物区，离机场教近，有多班次校车到达。
Carriage house
190 Pleasant Grove Road. 可以步行到学校，价格不贵，有公交车可以到学校。紧邻消防站和警察局，旁
边有一个小的Plaza，有餐馆和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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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sing West
2250 N. Triphammer Road. 也在北边Tops附近，价格贵一些，交通比较方便，房子质量比较好。30路每三
十分钟一班,比较方便。免费停车。
University Park Apartments
87 Uptown Road. 小区环境幽静，房间很大，价格低于周围小区，紧挨着中国人常去的豆腐店，买日常生
活用品也较方便。房租包网络和电视。
Gaslight Village
37 Uptown Road. 紧邻University Park Apartments和豆腐店。
Warrenwood
600 Warren Road.在北边，靠近De Witt Middle School，比较远但交通便利。
The Meadows at Ithaca Apartments
100 Graham Road. Ithaca北边，交通比较方便，可以坐30 路或32 路公交车，其中30路公交车在高峰时是
30分钟一班的。房子质量很好，房屋格局和Hasbrouck类似，是上下两层的Townhouse，房价和水电费较
贵。The Meadows在Ithaca Mall 附近，购物是比较方便的，走几步就能到Tops，Target或者Bj’s (三个都是这
边大家比较常去的超市)。访问学者多选择住在这里。
University Heights
134 Graham Rd. 紧邻The Meadows，但是房子外观看起来比较旧。
North wood
700 Warren Road. 地处北边，紧邻机场，房子比较新，32路会开进社区靠站，总体不错。
Sprucewood Apartments / Winston Court
Winston Ct. 这里房价也比较便宜但很远，都是3 bedroom的房子，一套分三层，每层2户人家，这里的
交通主要靠31路公交车，可以直达中心校区，每一小时一班，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另外学期中晚上
10:40还有一班车从学校开往Winston Ct。房价便宜，3-bedroom的价格为1k刀左右。但是房间大小差距非
常大，主卧很大，有一间房间特别小，希望在看房和找室友的时候注意。
3. Varna区域
位于学校的东北边，与兽医学院较近，房价便宜，居住较分散，环境清幽，交通有43，40和53路车。相
关房源可以在Lifestyle Properties找到。
4. West Hill区域
这个区域Cayuga Lake西面，与Ithaca市区和Cornell隔湖相望。这一区的房子都比较大而且新，可以俯瞰
Cayuga Lake，风景优美，离Cayuga Medical Center比较近，附近还散布着几个State Park和Museum。缺点是
交通不便，去学校的话要穿过Downtown，开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所以这一区域的房价不是特别高。
Overlook At West Hills
Candlewyck Park Apartments
Cayuga View Apartments
Linderman Creek Apartments

200 West Hill Circle
Candlewyck Drive
201 Cypress Court
201 Cypress Court

5. Downtown区域
Ithaca中心位置，交通很方便，价格最贵，但不太适合学生。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Cayuga Place Apartments
Gateway Commons

131 E Green St
311 E. Green St

私人租房（Private Housing )
找私人租房的参考网站：http://ithaca.craigslist.org/search/apa （post私人招租信息，要谨慎些）。另外如果
想获得大量转租信息,可以通过加入一个mailing list: international-l@cornell.edu. 可以发送主题为join内容留白
的邮件到international-l-request@cornell.edu即可。
房东（Landlord）和合同（Lease）是新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碰到一个好的landlord非常难，而新生就更
加容易找到不好的房东，因为好房东的房子估计都是注满了老生。比如曾经就有一些新生因为不了解情
况，就住到了一些比较名声不好的房东家了（包括有中国房东），大家相处得非常非常不愉快。所以选
择住房和房东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一年的心情呢。总的来说，新生在签lease之前一定要慎重，最好向
前任的房客打听清楚房东的情况，lease上有不明白的地方也要问问老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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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town Terrace Apartments is the leading off-campus student housing community in Ithaca, NY.
Built with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n inspired and connected community for Cornell students, Collegetown Terrace is
conveniently located near Cornell campus, central collegetown and the downtown Ithaca Commons. Apartment styles
include studios, 1 bedrooms, 2 bedroom/2 bath, and 3bedroom/3bath in addition to a unique offering of single rooms;
private bedrooms with private baths and a shared kitchen & common area. Collegetown Terrace is home to
predominately Cornell graduate students with a small, but still significant, population of undergrads. Amenities at
Collegetown Terrace are set to compliment the busy student lifestyle of their residents.

24 hour fitness centers
study rooms with stunning views
built-in workstations in most units
washer & dryer in most units
fully furnished apartments

shuttle bus service to campus
Wi Fi internet, heat and hot water included
On-Site internet technician
Covered parking available for a fee
Prox/reader security system

2 & 3 bedrooms apartments available for
share for those looking for a roommate.
On-site leasing staff
On-site maintenance

Collegetown Terrace is managed by Novarr-Mackesey Property Management. Novarr-Mackesey takes great pride in its ability to
provide quality housing to meet the varying needs of each individual. In addition to Collegetown Terrace, contact Novarr-Mackesey
for housing opportunities in central collegetown, North Campus, and more. With a variety of housing accomodations available,
Novarr Mackesey provides housing that ranges from $535 to $2,550 a month per a person.

Novarr Mackesey Property Management
Collegetown Terrace Apartments
115 S. Quarry Street Ithaca, NY
(607) 277-1234
office@ithacastudentapartments.com
ithacastudentapartments.com
collegetownterraceithaca.com
Click to follow:

LIVE YOUR STYLE IN THE
CENTER OF COLLEGETOWN
EDDYGATE
1, 2, 3, 5, 6, and 7 bedrooms
•
•
•
•
•
•
•

24/ 7 Maintenance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Largest bedrooms in Collegetown
Laundry room
On-site management
Sound suppression construction
Accepts credit card payments

407 COLLEGE AVE
Studios, 1, 2, 3, and 4 bedrooms
•
•
•
•
•
•
•
•

Call (607) 273-1654
today to schedule a tour.

24/ 7 Maintenance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Fully furnished with TVs
Large windows
Laundry room
Heat and hot water included
Sound suppression construction
Accepts credit card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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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尽量不要找私人的房东，因为你对这里的情况还不了解，比较安全的办法
就是找一些学生聚集的地方。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询问一下以前房客住的时间长短。一般住2年以上的房
子才能说明比较好。此外，感觉美国的房东会比中国房东更加注意房客的隐私。签lease注意打听是否之前
房客Security deposit被扣，冷热水，电，热，gas，网费，垃圾处理费包多少，算上全部的才是真实房价，
中国学生特别注意天然气（gas），很可能做饭供热都用gas，会比较贵。签lease时还要注意maintenance fee
这一项， 就是房间里有东西坏了，维修费用是不是由房东负责。中介公司一般在apartment的maintenance方
面都做的不错，有专门的负责人，一天之内基本都能修好。但是有些私人房东可能就做的不是那么好，
要么拖着不肯修，要么问房客要维修费，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问清楚。
室友要找好，特别高价位的房子一定要找好舍友再定，否则可能遇到找不到舍友的情况，让人捉
急。看 private house 能请到在校生帮忙去看能更多了解房子的不足，不过要找到好的房子的确要花不少功
夫的。想买车的同学可以尽量选择有free parking的house，也能省不少钱。

申请费、押金、房屋保险和其他费用
(1) 申请费一般是几十美元，主要是租房公司用来审查申请者背景的费用，有时可以免掉。
(2) 押金是申请租房的时候必须要交的，金额大概是一到两个月的房租，会在最后退房的时候退还给
你。押金退还的金额是根据房子的保养程度来定的。所以建议大家在住的时候注意公寓的卫生，
不要损坏公寓提供的用具，在退房的时候也最好仔细打扫一下，这样押金基本是可以全拿回来
的。
(3) 房屋保险：有些Apartment要求住户按照要求买房屋保险，然后把保险单给他们看。一般的房屋保
险大概在每年150美元左右。买保险时每项的Deductable越高，保险越便宜。Deductable数额的意
义是，损失低于这个数字，保险公司不会赔偿（同样适用于其他保险）。但是房东都会有要求
Deductable数字是多少。
(4) Utility：除了房租之外，还有各种其他费用要交，比如电费，水费，取暖费，垃圾处理费，下水道
处理费等等，这些统称Utility。每个公寓收取的Utility项目和价格都有所差别。电费基本都是用多少
交多少，每户有自己的电表，除了那些All-included的公寓。其他的例如水费，垃圾处理费等都基本
是每个月一样的。
(5) 网络：大多数公寓都需要自己安装网络 （Time-Warner Cable）。安装网络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所
以刚住进去的前几天没有办法通过网络跟外界联系。个别公寓的房租会包含网络和有线电视的费
用，例如University Park Apartments。
(6) 停车：大部分地方住户停车基本是免费的。但是有一些在Downtown或者Collegetown的公寓，停车可
能需要交额外的费用。

「 臨時租房，轉租 」
除了认识的熟人之外，一般是直接在网上发消息或者找房子。
http://ithaca.craigslist.org/search/sub
http://www.corneller.com/

「 其他注意事項 」
入住时房屋检查
所有住房入住三天到一周内一般要填写房屋各种设施的状态检查表，这个表一定要认真填写，按时交
给房东或者学校，要尽量详细，再小的毛病也要写上，否则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是你造成的，弄不好就要
赔钱了。而且最好是能拍下照片作为证据。

退房
合同上会写明必须至少在退房多少天之前通知房东，一般是至少30天或者60天，没有做到的话可能会
被罚款。
(1) 退房时，房间一定要自己打扫，并且尽量打扫干净，尤其是卫生间和厨房。如果不打扫，少则100
美元，多则300美元，这还是指无任何问题，只是一般的没有打扫的代价！
(2) 若有设施在你入住期间损坏，最好能买同款换上，若没有，最好提前告知房东，按原价赔偿。若
未告知则可能面临高额赔偿。
(3) 不要忘记到邮局填写邮件转发地址，在填写之后3个月内，寄到旧地址的邮件会被转发到你的新地
址，但是不能转发的邮件除外（比如移民局的信件）。同时要把新地址留给房东或者office。同时
记得在银行，学校等个人账户更改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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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来说，学生需要的基本家具有：床(Mattress加Box springs)、书桌、台灯、座椅、书架、餐桌、沙发、茶几、
落地灯、鞋架、电饭锅、微波炉、热水壶、电源延长线、插线板。除此之外的电器，例如电脑、电视等，网购
是更好的选择。下面我们会介绍家具如何购买和搬运。

「 家具购买 」
新家具购买
美国购买的新家具都需要自己拼装，所需要的螺丝等零件都会包括在家具包装里。组装家具需要自
己准备锤子和螺丝刀等工具，不过有些家具会包含简单的组装工具，例如转椅会包括内六角扳手(Allen
wrench)。工具箱(toolbox)可以在网上Amazon.com或者Walmart超市等地方买到，里面的工具基本可以满足日
常需要。如果需要拼装床之类的大型家具，建议购买电动螺丝刀(motorized screwdriver)和配套的screwdriving
Set。除了拧螺丝之外，电动螺丝刀还可以当作电钻使用。
购买新家具主要有以下渠道:
(1) 本地超市/专卖店
BJ’s Wholesale Club (需要办会员www.bjs.com) 转椅、床垫、各种电器
Target (target.com) 书桌、餐桌、各种椅子、书架、各种电器
Big Lots (www.biglots.com) 床、沙发等
Metro Mattress (www.metromattress.com) 专卖床垫
Walmart (www.walmart.com) 书桌、餐桌、各种椅子、书架、各种电器
Staples (www.staples.com) 书桌、转椅、办公家具
(2) 网上购买
网上可以有更多选择，但是大件家具的运费可能会比较高。下列是几个常用网站：
Amazon.com
Walmart.com
Ebay.com
Overstock.com

二手家具购买
对于学生来说，二手家具是更合理的选择，因为价格远低于新家具。购买时要注意检查一下家具质
量。下面是购买二手家具的主要渠道：
(1) Finger Lake ReUse：Ithaca当地回收旧家具的商店，把旧家具翻修之后卖出。
(2) CSSA论坛：corneller.com，卖家大多是即将离开Cornell的中国学生学者。
(3) Ithaca当地的Craigslist：http://ithaca.craigslist.org/search/fua，卖家大多是Ithaca及周边城镇的美国人，价
格合理，大部分家具质量不错。

「 家具搬运 」
对于组装好的家具，搬运至少需要SUV类型的车，搬床垫至少需要Mini
参考：

Van和Pickup。以下方式供大家

(1) 询问卖家可不可以帮忙运送，可以付额外运费给卖家
(2) 租U-Haul、Budget等大型Truck搬家。每个Truck有很多空间，可以几个人合租一辆。
U-Haul：www.uhaul.com/Locations/Truck-Rentals-near-Ithaca-NY-14850/873076
Budget：www.budgettruck.com/locations/ny/ithaca/148505
Penske：www.pensketruckrental.com/locations/new_york/ithaca/005127/
(3) 联系自己认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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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F1、J1)、学者(J1、H1)到Cornell之后都要去ISSO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Scholar Office)注册，具
体的要求都在ISSO网站上（http://www.isso.cornell.edu/）。除了注册之外，ISSO每年都负责组织国际新生Orientation（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ctc/orientation.php）。
新生的I-20或者DS-2019表格上会有明确的Start Date日期(各院系会有所不同)，最晚要在Start Date之后的三十
天之内去ISSO注册，最早可以在开学之前2个月或者更早。注册的时候可以使用临时信息，以后可以随时更新，
不过如果能使用确定的居住地址和电话号码就更好了。ISSO注册是为了证明并更新你来美国之后的身份信息的
过程，如不注册，准确地说你就没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因此ISSO注册是新生来学校最主要的事情之一。
本科生如果参加ISSO每年的PREPARE项目，可以直接在项目开始时同时注册，非常方便。
学者在向ISSO报道之后，还要向相关院系的小秘（Human Resource）报道。
国家公派留学生一般要在到达美国10天内需要向领事馆报到，具体报到手续和要求请见纽约总领馆网站。
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http://new.chinesehighway.com/，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http://newyork.china-consulate.org/。

「 ISSO 联系方式及工作时间 」
联系方式网页：http://www.isso.cornell.edu/about/contact.php
地址：B-50 Caldwell Hall，Ithaca，NY，14853
(Cornell学校地图 http://www.cornell.edu/about/maps 上面搜索Caldwell Hall 就能找到这个地方，B-50 是房间
号，在这栋楼的Basement)
电话：607-255-5243
传真：607-255-2778
邮件：isso@cornell.edu
工作时间：周一，二，四，五 9:00-16:30，周三13:00-16:30
日常接待时间：周一，二，四，五 9:00-12:00，13:00-16:30，周三 13:00-16:30

「 注冊程序 」
学生注册程序（F1、J1）
相关信息：http://www.isso.cornell.edu/immigration/f1/f1maintain.php
所需材料：
(1)
完成表格：http://www.isso.cornell.edu/immigration/f1/ISSOcheckin2015.pdf
(2)
护照、I-94
(3)
I-20（F1）或DS-2019（J1）
(4)
另外graduate student注册需要一下文件：成绩单复印件及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印象中交成绩
单的时候没有要求密封，不过以防万一，建议还是带着学校的信封）
学者注册程序（J1、H1、OPT）
相关信息：http://www.isso.cornell.edu/academicstaff/arrivalchecklist.php
所需材料：
(1)
护照、I-94
(2)
DS-2019（J1）或者I-797（H1）或者EAD卡（OPT）
(3)
填写I-9表，并交给系里小秘

「 其他注意事項 」
来到美国之后如果是I-20或者是DS-2019等表格遗失，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更新，更改，可以直接去
ISSO补办或者更新，立等可取。新生会收到一个学校给的package，其中会有一个link，包含你开学之前需
要做的事的一个check list, 新生要根据这个list上面的要求到学校各个地方去办理开学前的各种手续。
另外I-20上是有ISSO office的人的签字的，签字的有效期是一年。如果要去美国之外的地方旅行，要
保证这个签字在有效期之内。如果你距离上次签字超过一年，并且要去国外的话（需要经过美国海关）
，必须去ISSO补一个签名。如果是持加拿大绿卡或国籍的，要出去旅游 签名有效期只有半年，需半年一
签。

「 相關資料 」

Cornell ISSO参考资料：http://www.isso.cornell.edu/about/handouts.php
（包括关于签证、维持合法身份、办理SSN和报税等信息）
到Cornell之前的信息：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comingtocornell.php
到Cornell之后的信息：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nowthatyouarehere.ph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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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ISSO和院系注册之后，就可以去办理Cornell ID卡。Cornell ID卡是你作为Cornell一员的身份证明。根据你
的身份，可以用Cornell ID卡进出学校各楼、吃饭、健身、借书、乘公交、在校内买东西等功能。如果随坏或丢
失Cornell ID卡，办新卡要交40美元，所以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Cornell ID。
除了学生学者本人之外，全日制学生/学者都可以给家属办理Cornell ID卡。家属的Cornell ID卡可以用来进入
学校图书馆、体育健身设施和乘公交车。
学校网站与Cornell ID卡相关的信息 https://registrar.cornell.edu/Student/idcards.html

「 办卡地點 」
Day Hall，在Day hall B07室，在地下一楼，Cornell ID当场就可以拿到。
(Cornell学校地图 www.cornell.edu/about/maps/ 上面搜索Day Hall，离钟楼很近)

「 办卡時間 」
学生
需要在暑期在网上提交Cornell ID卡申请，参考学校发给新生的To Do List。
学者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后才可以办理。

「 所需材料 」
学生
参考学校发给新生的To Do List。
学者/雇员
(1)
护照（或美国驾照）
(2)
系里的证明文件
家属
(1)
(2)
(3)
(4)

学生/学者本人及家属的photo ID（一般就是护照，有美国驾照也可以）
学生/学者本人的Cornell ID
Cornell ID申请表
https://registrar.cornell.edu/Student/Spouse%20Partner%20ID%20Card%20From10-07-14.pdf
可能还需要关系证明文件（结婚证明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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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課網站地址 」
studentcenter.cornell.edu
注意，没到选课时间的时候是不可以选课的，但是还可以search class并看到还有多少open spots。建议
选课前调查好每门课的空位数量并制定选课次序，先选空位少的课。选课当天早上还是比较intense的。如
果是需要教授consent，或者需要申请更多学分才可以enroll的课，需要和教授或者advisor沟通，必要时填写
petition form。

「 選課時間 」
选课有两个时间段，分别是pre-enroll period和add drop period。
Pre-enroll period大概三天左右，主要是学校用来估计每节课大概上课人数好确定地点的，并不是学
生的finalized schedule, 所以可以选的比较随意，就算没有选到要上的课或者选到了不喜欢的课也没有关
系，add drop period的时候都可以做修改。
Add drop period在开学前一周开始。如果有的课上了两节发现不喜欢可以随时drop或者修改。这个阶段
是一个频繁上student center刷课的好时候，因为即便之前没有空位的课也可能随时因为有学生drop而空出
座位来！选课时间段都是早7点开始。想抢到popular课的同学要早早起床做好准备啊！选课顺序是大四
先选，大一最后选。大家要关注好add drop的具体时间，以防没有及时add或drop。
如果没有选到想上的课或特定某个时间段的discussion也没有关系，可以先直接去听课，课后与教授讲
明自己对此课程的兴趣或说明自己的schedule只能参加某个特定的discussion，教授和TA一般会帮你加进你
想进的课。

「 選課工具 」
选课期间可以在classes.cornell.edu上查看课程描述，学分，教授信息等。
网上有很多模拟选课工具，比如Coursepad.me。在这些网站上可以模拟选课，根据不同的 combination排
出很多种可能的课表。在里面只需点击右下角tools中的show class number，就可以看到每门课的number，避
免了在student center上先搜索课 写下每门课特定的number再add课程，节省时间。另外Schedulizer也有强大
的搜课功能，比如自己schedule里有个空不知道上什么课好的时候可以把时间输进去搜课。
还有一些提供课程和教授评价的网站比如ratemyprofessor.com。这些网站可以通过上过课的学生做出的
真实评分，帮你在同一门课的几个professor中做出选择，或者在几门课中做出选择。可以获取的信息包括
课程难易度，有趣程度，能不能学到知识等等。

「 選課 Preference 」
Academic/Career
每个专业都需要满足一些core才能毕业，就算大一没定专业的时候也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每个school都有类
似degree audit一类的工具，可以上网搜索一下，了解自己毕业前应该take哪些课。各学院都有自己的毕业
要求即时checklist，比如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的DUST report，可以方便学生在一学期结束后随时查看自
己学术上的进度。各学院都有不同的distribution requirement，例如diversity/humanity/science等等。大家在选课
没有方向的时候 可以先选满足这些要求的课。
Interest
在重视博雅教育的康奈尔，学校开设的丰富课程正是”any person, any study”的体现。在满足专业要求的
同时，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结合自己的学力水平，适当选择一些有趣的课程。比如酒店管理学
院的品酒课，海洋学入门，蘑菇课，表演等等，也可以探索学校开设的各种体育课程。康奈尔的add drop
政策更方便了我们对于兴趣课程的探索，毕竟若课程不适合自己还可以在deadline之前改掉。
Credit load
选多少个学分合适？12个？18个？24个？其实真的是因人而异。开始可以适当选少些适应一下先，之后再
慢慢加load。还要考虑该学期的其他commitment, 比如社团活动、工作、social等等。不小心overwhelm自己
就不好了。大一一般只能选18学分或以下。如要多选，需要和advisor说，并且petition。一般本科四年八学
期，只需保证每学期15学分就可确保120学分的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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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这个很直截了当的了。如果你不是个morning person，不想在伊萨卡冰天雪地的清晨怒爬20分钟山坡去上
课，就不要在spring学期选早8点的课啊！！！如果你是个吃货，想好好enjoy每天的午饭，就不要在中午只
留25分钟的吃饭时间啊啊啊！！！如果你比较忙，不想每天上课上到四点十分，就把课都排在上午然后好
好利用下午的大块时间啊啊啊！！！如果你有异地小男友/小女友/小基友，想在周末去外地，就想方设
法不要在周五排课这样周四晚上就可以坐车驶向亲爱的怀抱了。
GPA
如果为了拉GPA可以故意选一些水课。可以直接问同专业学姐学长take过的easy A的课，或者到提供rating的
网站上寻找平均分高的课。不过不到万不得已不建议把拉GPA当做选课标准，因为毕竟学知识是主成绩是
辅。

「 電子黑板 」
www.blackboard.cornell.edu
多数课程会在电子黑板上发布上课的handout，回家作业，以及课程通知，所以选完课之后就要去 blackboard上面添加这门课。Blackboard上有些课程可以随意加入，有些则需要任课教授的批准或者加入密码，
也有些教授会在第一节课上登记你的NetID然后他手工添加你，所以第一节课比较重要，不管以后选不
选，去听一下还是很有帮助的。有些教授喜欢使用他/她学院的网页空间或者CIT的网页空间来替代电子
黑板，那么你可以根据他所说的去访问这门课的信息。

「 Cornell 課程資料大全 」
http://courses.cornell.edu/
其中，course of study 是课程编号及课程介绍，course and time roster 是上课教室和时间，其中有关于building
code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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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ell 校園內網絡 」
校园的各个楼里都有免费网络，校园里也有信号，不过会差一点。上网的设备需要注册，包括手
机、笔记本、Tablet。每年要更新一次。用自己的NetID就可以登陆。
具体方法参照Cornell IT网页：http://www.it.cornell.edu/services/guides/getting_connected/

「 Cornell 校園外網絡 」
大部分地方家里网络需要自己开通（除了学校的 Hasbrouck、Maplewood 和学校外的 University Park，这
三个地方房租包含网络）。装好有线网络之后，可以自己架设无线网络，只要买一个无线路由器（Wireless Router）就可以了。常用的就是TP-LINK和NETGEAR，价格不贵，可以在网上或者Ithaca的Bestbuy、Target
和Walmart等地方买到。网络供应商有以下选项：
Time Warner Cable （TWC）
可以直接在网上开通（http://www.timewarnercable.com/）。
TWC是通过有线电视电缆（Cable）连接的网络， 需要一个Modem。如果使用TWC提供的Modem，要交30美
元的安装费，还要每个月要多交8美元的租金，而且要等公司的人有空才能来安装（一般要等好几天）。
自己有Modem就不用交这些额外费用，也不用等人来装。所以建议自己买一个Modem，匹配的型号在TWC
网站上可以找到（http://www.timewarnercable.com/en/support/internet/topics/buy-your-modem.html）
根据不同的网速，每月收费也不一样，最便宜的15美元/月（最高到2Mbps），普通的35美元/月（最高到
15Mbps）。网速不太稳定，但已经是除学校网络之外最好的了。
Verizon DSL
可以直接在网上开通（http://www.verizon.com/home/highspeedinternet/#plans）。
Verizon DSL是通过电话线链接，同样需要Modem，可以在开通的时候通过Verizon购买，或者自己按照匹配
的型号购买。网速相对比较慢（最高到7Mbps），而且网络（30美元/月）跟家庭电话（15美元/月）是捆
绑销售，价格比TWC贵，45美元/月。
Verizon FiOS网络速度很快，价格也不贵，可惜现在还没有光纤连到Ithaca。

「 公共場所網絡 」
连锁店比如星巴克、麦当劳一般都有免费的Wi-Fi链接，其它商店有些也有给Customer用的免费Wi-Fi。

「 VPN 」
假期回国如果遇到登录康奈尔账户连接过慢或者无法正常使用Gmail，Cmail等情况,可以安装VPN进行
虚拟网络连接。http://www.it.cornell.edu/services/vpn/

「 Cornell 網絡資源 」
Cornell 答疑Q&A
https://askezra.cornell.edu/
校园地图
http://www.cornell.edu/about/maps/。除此之外，Day Hall那里有免费的地图可以拿。Cornell Map 还可以在学校的
各个Information Booth (就是马路中间的那些小亭子) 里面拿到。康奈尔校园很大，刚来的时候，建议拿一
张地图。
校历
http://www.cornell.edu/academics/calendar/index.cfm
学生社团活动
http://www.dos.cornell.edu/dos/activities/
校园生活
http://living.sas.cornell.edu/ （包括食堂、宿舍等信息）
校内交通、停车
http://transportation.fs.cornell.edu/
电子邮件
cmail.cornell.edu （学生邮件系统），outlook.cornell.edu（学者邮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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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l Bursar（学生个人财务账户）
http://www.bursar.cornell.edu/（付学费等）
学生综合资源
https://www.studentessentials.cornell.edu/
学者综合账户
http://workday.cornell.edu/ (工资信息查询, 税收信息, W-2表下载)
Cornell IT支持
http://www.cit.cornell.edu/
Bear Access
http://www.it.cornell.edu/services/bearaccess/ 里面有丰富的学校资源，包括免费杀毒软件
选课
www.studentcenter.cornell.edu
电子黑板
www.blackboard.cornell.edu
图书馆
www.library.cornell.edu
图书馆各种服务
http://www.library.cornell.edu/svcs
图书馆电脑软件配备，设备租借等
https://olinuris.library.cornell.edu/Equipment
https://mannlib.cornell.edu/equipment-software
找工作、实习
http://www.career.cornell.edu/
https://cornell-students.experience.com/experience/login(大量内部招聘信息,强烈建议注册)
ISSO (国际学生及相关事务)
http://www.isso.cornell.edu/
Cornell 各类信息入口网站(包括天气预报)
http://www.cuinfo.cornell.edu/
Cornell Ciser 统计，运算中心
http://www.ciser.cornell.edu/
Cornell 警察局
http://www.cupolice.cornell.edu/ 电话607-255-1111，学校及周边地区来的比911要快，火警打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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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 」
康奈尔的体育设施非常多（http://recreation.athletics.cornell.edu/），基本上都是不用钱的，大家要好好利用，
锻炼好身体。这些场地保养的非常好，室内的木地板每年都会上蜡。篮球场是最多的，网球场室外的很
多，室内较少。游泳馆有两个，非常漂亮。羽毛球，乒乓球，排球大多不是固定场地，一般每周有固定
活动时间，因为有暖气，都是一年四季不中断的。不喜欢剧烈运动的可以到各种风景如画的trails走走，到
Helen Newman打下保龄球，或者到Noyes打下免费的桌球。体育课基本能想到的都有，不能想到的也有，可
以修一个学分过过瘾。冬天Ithaca周边有滑雪，比较危险，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要逞强哦！

免费项目
篮球
北校区的Helen Newman，西校区的Noyes Recreation Center，central campus的Barton Hall都是常去的场所，学生
免费借球。在Hasbrouck和A-lot附近还有几个室外篮球场，需要自己带球。
足球
Cornell CSSA的足球队参加每年的Ivy Cup足球比赛，并且在2013年夺得第二届Ivy Cup的冠军！2014年的Ivy
Cup是由Cornell主办，CSSA足球队欢迎你的加入！CSSA足球队是一个Cornell注册的组织：Chinese Dragon
Soccer Club (http://orgsync.rso.cornell.edu/show_profile/73408-chinese-dragon-soccer-club)。夏秋季天气好时在Ithaca
High School踢室外场，冬季下雪时在Bartels Hall Ramin room踢室内，通常是一周1－2次训练。足球队训练比
赛的通知通常发布在mailing list：cdsc-l@list.cornell.edu上，大家可以加入这个mailing list获取踢球的信息！
排球
排球周日下午Helen Newman的club主要是中国人，2-4pm，有好几个中国faculty支持着这个club，适合中等水
平排球爱好者，初学者也欢迎加入。
羽毛球
Helen Newman 的二号场地除了周三晚上和周日打排球，其他时候主要是打羽毛球。周二周四6-9pm以及周
六11am-1pm是羽毛球俱乐部活动时间，康村会打羽毛球的都会出现，因此场地比较紧张。Noyes周六11am2pm是住west campus本科生理想的打羽毛球时间，人一般不多。Barton据说偶尔也能打羽毛球。各个场地都
可以免费借球拍、球网和用过的旧球。羽毛球俱乐部活动时会提供新的Aeroplane比赛用球。
乒乓球
乒乓球俱乐部（http://cornelltabletennis.wix.com/tabletennisclub#!）每周两次活动，一次在周四晚9点到11点半
在Helen Newman二号场地活动，还有一次是周六晚上7点到10点在Helen Newman Hall地下一层舞蹈教室。
Noyes长期可以打乒乓球。Hasbrouck的Community Center周三晚有乒乓球之夜活动，这里的爱好者水平比较
高。
网球
竞技网球club和Non-competitive都有不只一个。场地Reis Tennis Center，Appel Tennis Courts，Ithaca High School
tennis court，Faculty Tennis Club等。
游泳
Helen Newman和Teagle Hall：http://wellness.cornell.edu/poolhrs.php里面有详细的hours。两处的open lap swim泳池长
度都是25 yards，相对来说Helen Newman对初学者更友好一些，泳池的一半比较浅可以踩到地。Teagle Hall属
于标准泳池，只有泳池一边的3米能踩到底，其余是全程深水区。Teagle另外有一块场地专供初学者学习，
可以全程踩到地面，但是开放时间可能和open lap swim不一样。Open lap swim各泳道有浮标隔开，并且需要
根据游泳速度选道，Helen Newman通常是由靠近更衣室一侧的泳道至远离更衣室的泳道速度依次递增。尤
其是在游泳人数比较多的时候选道结合自身和泳道的情况。
跑步
Cornell running club。http://www.rso.cornell.edu/crc/
桌球
Noyes Recreation Center。

付费项目
保龄球
Helen Newman地下，只要$2.5/game。下午到晚上开放，周日关门。
健身房Fitness center
$145/yr 包括 Appel Commons，Helen Newman， Noyes和Teagle Hall。http://fitness.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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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量适合女生的健身操课程：http://recreation.athletics.cornell.edu/fitness-centers/group-fitness-classes

「 休閒娛樂 」
1. 瀑布、州立公园（郊游、烧烤）
Ithaca自然风光优美，附近有各种大小瀑布。最近的就在学校里面。稍远一点，Ithaca附近有几个州立
公园，可以郊游和烧烤。开车三个小时，可以到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平时大家常去Cayuga湖
边的Stewart Park野餐和烧烤。Ithaca附近纽约州立公园的信息可以在网站上查找（http://www.nysparks.com/
regions/finger-lakes/default.aspx）。以下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州立公园：
Buttermilk Falls State Park (http://nysparks.com/parks/151/details.aspx)
Taughannock Falls State Park (http://www.taughannock.com/index.html)
Robert H. Treman State Park (http://parks.ny.gov/parks/135/details.aspx)
Watkins Glen State Park (http://nysparks.com/parks/142/details.aspx)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http://www.niagarafallsstatepark.com/)
2. 博物馆
Johnson Museum of Art：（http://museum.cornell.edu/）
在校园内，对公众免费开放
Museum of the Earth：（http://www.priweb.org/index.php?）
在Cayuga Lake西岸，展示地球自然历史
Corning Museum of Glass：（http://www.cmog.org/）
距离Ithaca开车一小时，由康宁公司建立，展示各种玻璃制品和制作工艺
3. 电影院
Regal Ithaca Mall Stadium 14
普通大型连锁影院，在Ithaca Mall里面，地址：40 Catherwood Rd, Ithaca NY 14850
Cinemapolis
在Downtown Commons，播放文艺片、独立电影和本地电影，地址：120 E Green St, Ithaca, NY 14850
4. 葡萄酒庄
Six Mile Creek Vineyard
http://www.sixmilecreek.com/
地址：1551 Slaterville Rd, Ithaca, NY 14850
5. 农场活动
Ithaca附近有很多农场，可以去自己采摘水果，比如草莓、樱桃、蓝莓，价格比直接买要便宜。秋天还
有草泥马节（http://www.nationalalpacafarmdays.com/）。
6. 其它活动
Ithaca Farmer’s Market
http://www.ithacamarket.com/
每周六日，本地人卖自家生产的东西，地点在Cayuga Lake湖边，地址：Steamboat Landing , 545 3rd St
Ithaca Festival
http://ithacafestival.org/
每年5月底，类似于赶集，当地的商贩卖东西，还有民间艺人表演。
Apple Harvest Festival
http://www.downtownithaca.com/
每年10月初，庆祝苹果丰收，有各种苹果做的东西，也有民间艺人表演。

「 旅遊 」
旅游综合：http://www.tripadvisor.com
各地美食：http://www.yelp.com
国家公园：http://www.nps.gov/
机票旅馆预定，机场租车：
Priceline（http://www.priceline.com/），Hotwire（https://www.hotwire.com/），Orbitz（http://www.orbitz.com/），Expedia（http://www.exp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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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想吃的舒服还是自己在家做饭，而且也更省钱，买菜等内容可以参考购物章节。但是很多时候需要在外
面吃饭，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学校里和Ithaca的餐馆。

「 校內 」
Cornell拥有全美最好的dining halls之一，有10个自助食堂（All You Care To Eat Dining Rooms）分布在north, west,
and central campuses。每个食堂都有自助的salad bar, hot entrees, dessert，等等。大一新生一进来住在North campus，
有RPCC, Appel和Risley三个食堂在附近。推荐Appel每天午饭，晚饭的Asian station。RPCC的中餐，周日brunch的dim
sum以及sushi bar和Mongolian Stir Fry。Appel和RPCC的wing bar也不错。而West campus选择更多有六个食堂 尤其是
Carl Becker House和Hans Bethe House都非常好吃，是平常晚饭以及周末brunch的好去处。Central campus的Okenshields，位于Willard Straight Hall，平常周一到周五开，大家上课的时候去很方便，只是有时候人特别多要排队，
午饭可以打包。
学校里面除了可以自助食堂外还有很多cafés，food courts，and coffee houses，强力推荐在Willard Straight Hall的Ivy
Room (里面的salad，noodle bowl soup以及Korean spicy beef wrap都很好吃)， 在Statler Hotel里面的Terrace restaurant (
有特别好的salad station)和Mac’s Café，以及在Kennedy Hall的Trillium。
Staff (Postdoc)和Faculty在学校吃饭有MealChoice Plan，价格比学生便宜很多。周一到周五所有自助午餐
$6.99/人。自助早餐和晚餐有10%折扣，校内的cafés、food courts和coffee houses买早中晚餐也都有10%折扣。
餐厅的开门时间以及菜单都可以在https://living.sas.cornell.edu/dine/ 查询。
餐厅地点可以在校内地图http://www.cornell.edu/about/maps/ 查询。
All You Care To Eat Dining Rooms 自助餐
https://living.sas.cornell.edu/dine/wheretoeat/AYCTEdiningrooms/index.cfm
Cafe’s, Food Courts, & Coffee Houses
https://living.sas.cornell.edu/dine/wheretoeat/cafescoffeehouses/index.cfm
Convenience Stores 便利店
https://living.sas.cornell.edu/dine/wheretoeat/cstores/index.cfm
Hot Truck & Louie’s Lunch (非学校经营)
两辆红色卡车，卖pizza、汉堡、薯条之类的美式食品，从中午开始到半夜。
Hot Truck，停在学校西边的Steward Ave和University Ave的路口
https://plus.google.com/103026267280289315158/about?gl=us&hl=en
Louie’s Lunch，停在North Campus的Risley Hall和Balch Hall中间
http://www.louieslunch.com/

「 校外 」
Ithaca的餐厅集中在以下四个区域：Collegetown，Downtown，Ithaca Mall和南边的96好公路（Elmira Rd）。餐馆地址
可以用google map很容易找到。

中餐馆
大家最关心的中餐，在collegetown里面主要有四家：
故乡味
2014年新开的餐馆，火锅、东北菜为主，价格适中，味道不错，推荐酒酿圆子、拔丝地瓜、冷锅鱼。
状元楼
https://living.sas.cornell.edu/dine/wheretoeat/cafescoffeehouses/index.cfm
海虹楼
主要是炒菜，周末有港式早茶，但是价格相对较贵
Asian Noodle House
除此之外，还有几家中餐馆分布在Ithaca其它地方：
成都印象（Mitsuba）
川菜为主，在北边的Ithaca Mall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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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Wok
在Ithaca Mall里的food court，价格便宜，星洲炒米粉不错。
川味坊（Spicy Asian）
川菜为主，在Ithaca南边，靠近Walmart。
明月中式自助餐（Main Moon Chinese Buffet）
价格便宜，在Ithaca南边，比较远。
玲园（Ling Ling Garden）
普通中餐炒菜，在East Hill Plaza。
翡翠园（Jade Garden Restaurants）
点菜或外卖，点菜比自助餐稍贵，在downtown。
春天自助餐（Spring Buffet）
性价比高的中式自助餐，从中式料理到海鲜、寿司，有丰盛的菜肴。

其他亚洲餐馆（韩国、日本、越南、泰国、印度等）
Collegetown附近：

韩国餐馆
KOKO(部队汤很好吃)、Four Seasons（大酱汤、海鲜拌饭、泡菜炒猪肉好吃）和Kangnam Station （海鲜
汤面有名）
日式餐馆
Plum Tree（寿司做的很好）和Cafe Pacific
印度自助餐
Mehak和Sangam Indian Cuisine
其它地点的亚洲餐馆：
越南餐馆
Saigon Kitchen（downtown附近，越南面味道不错，一般需要排队）
泰国餐馆
Taste of Tai（有两家，都在downtown附近）
日式餐馆
SUMO（在北边的Ithaca Mall），Tokyo Hibachi Sushi（离Walmart较近）
亚洲餐馆
Mia Restaurant（downtown）和Capital Corner （downtown，有Sushi自助餐）

美式餐馆
CollegeTown 附近
Collegetown Bagels它家的各种蛋糕甜点都很好吃，Carriage House Cafe brunch很有名，Stella’s
美式正餐
John Thomas Steakhouse（在很南边，传说是Ithaca第一的餐厅，价格自然也很贵），Madeline’s Restaurant（在
Downtown，它家的甜点真的不能错过），The Heights Cafe and Grill（在学校北边，典型的美国正餐），The
Boat Yard Grill（Cayuga Lake湖岸边，景色不错）
其他餐馆
Maxie’s Supper Club & Oyster Bar （Downtown附近，新奥尔良风味海鲜和BBQ），Wings over Ithaca （East Hill
Plaza，主要卖炸鸡翅、薯条），Buffalo wings （Ithaca最南边，明月中式自助餐对面，各种口味炸鸡翅）
，Applebee’s （Ithaca Mall附近，紧邻成都印象，美西南风味）

欧式餐馆
意大利式餐馆
Ciao（Ithaca Mall附近），ZaZa’s Cucina（Downtown，靠近13号高速）
西班牙餐馆
Just-A-Taste（Downtown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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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风味
Sahara Mediterranean Restaurant（Downtown commons）
土耳其餐厅
Istanbul Turkish Kitchen （靠近13号高速）

快餐店
美国大多数的连锁快餐店都可以在Ithaca找到，但是没有KFC。在学校附近的只有在collegetown的Subway。
北边Ithaca Mall附近有McDonald’s和Pizza Hut。其他快餐店都在Ithaca南边，Walmart附近。出了Ithaca，在北边
的Cortland或者南边的Horsehead有更多美式连锁店，比如KFC，Texas Road House之类，但是开车都要1个小
时左右。
三明治
Subway
匹萨
Pizza Hut，Papa John’s
墨西哥肉卷
Chipotle，Moe’s，Taco Bell
汉堡
McDonald’s， Wendy’s，Arby’s，Burger King
早餐
Denny’s

其它
咖啡/奶茶
喝咖啡有无处不在的Starbucks，奶茶有Collegetown的功夫茶和Old Tea House
冰淇淋店
Cold Stone（Ithaca最南边），Purity Ice Cream（Downtown靠近13号高速），Sweet Melissa’s Ice Cream
Shop（Downtown）
糕点
Wegmann’s超市里面，有各种新鲜蛋糕和甜点，做的很精致，味道也很好
Ithaca Farmer’s Market
周末卖自家生产的东西的，有几家卖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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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下大家在Ithaca平时都去哪里买东西：
1 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都直接在大型超市里面买。大家平时常去的大超市有Bj’s（需要办会员卡，Cornell的学
生和Staff第一年会员费有优惠），Wegmans，Tops，Wal-Mart，Target。买中国和亚洲食品有Ithaca Tofu（豆腐
店）和永利超市（Win Li Supermarket）。
2 服饰鞋帽之类的主要在Ithaca Mall里面和Wal-Mart。除此之外，离Ithaca比较近的还有大型的Destiny Mall（在
Syracuse, NY）和Waterloo Premium Outlets（在Waterloo, NY）。
3 普通的药物可以在Wal-Mart，Target，CVS和Rite Aid买到。
4 电子产品可以去BestBuy买，但是建议最好网购（比如Amazon.com，Newegg.com），更便宜。
5 Cornell Store（http://store.cornell.edu/）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开学的时候可以在这里买笔记本（MacBook）
，会打折，还送打印机。另外也有学生常用书籍和软件，各种Cornell的衣服和纪念品。里面一层有CFCU和
Tompkins Trust两家银行，二层还有一个USPS的邮局。
Ithaca的商店和超市主要分布在下面三个区域：
1 北边Ithaca Mall附近：13号高速公路和N Triphammer Rd的交叉口, 30、70路公交车可以到。
2 Downtown Commons：Ithaca的市中心，商店集中在Commons步行街。从学校里坐10，30，32，70，72路都可
以到。
3 Ithaca南部：从96号公路旁边的Wegmans开始，沿96号公路往南到Buttermilk State Park。从学校坐公交需要转
车，先到Downtown Commons，然后转乘15路。

下面分类别详细介绍一下Ithaca的购物场所：

「 食品，日常生活用品 」
College Town附近
小型的Ithaca Tofu超市
在Four Season韩国餐厅的斜对面，2015年豆腐店新开了一个小型的分店，主要是中国和韩国食品，没
有亚洲蔬菜，但有很多调料、冷冻食品等亚洲食材以及韩式、中式饭锅，不方便去北边Ithaca Mall附
近的同学可以到这里购买亚洲食材。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BJ’s
大型仓储式超市，需要办会员（Cornell的学生和Staff第一年会员费有优惠）。卖的东西都是很大份包装
的，换算成单价是最便宜的。
Ithaca Tofu（豆腐店）
大家常去的亚洲超市，主要是中国和韩国食品，能买到一些其他超市买不到的亚洲蔬菜，食物，调
料。32，72路公交可到。
Target
大型综合超市，跟Wal-Mart差不多，吃的东西不多，更偏重家居用品。
Tops
主要卖食品和生活用品，价格比较便宜。

Ithaca南部
Wegmans
大型超市，尤其很多蔬菜水果是当地生产的，比较新鲜。
Tops
主要卖食品和生活用品，价格比较便宜。在Wegmans旁边。
Wal-Mart
这个就不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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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 Li Supermarket（永利超市）
中国人开的超市，能买到中国蔬菜，食物，调料。种类比豆腐店全一些，但是价格更贵。在Ithaca最南
边，比较远。
Maine source
蔬菜和肉类比较便宜（可以买到五花肉、牛骨头）。在Ithaca最南边。

东边East Hill Plaza
P&C Fresh
主要卖食品和生活用品，据说糕点不错。82路可到，住Maplewood 和 Summerhill的同学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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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超市
collegegrocery.com
与纽约大型华人超市合作的网上超市。有上千种亚洲生鲜，包括Ithaca不易买到的活鱼、熟食、亚洲果
蔬等；并有纽约商家的烤羊肉串、陕西凉皮等各种小吃代购。 每周六送货上门，适合没车的同学。

「 服飾鞋帽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Ithaca Mall
http://www.theshopsatithacamall.com/
服饰方面主要有卖运动鞋的Foot Locker 和Famous Footwear；卖护肤品和化妆品的ULTA；还有卖衣服的Old
Navy, American Eagle, LOFT等等；卖中高档的化妆品、衣服、鞋子以及家居用品的Bon-Ton。
Bj’s和Target：也卖衣服，但是比较少。

Downtown Commons
Urban outfitters
比较fashion的衣服、鞋，还有化妆品等。

Ithaca南部
Wal-Mart
平时穿的普通的衣服，T-shirt、Hoodies、衬衫、牛仔裤等，价格比较便宜。
Kohls
http://www.kohls.com/stores/ny/ithaca-1203.shtml
有衣服、鞋子、化妆品和家居用品，经常有货架是清仓的，一折的两折的都能买到。

Ithaca之外的周边区域
Destiny Mall（Syracuse, NY）
目前是全美第五大的Regional Mall（第一大的是纽约的Macy’s）。对Ithaca购物资源愤愤不满的小富婆小
公子哥们不防在周末去趟Syracuse。如果有学长学姐去Destiny，搭车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不然就自力更
生。路线：七点多起床，叫辆的士（607-277-7777）给你载到Greyhound Station, 基本上7块钱搞定。然后
当场买票，坐7：55a.m.的大巴直接在Destiny下车，预计9：25能到。回程需要在离Destiny挺近的Greyhound
Station上车，5：00p.m.的车，扛着你买的大包小包，坐回Ithaca的Greyhound Station，打车回家。大巴来回
$28.5，属实是挺划算的。
Waterloo Outlet (Waterloo, NY)
开车一个小时。Waterloo 的outlet 是要预先print out coupon 的，所以要先register然后打印出coupon book。如
果是Thanks Giving去血拼，最好早点出发，因为人很多，去晚了很多好的款式就没有合适的尺码了; 而
且早去一般discount比较多。不过outlet的缺点是没有时新款式。
Woodbury Outlet（Woodbury, NY)
全美最大的名牌折扣聚集地，三小时车程，可以从Cornell Campus坐Shortline的大巴到。Woodbury里可以
买到大部分的牌子(Burberry，Gucci，Prada，Dolce &Gabbana，Valentino，但没有LV)。通常是大家在感恩
节的那天晚上五六点钟就过去排队，有很多店到八九点钟就开了。一般那段时间打折可以达到平均50%
，70%-80%off的也不少。

「 電子产品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BestBuy
可以买到几乎所有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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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s
可以买到电视、数码相机、优盘、iPad、电脑、打印机、机音箱等等。
Target
可以买到电视、数码相机、优盘、iPad、电脑、打印机、机音箱等等。

Ithaca南部
Walmart
可以买到电视、数码相机、优盘、iPad、电脑、打印机、机音箱等等。

「 药，保養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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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边Ithaca Mall附近
Target
里面有Pharmacy，各种常用药物。
Rite Aid
连锁药店。
Bj’s
卖保健品，还可以配眼镜。
Ithaca Mall
里面有卖保健品的GNC和vitamin world。

Ithaca南部
CVS
全国连锁药店。
Rite Aid
连锁药店。
Walmart
里面有Pharmacy，还可以验光、配眼镜。
The Vitamin Shoppe
卖维他命、鱼油等保健品。

East Hill Plaza
Rite Aid
连锁药店。

「 家居用品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Bj’s 和 Target
大部分居家用品都可以买到。
Bon-Ton
在Ithaca Mall里面，卖中高档的化妆品、衣服、鞋子以及家居用品。

Ithaca南部
Walmart
大部分居家用品都可以买到。
Bed Bath&Beyond
http://www.bedbathandbeyond.com/
专卖居家用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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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家電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Bj‘s
转椅、床垫、各种电器。
Target
书桌、餐桌、各种椅子、书架、各种电器。
Big Lots
www.biglots.com
床垫、沙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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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 Mattress
www.metromattress.com
专卖床垫。

Ithaca南部
Walmart
www.walmart.com
书桌、餐桌、各种椅子、书架、各种电器。
Staples
www.staples.com
书桌、转椅、办公家具。

「 運動用品，戶外产品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Dick’s
http://stores.dickssportinggoods.com/ny/ithaca/156/
各种运动、户外用品，包括球类、球拍、运动服、运动鞋、帐篷、睡袋、气垫床、野外用的炉子、鱼
竿、Kayak等等。

Ithaca南部
Walmart
运动、户外用品也很多，但是没有Dick’s专业。

「 汽車配件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Bj’s
可以换轮胎，价格比较便宜。
Advanced Auto Parts
http://ny.ithaca.stores.advanceautoparts.com/

Ithaca南部
Walmart
有各种汽车配件，很全。
Advanced Auto Parts
http://ny.ithaca.stores.advanceautoparts.com/
靠近Wal-Mart。
Goodyear Auto Service
http://www.goodyearautoservice.com/
在Ithaca最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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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品，美術用品 」
北边Ithaca Mall附近
AC Moore
http://www.acmoore.com/
主要是用来做装饰品的材料，有彩带、布、彩纸、小装饰品等等。在Ithaca Mall里面。

Ithaca南部
Hobby Lobby
http://shop.hobbylobby.com/
卖颜料、纸张、画布、画笔、毛笔、铅笔，还卖一些装饰品，运气好的话还有人会裱国画。靠近WalMart。

「 樂器，音響設備 」
Downtown Commons
McNeil Music
http://mcneilmusicofithaca.com/index.php
键盘、吉他、架子鼓、音响设备、DJ系统。地址是110 West Green St.。

Fall Creek区域
HICKEY’S MUSIC CENTER
http://www.hickeys.com/
乐器很全，各种管弦乐器、打击乐器、钢琴、吉他等等，以及乐谱和音乐软件，也修乐器。旁边还有一
个Cayuga Music Shop是专门修乐器的。地址是104 Adams Street。

「 家裝建材 」
Ithaca南部
Home depot
http://www.homedepot.com/
在Ithaca最南端。
Lowe’s
http://www.lowes.com/
Wal-Mart旁边。

「 網購 」
在美国网购非常方便，而且价格普遍比实体店里便宜，而且经常会有打折很多的东西。所以除了新
鲜蔬菜、水果、肉类之外，不急需的东西都建议网购。但是鞋和衣服最好还是在店里买，因为网购的尺
寸不一定合适。

常用购物网站
www.amazon.com
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建议大家用学校的邮箱注册一个帐号并申请Prime Membership，买大部分东西能拿到
2-day free shipping。Prime有半年的免费试用期，之后年费$39。由于美国shipping价格高而且慢，申请Prime非
常划算。
www.ebay.com
也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
www.newegg.com
全部电子产品及配件。
www.half.com
买二手书非常便宜，有的其实都是新的。

通过商家或者品牌官网购买
通过超市，比如Wal-Mart的网站买东西，可以选择把商品送到本地Wal-Mart，然后自己过去取，这样运
费可能会低一些。
-34关注彩妆和护肤产品的女生可以留意一下各个牌子的官网。很多护肤品的官网上到一定时间都会有
很多很好的小样。像Estee Lauder，LanCome，Elizabeth Arden 等都可以买到很合适的东西。还有一个比较便
宜的洗照片的网站Snapfish，总会有一些免费产品或是洗照片或是free stuff，大家也可以关注下。

找Deal的网站
www.dealmoon.com（北美省钱快报）
www.dealsea.com
www.dealslist.com
www.bensbargins.net
www.fatwallet.com
www.myhaibit.com (Amazon旗下专业好品质品牌折扣,每日更新,强烈推荐)

价格比较网站
http://www.nextag.com/
http://www.pricegrabber.com/
最后补充一下，关于商品打折促销和退货。每逢大型节假日，比如感恩节，圣诞节，商店都有非常
大的折扣，就跟国内的清仓大甩卖，跳楼价一样，所以大家在节日之前可以留意一下各大商场的促销
活动。如果对买的东西不满意，不论是在网上或者店里都基本是可以退的，食品除外。比如Wal-Mart 和
Target 都是90天凭receipt即可退货。网上买的东西，退货可能要自己出邮费。

-35-

拾
壹
購
物

拾
貳
交
通

「 公共交通 」
公交车（TCAT）
乘车路线、时刻表和车站查询 http://www.tcatbus.com/ride/2015-ride-guide/。乘车路线最直观的方法是通过
Interactive Map（http://www.tcatbus.com/learn/system-map/），每一路公交车的路线都会直接标注在Google Map上
面。路线和时刻表在暑假期间会有变动。
所有的班次时刻表http://tcat.nextinsight.com/allroutes.php。一般乘坐比较多的班次有：
81 和 82
周一到周五，从Hasbrouck到East Hill，路线都在学校内。
92
晚上和周末，从Hasbrouck，经过Collegetown到East Hill。但是暑期没有这条路线。
30 和 70
从Downtown Commons，穿过学校，到北边的Ithaca Mall。70只有周末才有。
32 和 72
从Downtown Commons，穿过学校，到机场。72只有周末才有。
10
环线，从学校到Downtown Commons。
15
从Downtown Commons到Ithaca南边的超市购物区。
Cornell ID就可以当作乘车证使用，具体费用如下：
(1)
(2)
(3)
(4)

(5)

第一年新生乘公交车免费，所有公交车费用学校都包了。
注册学生在每天下午六点之后和周六周乘公交车免费。
学者（Staff和Faculty）周一到周五乘公交车是免费的。
购买TCAT的年票，公交就可以随意坐。每年200美元，从每年8月31号开始。可以直接在网上购
买（https://cornelltransportation.t2hosted.com/cmn/index.aspx）或去Transportation Service Of
fice（116 Maple Avenue）。
如果没有Cornell ID或者不是免费时段，Ithaca范围内乘车单次票价1.5美元（投币）。

Taxi
在Ithaca打车也不贵，下面大概列举一下Ithaca的出租车公司及电话联系方式：
Ithaca Taxis
http://www.ithacataxi.biz/
电话：(607) 277-7777
Collegetown Cab
http://collegetowncab.com/
电话：(607) 588-8888
Uber
近两年才开放的市场，车辆数量比较少，价格也比较贵。

长途车
Greyhound
https://www.greyhound.com/
从Ithaca出发可以到的地方最多，比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
Shortline
http://www.coachusa.com/shortline/
从Ithaca出发可以到纽约州的各城市和新泽西州的Ridgewood。
Cornell C2C
http://transportation.fs.cornell.edu/coach/
到纽约市的Cornell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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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車 」
Ithaca大部分地方坡度都很大，骑车很困难，但在校园内骑车还算比较方便。TCAT的公交车前面都有放自
行车的架子，所以大家可以带着自行车乘公交。
骑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要戴头盔，晚上骑车要装前后车灯。
纽约州关于自行车的法规和骑车安全建议如下：
https://www.dot.ny.gov/display/programs/bicycle/safety_laws/laws
https://www.dot.ny.gov/display/programs/bicycle/safety_laws/safety-tips

「 停車信息 」
在拿到美国驾照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开车去各个地方。这里大概讲一下Cornell和Ithaca周边停车的信息。

校内停车
(1)
购买Parking Permit。学校内大部分的停车场，周一到周五，早上7：30到晚上5：00，停车需		
要Parking Permit。其它时间可以随便停，但是一些需要特殊Parking Permit的地方除外，比如残
疾人车位，Maintenance车位，还有很多Reserved车位。Parking Permit可以直接去学校的Trans
portation Service Office办理（116 Maple Avenue）。自己车辆和Parking Permit账户的信息可以在
网上更改查询（https://cornelltransportation.t2hosted.com/cmn/index.aspx）。
(2)

学校里面也有Metered Parking，计时收费。停好车之后先交钱，注意停车不要超时。（http://
transportation.fs.cornell.edu/parking/campusparking/visitors/metered.cfm）

(3)

A-lot和B-lot对学者是免费的，但是也需要去Transportation Service Office办一个Parking Permit。

(4)

住学校Hasbrouck和Maplewood的学生学者，都需要办特定的Parking Permit。

校外停车
(1)

Collegetown和Downtown停车都是Metered Parking，平时需要投币，周末免费。对于其他大城市
也基本适用。

(2)

大型超市，Mall等购物场所大都有免费停车场。

(3)

一般的Apartment也是免费有一个车位，但是Collegetown和Downtown附近的要额外交钱。

「 拼車（找Ride） 」
如果要想找人拼车出行，有以下三个常用网站可以查找和发布信息：
(1)

CSSA的BBS
http://www.corneller.com/

(2)

学校的网站
http://www.sustainablecampus.cornell.edu/initiatives/zimride
这个网站的优越性在于它一定要使用Cornell的NetID才可以登录，这样就确保了安全性。这样的
ride一般要付给司机三十到四十的油钱。

(3)

Craigslist
http://ithaca.craigslist.org/rid/
也是个选择，不过这个网站的信息就鱼龙混杂，不建议女生单独在这里找ride。至于男生应该没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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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 Verizon，AT&T，T-Mobile和 Sprint四家大的电信公司。Verizon是Ithaca当地信号最好，用户最多的公
司，同时也是Cornell大学在手机通讯设备方面的采购对象。Verizon在美国范围内也拥有最广的信号覆盖区域。价
格和提供的服务方面，这四大公司的价格差别小到可以忽略。在同一家公司网内的通话是免费的，所以如果要
节省费用的话加入用户最多的公司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在Ithaca，用户群体最多的就是Verizon和AT&T。
这两家公司在Downtown南边的Wal-Mart附近都有分店，直接去店里办手机套餐（plan）和购买新手机比较方
便，而且可以选择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注意办手机 Plan时，一定要问清楚所选服务有没有 Contract。因为提前终止 Contract是要付额外Early Termination Fee的。另外美国没有漫游，所以在全国各地打电话收费是一样的。另外，大部分手机的plan，在晚上9点
以后到第二天早上6点之前是免费的，周六周日也是免费。数据流量方面，康奈尔校园中都有Wi-Fi，一般家里也
会自己装网络，所以流量使用也不是很费。
关于手机设备和plan的选择，虽然各公司服务的名称不太一样，但是实质服务内容差别不大。下面以
Verizon（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为例，介绍一下如何开手机帐户、购买手机和选择手机plan。

「 開戶及費用 」
要带的材料：护照（或美国驾照）、I-20、Cornell ID（一般会有student discount）
费用方面，除了可能的买手机的费用，主要是手机的Activation Fee和Deposit。新来的同学通常没有SSN和信
用记录，如果新开一个帐户的话，要交比较高的deposit，大概500美元。Deposit在Contract一年之后之后会退
还到手机Plan的账户上。

「 手機設備 」
办手机plan的时候，都可以同时购买手机。想以很低价格拿到最新智能手机（smartphone），需要签两
年的Contract。以iPhone 6 plus为例，原价749.99美元，签两年Contract之后可以以299.99美元买到（http://www.
verizonwireless.com/smartphones/iphone-6-plus/）。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签Contract之后，手机plan里面这
一条线的Line Access Fee也会升高，我们会在下面的Plan里面详细介绍。在这两年的Contract之内，只能用
该公司的plan，退出的话需要交高额early termination fee。在Contract结束之后（或者付清early termination fee之
后）可以要求公司把手机解锁，这样就可以用其他公司的卡。
想继续用自己之前手机的同学，在办plan之前最好去相应公司网站或店里上检查一下手机兼容性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b2c/nso/enterDeviceId.do?&zipRdr=y）。不同公司所用的网络不一样，比如Verizon
用的是CDMA网络，AT&T则是GSM网络。

「 手機套餐 」
More Everything Plan（推荐）
各大公司最新推出的plan，最多有10个人share，人越多越便宜，代替了之前的family plan。美国国内打电话
和发短信数量不限（unlimited talk & text）。数据流量Data plan由套餐成员共享，一般用每月10G的套餐，每
月80美元。具体细节如下：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landingpages/more-everything/
下面以5个人（5条线）每月10G流量的More Everything Plan为例，计算一下这个每个成员每个月在手机Plan上
的花费：
(1)

Plan的费用，每个月80美元，五个人均分的话，每人每月16美元。

(2)
每条电话线的Line Access Fee会不一样，稍有些复杂。收费差别来自于根据购买手机的价格和手机
类型。
a.智能手机，以低价从电信公司购买（签了两年的Contract），每个月40美元。
b.智能手机，以原价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就是Verizon的Edge服务），或者用自带手机，每个月
15美元。（注意，如果选择的Data plan低于每月6G，会变成每个月25美元）
c.普通手机（不是smartphone），不论是原价分期付款（Verizon的Edge服务），或者自带手机，每
个月20美元。
(3)

消费税和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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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在使用More Everything Plan的前提下，各个选项费用如下：
(1)
(2)
(3)
(4)
(5)

低价买智能手机（两年Contract）：税前56美元/月（16+40）+手机折扣价格。
分期付款买智能手机（Verizon的Edge服务）：税前31美元/月（16+15）+手机原价。
分期付款买普通手机（Verizon的Edge服务）：税前36美元/月（16+20）+手机原价。
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税前31美元/月（16+15）。
用自己的普通手机：税前36美元/月（16+20）。

一般大家刚来美国，适用的是(1)和(2)。以两年时间为限，不考虑手机价格，(1)比(2)税前多付
300美元。所以如果想要新款智能手机，比如iPhone 6 plus（原价749.99美元，折扣价299.99美元），签两年
Contract的总价最便宜，缺点是必须要用足两年。用自己的手机，每个月税前只需要30多美元，就可以享
受无限通话和短信，加上平均每人2G流量。
官方网站Plan总价计算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vzw/global/edgeCalculator.jsp

Single Line Plan
价格最贵的plan，一般不会有人用。以低价买最新手机（签两年Contract），或者用自己的手机的情况
下，每月60美元，包括无限通话、短信加1G流量（每月75美元，变2G流量）。如果同时用分期付全款方
式从Verizon购买手机，价格每个月下降到45美元（1G流量）和60美元（2G流量）。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wcms/consumer/shop/shop-data-plans/single-line-data-plans.html

Pay As You Go 和 Monthly Plan
如果不需要最新手机，而且电话短信流量使用不多的话，可以选这两种plan。
Pay As You Go
就是充多少话费就用多少，具体资费标准如下：
http://www.verizonwireless.com/prepaid/pay-as-you-go/
Monthly Plan
是包月，跟Single Line Plan基本一样，价格也没太大差别。
除了上述四大电信公司之外的公司，可以考虑其他电信公司，比如H2O (https://www.h2owirelessnow.com/mainControl.php?page=index)，同样可以选择Pay as you go和Monthly plan，话费标准和价格比大公司低一点。

「 國際長途電話卡 」
跟国内的家人联系，最方便的还是通过网络，学校里面有免费Wi-Fi。打电话到国内的话，一般都是买
长途电话卡，在www.firstphonecard.com，www.ecallchina.com，www.loudclear.com或者abcalling.com等网站上都可
以买到，具体的拨打方式在各自网站上都有详细说明。一般都是先拨打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接通知后
输入卡号，再拨国内的号码。可以把长途卡跟手机号码绑定，这样不用每次输入卡号。
另外google talk也挺划算，1cent 1分钟。在有wifi的情况下直接登录 google播号码就可以。要在手机上打
的话，下hangouts，登录google账号就可拨打电话。
还有一个powerful tool, 差不多是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叫voipraider。目前，voipraider是通过网络呼叫
国内的电话，同时，你可以把你的手机跟这个voipraider捆绑在一起，用手机来打http://www.voipraider.com。
如果需要跟国内经常通讯，大家可以选择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手机套餐CTExcel（https://www.ctexcel.us/
index.jsp）。除了美国通信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外，中国电信套餐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国际通话时间和无限
国际短信。此外可以选择“一卡双号”服务（可能需要付费），一张手机卡同时拥有一个美国和一个虚
拟的国内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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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美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一个美国银行的账户。银行账户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下面我们会详细介
绍银行账户类型和如何开户。开通银行开户之后就可以用借记卡（Debit Card）和支票（Check）付款了。这两个
都是跟Checking Account链接的，平时小额消费可以刷Debit Card，大额消费一般写支票（例如房租）。使用Debit
Card和支票付款时，一定要保证Checking Account里面有足够的金额，切记不能透支，否则开户银行会立刻扣除几
十美元的透支费，而收款单位和商家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款项也会做出惩罚措施。
美国的信用不用着急申请，因为可以用Debit Card和国内的信用卡（Visa和MasterCard）。关于信用卡申请，
会有单独的章节详细叙述。建议大家平时出门随身携带Debit Card和一些现金（20-50美元左右，不要带太多），
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用信用卡消费，而且有些小的Business更喜欢收现金。另外如果遇到Debit Card或者信
用卡被盗刷的情况，可以直接联系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他们会退还被盗刷的金额。
Ithaca当地没有全国性大银行的柜台服务，只有Bank of America （BOA）的ATM自动提款机。每家银行的服
务条款差别不大，跟其他银行的账户转账基本都需要手续费。Cornell学生常用的是CFCU（http://www.mycfcu.com/
index.html）和Tompkins Trust Company（https://www.tompkinstrust.com/personal/student/），因为这两个银行不但在学校
内有柜台和多个ATM，在Ithaca也有很多ATM。

「 账戶類型介紹 」
基本的银行帐户有两种：checking account和savings account。
Checking account
就是支票帐户，Debit Card和支票付款都通过这个帐户。几乎没有利息，主要用途是付账。支付大额账单的
时候，很多地方写支票付账要比用现金方便。这边大额纸币较少，通常使用的是20刀或以下的纸币。而且
付房租基本不能用现金。
Savings account
类似于国内的活期存款，钱是可以随时取出来的，有一定利息，各个银行不同。现在的利率普遍比较
低，大银行的普遍利率基本上小于0.1％。有一些网络银行的online savings account利率稍高一些（0.8％左
右），比如Discover银行（就是Discover信用卡的发卡公司）、Capital One 360、Ally bank等。

「 開戶程序 」
各个银行需要的证明材料不同，一般开户时要带上相关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I-20（或DS-2019）
、SSN（Social Security Number）、租房合同等，如果有收入证明最好也带上（比如工作或奖学金offer letter或
者存款证明）。开好Checking account 之后，银行会寄给你一张Debit Card（借记卡），可能需要到银行网站
上激活。Debit Card可以在ATM机器上取钱，还可以直接刷卡消费。一般开户的时候银行会给一本免费支票
本。之后再需要支票本的话，需要向银行买购买。

「 現金存取和存支票 」
(1)

存现金要在银行柜台和ATM。

(2)
取现金可以在银行柜台和ATM机。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美国各大超市（Wal-Mart）都提供Cash Back
服务（可以在结账的时从卡里提取一些现金出来），用Debit Card和信用卡都可以获得Cash Back。Cash Back
相当于免服务费跨行取款（Debit Card）或一次透支消费（信用卡）。
(3)
存支票时要在支票背面签字或者盖章。支票可以在柜台和ATM存入，也可以通过照片的方式在网
上存入银行账户。

「 Ithaca 當地銀行介紹 」
学校网站上关于Ithaca当地银行的介绍：
http://www.dfa.cornell.edu/treasurer/bursar/services/resources/banking.cfm
CFCU Community Credit Union
http://www.mycfcu.com/index.html
在学校内的The Cornell Store有柜台，在学校内Kennedy Hall，Schurman Hall，Statler Hotel，The Cornell Store有
ATM。
Tompkins Trust Company
https://www.tompkinstrust.com/personal/student/
在学校内的The Cornell Store有柜台，在学校内Bartels Hall Lobby和RPCC一层有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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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of America
https://www.bankofamerica.com/student-banking/overview.go
唯一的全国性大银行，在学校内的Noyes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和Collegetown有ATM，Ithaca没有柜台。
M&T Bank
https://www.mtb.com/personal/Pages/Index.aspx
银行柜台在北边Triphammer Mall附近，在学校内Noyes Community Center二层外面和RPCC有ATM。
Elmira Savings Bank
http://www.elmirasavingsbank.com
银行柜台在Downtown commons，学校内没有柜台或ATM。
First Niagara
https://www.firstniagara.com/Bank/Personal/Personal.aspx
银行柜台在Downtown commons，在学校内Willard Straight Hall有ATM。
Citizens Bank
https://www.citizensbank.com/
银行柜台在Tops超市里面，学校内没有ATM。
Chemung Canal Trust Company
https://www.chemungcanal.com/
银行柜台在学校北边，警察局对面，在Collegetown有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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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 」
申请条件
SSN 接受有工作(TA或RA) 的学生 (F1和J1），和所有J1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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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不是TA或者RA的同学可以在学
校找一份工作来申请SSN。学校的工作种类很多，例如在图书馆打工，或者给某门课判作业。在此提醒大
家注意: 请不要在找到校内工作并获得SSN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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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工作有不好的影响。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后，并且进入美国至少十天之后，才可以到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ffice递交SSN
申请。在此之前的时间可以用来准备材料。在申请之后的2到3周内，你会收到寄过来的SSN卡。
没有SSN的话，也可以办银行账户、手机、驾照，只是需要提供额外的文件或者交押金。具体办法在
下面文件的第二页：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ssninfo.pdf

申请方法
具体方法请参照ISSO网站：
F1学生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ssnf1.php
J1学生学者http://www.isso.cornell.edu/students/ssn.php

所需材料
(1)

填写SSN申请表，申请表在这里http://www.socialsecurity.gov/forms/ss-5.pdf

(2)
去ISSO开办理SSN的介绍信，和他们说要办SSN就可以。拿到一张一半A4纸大小的签着他们名字的
有色纸。
(3)
找工作单位开一张工作证明，大概叫employment authorization。TA/RA的同学找系里的小秘开一下就
可以。
(4)

护照和I-94

(5)

I-20（F1学生）或DS-2019（J1学生学者）

办理地点
带好上述所有材料，到127 W. State St., 2nd floor (in the Greenstate Building)办理SSN。他们的工作时间
是：Mon, Tues, Thurs & Fri, 9 am - 3:00 pm; Wed, 9am - 12:00pm (节假日除外)。无车的同学到达那里的方法：在
Ithaca的downtown,坐公交到Ithaca commence下，往前走到State街第127号，127号贴在门框上的玻璃上(下车
后走100米以内可到)。进去后10米左手边有一电梯上二楼即到。

办理SSN的大致流程
进门右手边是个保安，正对门口有一自助取号机，取号后坐下来排队，轮到你时，把材料递进去，
告诉工作人员你要申请SSN，核对完毕后就把材料退回给你，然后告诉你，办好了会在2周内寄给你在申
请表上留下的美国通讯地址（请务必在信箱上贴上自己的姓名，否则许多重要文件可能会被退回）。

拿到SSN卡后的注意事项
SSN号码非常重要，不要随便透露给别人，SSN卡不必随身携带，把卡号记住就行。

「 Photo ID 」
美国很多地方都需要年龄和身份证明文件。比如去酒吧或者其他需要证明年龄的地方（比如NYC的某些
剧院）就不用揣着护照到处跑啦。Learner Permit和驾照都可以当作Photo ID使用，获得方法请参照驾照章节的内
容。如果不想办Learner Permit和驾照，可以考虑申请一个Photo ID。具体申请方法参见http://dmv.ny.gov/id-card/bgetnon-driver-id-card-ndid。下面介绍一下申请程序：

申请地点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地址是301 Third Street，Ithaca，NY 14850。可以在学校里坐10，30
，32路到Downtown，然后转13路，直接到DMV门口

所需材料
(1)
(2)
(3)

身份年龄证明：一般需要带护照，I-94，I-20或DS-2019或EAD卡或I-797，Cornell ID。
填写MV-44申请表（可以在现场填写）
缴办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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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税（退税） 」
在Cornell, 很多Graduate Student尤其是PhD会有Assistantship或是Fellowship, 而在美国领工资
（wage income）或是拿奖学金(non-wage income)，都少不了要交税。美国的税收有两种，State（州税）和
Federal (联邦税)。这两种税在每次发工资的时候就已经被扣掉了 (Fellowship 只交联邦税)，但根据美国的
政策，non-resident是可以退税的。也就是说，扣掉的税之后会退还给你，虽然不一定是退100%，但通常也
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下面的链接是关于Non-resident 的定义：http://isso.cornell.edu/financial/taxes/
non-resident-or-resident

如何报税
每年的年初，有Assistantship或Fellowship的同学会收到学校关于报税通知的email，提醒你上报前
一年的income tax。在报税之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楚自己的税表的类型。一般来说，有Assistantship的同学会收到W-2 Form, 而有Fellowship的同学收到的是1042-S Form。明确了自己的税表类
型后，报税就很简单了，Cornell为学生准备了免费的报税软件，软件的使用方法会在email中有详细说
明。进入软件后，只要跟着提示一步步进行下去，最后就会生成一份完整的PDF报税表。将报税表打印出
来，按照上面的指示，签字并邮寄到指定的地点，报税就算完成了。另外，报税软件的免费服务只包含
联邦税，要报州税的话，可选择另付25$ 继续使用该软件报税，或是自己下载表格填报。 最后，需要注
意的是报税截止时间是4月18号。
下面的链接是Cornell官方提供的关于报税的信息:
http://isso.cornell.edu/financial/taxes

美国的消费基本是用信用卡结算的，先刷卡、再还款，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并且安全。信用卡一般都是在
网上申请，不过Ithaca当地的银行也有自己的信用卡，应该可以在开银行账户的同时申请。
信用卡有四大支付系统Visa，MasterCard，Discover和American Express。Visa和MasterCard是几乎所有地方都能
用的，Discover和American Express有些地方是不收的。所以建议大家要有一张Visa或MasterCard的信用卡。Discover
和American Express一般优惠额度会大一些，而且经常会有Additional Benefits。
信用卡通常有很多种优惠措施，比如对特定商家打折， cash back （累计点数），延长保修，免费租车保险
等等。当然这些优惠会帮你省钱，但是最终目的是鼓励你消费。刚有信用卡之后不容易控制自己的购买欲望，
因为刷卡和支付现金的感觉很不一样。通常有了高额度的信用卡之后，花钱的速度会变的更快。
美国的信用卡种类繁多，很难总结出最适合的一种，通常每个人有两三张卡，一张有购物优惠，一张有加
油或者吃饭优惠等等。大多数好的信用卡要等到有SSN之后，甚至要积累一定信用记录之后才可以申请得到。关
于信用卡的讨论各种论坛博客比比皆是，我们会列举一些最常见的信用卡。对于新生，因为没有信用记录，推
荐申请Discover it，Chase Freedom，BOA cash rewards，Amex blue cash，Citi Thankyou preferred和BOA better balance卡。

「 申請信用卡小技巧 」
一般直接在网上填表，信用卡公司会根据个人收入状况、信用记录等决定是否接受申请。
1.
抓住Promotion的机会。很多信用卡都会有Promotion，比如Chase Freedom一般的开卡bonus是100$,
但有时Chase会提供200$的promotion。一般这种promotion每年都会有一次到两次。
2.
找朋友Refer。很多人会在网上Refer其他人申请信用卡，这样对邀请人和被邀请人都有好处。一般
来说，发邀请的人会收到信用卡公司给的50美元/人左右的介绍费，而被邀请人也会收到比自己独自开卡
更高的开卡优惠。比如自己申请 Chase Freedom 会收到100美元，而通过别人Refer有时可以收到200美元。

「 信用额度 Credit Line 」
开始的时候不会太多，一般从几百到一两千。随着时间增长，信用额度会越来越高，这是在没有逾期还
款或者拖欠的情况下。如果临时需要付大额账单，可以打电话到信用卡公司要求临时增加信用额度。

「 信用記錄 」
使用信用卡消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累计信用，通常申请信用卡需要先获得SSN（social security
number，信用记录就是与SSN绑定的）。良好的信用记录非常重要。在未来买车房时，好的信用记录有助
于拿到更低利息的分期付款（mortgage），这会省下一笔数值相当可观的费用。信用记录主要由以下几个
方面决定。
1.

Payment history。按时还款，切记切记！这是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的第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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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ge of credit history。平均信用卡的持有时间。良好的信用记录需要长时间按时还款，因此早日拥
有信用卡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由于第一张信用卡对自己的信用长度的影响比较大，一般都是终身保留
的，因此强烈建议第一张信用卡是无年费的，这样即使你不用了，放在抽屉里也不会产生额外费用。
3.
Account history。信用账户的数量（一张卡就算一个account）。原则上信用账户越多越好，但是实
际上平均每个美国人的持有的信用卡大约在4-5张左右。
4.
Credit card utilization. 就是透支比例（消费的金额/信用额度），尽量保持在10%左右是比较好的，
过高的透支比例暗示持卡者的不够节制，提高了无法按期还款的风险。
5.
Credit inquiries. 俗称Hard pull。在你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银行会到信用机构调取你的信用信息用以
决定是否同意你的申请，每次调用称为一个Hard pull。短时间内Hard pull数量增多会影响信用记录，这说明
你有短期大量透支的倾向。所以申请信用卡也需要节制，一般一年2-3次Hard pull是正常的

「 各種信用卡介紹 」
无年费日常消费卡基础班
这类卡的基本特点就是有一次性的开卡bonus（50-100美金，搞活动时会有200），有1%的unlimited cash back
和2%-5%不等的针对某种消费（比如gas，grocery store）的cash back。选择这类卡主要考虑自己日常使用的
习惯。
Discover it / Chase Freedom
Discover / Chase发行的日常消费卡，相似度非常高。主要是5%的category cash back。不同银行的卡的返现
Calendar和Category会有区别，不过大同小异。另外，这些银行的信用卡系统都会有一些网店的促销，是
不固定的。 这里比较推荐Discover， 他家网购的奖励比较高，比如经常会有Bestbuy， Macy’s 等网店的
5%cash back，有时还会有Lenovo网店10%的cash back。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Discover it有学生版的信用卡，
比较适合没有信用记录的新生申请。再另外，实际上Freedom返现是以点数的形式，它家的点数可以和另
一张Chase的旅行卡Sapphire联用，产生6.25%返现，后面会讲到这个用法。
BOA cash rewards / Amex blue cash
BOA / Amex出的日常消费卡，也是大同小异。BOA cash rewards是1% unlimited, 2% grocery store, 3% gas cash
back, Amex blue cash是1% unlimited, 2% gas, 3% supermarket cash back。有BOA储蓄账户的人申请BOA信用卡较
易通过。Amex会不定期给持卡人提供有很多很好的additional offer，比如在amazon消费75$返现15$之类。Amex的卡值得拥有一张，但他家信用卡品种繁多，尤其是航空酒店旅行卡，所以不一定要选blue cash。
Citi Thankyou preferred
Citi出的日常消费卡，针对的是Chase Freedom和Discover it。奖励机制有所不同，没有calendar，常年restaurant
2%，其他消费1%cash back。这张卡也有学生卡，适合学生申请。
BOA better balance卡
按时还款，每个季度会有25$（如果你有BOA的储蓄账户就是30$）的cash back。适合每月用来交一笔电话
费什么的，然后放抽屉里。只要不忘记还款，每年会有100(120$)的cash back。

无年费日常消费卡提高班
这类卡一般有稍微高一点的cash back。但申请的难度也会高。这里简单科普一下，大家以后等信用记
录1-2年之后可以考虑。
Citi double cash / Amex FIA
这类卡简单粗暴，所有消费2% cash back，值得入手一张，毕竟有很多非supermarket和加油的消费。
Barclay Sallie Mae
这卡适合单身使用，加油5%，超市5%，书店（amazon.com被认为是书店）5%返现。虽然每月消费返现的
有效额度不高（只有加油消费的前250$，超市购物的前250$和书店消费的前750$有5%）, 但是一般也够
有，优点就是返现比例超高, 无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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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费日常消费卡
有年费版的卡一般开卡奖励，返现额度都会比无年费版要高，不过代价是要交年费，在 50-100$之
间。年费卡会有一个临界消费值，当消费超过这个值，使用年费卡才会有优势，这个临界消费值针对不
同的卡是不同的，申请之前请自行计算。一般年费卡也比较容易申请，因为银行可以凭此赚年费，但不
推荐作为第一张信用卡。另外，有些年费卡第一年是免年费的，可以考虑拿到开卡奖励之后一年内关
卡，当然这样不利于积攒信用长度，如何取舍up to you。
Amex blue cash preferred
Supermarket 6%，gas3%，1% everything cash back，年费75$。每年要在超市消费2500$才能赚回年费且和无年
费版的blue cash打平。
Amex everyday preferred
Supermarket消费3x points，gas station 2x points，everything 1x points，每个月消费超过30次，所有点数增加50%
。注意，这里用的是点数，不是现金，美国的信用卡系统很多时候都是用点数的，好处就是不同的系统
之间点数可以转移，比如Amex的点数可以转到航空公司，酒店，换成里程，free night等。这就给点数价值
的衡量产生了很大困难，毕竟转移到不同的体系里价值就不一样了，所以1point可以做到比1cent更值钱。
这里面有很多高端玩法就不赘述了。

航空/酒店/旅行卡
这类卡基本上都有年费，有些卡有对应的无年费版，优惠额度会大幅下降，一般来说，推荐申请有年
费版的，实在不想持有可以开卡一年之内关卡。这类卡品种太繁多，这里只能简略介绍下。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神卡。开卡奖励是 40000-50000 点, 通过 Chase 自己的系统预订旅行机票或者酒店时，1 点相当于
1.25cent，所以开卡奖励就是500-625$。消费奖励的规则是：Travel2% (只有通过chase sapphire 系统订票才有
3%)，Restaurant2%，其他消费1%。这张卡之所以算是神卡是因为Chase Freedom积累的点数可以按1:1转到
Chase Sapphire的系统里，而在Chase Sapphire的系统里，1点相当于1.25cent，所以相当于Chase Freedom原有
的有5% category cash back变成了6.25%，非常划算，虽然有95$年费，但一般大家还是倾向于保留。
Citi Premier
Citi版的Sapphire，本身的奖励机制和Chase Sapphire几乎完全一样，但是由于联用的Citi Thankyou Preferred不
如Chase Freedom给力，所以一般大家都会选Chase Sapphire和Freedom的组合。
Chase United MileagePlus/Amex Gold Delta/Citi AAdvantage 等
看名字也知道他们是针对某个航空公司的信用卡。奖励机制就是开卡30000-50000 Miles，订该航空公司的
机票会有2x miles，乘坐该航空公司飞机可以托运一个免费行李和优先登机，有年费。一般来说如果你特
别中意某家航空公司且飞行很频繁，可以考虑。
SPG/Hilton/IHG/Marriot/Hyatt等
这类卡也是品种繁多，同一家酒店比如Hilton就有Amex Hilton，Citi Hilton，还分有年费和无年费版。简单说
就是针对某一个酒店联盟的信用卡。奖励机制是开卡会有一定点数或者free night，住该联盟的酒店会有比
较高的points，另外有很多额外的bonus，具体内容可以在查找他们相关网站进行比较，同样也是有年费
的。申请这一类卡也是建立在你特别喜欢某个酒店品牌，且经常入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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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家一般都是自己开车，没有车的话生活会有很多不便。这里我们会叙述一下如何考驾照、换驾照
和国内/国际驾照的使用。关于驾照和开车方面的所有法规和信息都可以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网站
上查找（http://dmv.ny.gov/）。

「 考駕照 」
平时大家开车所需要的驾照是纽约州D类驾照。纽约州考驾照分为两步：先考Learner Permit（考交
规），然后考road test（路考）。考Learner Permit时需要叫大概75美元费用，
下面是详细介绍。

Learner Permit
官方网站资料 http://dmv.ny.gov/driver-license/get-learner-permit。具体流程如下：
(1) 需要准备的文件
年龄和身份证明（http://dmv.ny.gov/driver-license/prove-identity-age-permitlicense）一般需要带护照，I-94，I-20或
DS-2019或EAD卡或I-797，Cornell ID和SSN卡原件。没有SSN的同学，需要先到ISSO拿一封信证明你没有工
作，然后带这封信去Downtown的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127 W STATE STREET，一般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
4点）去开一份没有SSN的证明。详细情况可以参见ISSO关于考驾照的文档：http://www.isso.cornell.edu/ithacalife/driving.php。
(2) 考试内容和模拟考试
http://dmv.ny.gov/driver-license/drivers-manual-practice-tests
(3) 考试地点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地址是301 Third Street，Ithaca，NY 14850。可以在学校里坐10，30，32
路到Downtown，然后转13路，直接到DMV门口。
(4) 考试流程
填表申请，做一个简单的视力检查，并交大概75美元以后，就可以参加笔考。笔考的时候会抽取20道题，
允许你错6道，其中交通标示题目只允许你错2题。关于视力检查要注意的是如果戴眼镜通过检查，你的驾
照上会有Restriction：A1－B，这样以后你开车都必须戴眼镜。
(5) 通过以后
当场会发给你一个临时Learner Permit，正式的Learner Permit会在大概两周以后从DMV纽约州总部Albany寄过
来。
(6) 注意事项
有了Learner Permit以后，你就可以练习开车了，但是必须有一个21岁以上的super-vised driver作为副驾，单独
开车时违法的。而且在只有Learner Permit的情况下，有些道路是不能开的，细则参见
http://dmv.ny.gov/learner-permit-restrictions

Road test
官方网站资料 http://dmv.ny.gov/driver-license/prepare-your-road-test。具体流程如下：
(1) 网上预约
https://roadtest.dmv.ny.gov/Default.asp，一般能约到大概一个月以后的日期。
(2) Safety Driving课程
在参加路考之前必须完成一个DMV官方认证的5小时safety driving课程。相关学校的宣传资料可以在通过
Learner Permit考试之后在DMV领取。
(3) 需要准备的文件
Learner Permit，Safety Driving课程完成证明的原件。
(4) 路考程序和内容
路考的时候需要带一个21岁以上的licensed driver一起去。大概在预约时间之前三十分钟开车到DMV门口排
队，那里有一块牌子告诉你路考车辆在此线后排队。考试过程约为10-15分钟，绕DMV附近开车，考试要点
为平行泊车、U-turn、倒车、安全意识、转向、交通路口、变道等。切记每次车辆方向的变化要打灯，包
括倒车。切记安全意识，该回头的就回头, 该张望的就张望, 特别注意变道的时候除了观察反光镜还要
look over shoulder查看盲点。每个项目扣分5-30分不等，扣25分（含）以下可以拿到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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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路考通过之后
可以当场拿到临时驾照，正式驾照会在大概两周以后从DMV纽约州总部Albany寄过来。

「 外州駕照更換為纽約州駕照 」
详细信息参见http://dmv.ny.gov/driver-license/exchange-out-state-driver-license
所需材料有：MV-44申请表（可以当场填），外州驾照、护照，I-94，I-20或DS-2019或EAD卡或I-797
，Cornell ID和SSN卡原件。换驾照时需要通过视力测试，交换驾照费。另外，外州驾照会被收回。

「 國際駕照使用 」
纽约州是为数不多的能使用国内驾照开车的州。最好可以去找一个notary公证一下。另外开长途的时
候要注意，比如去NYC会经过New Jersey和Pennsylvania的地界，被pull over以后可能会比较麻烦，强烈建议
考取纽约州的驾照。
ISSO关于国际驾照的介绍：http://www.isso.cornell.edu/ithacalife/driving.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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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车辆过户（Title Transfer）、注册（Registration）、年检（Inspection）、保险和罚单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
DMV官网上查询http://dmv.ny.gov/。

「 買車 」
新车购买
买新车是最为放心省事的，但缺点就是价格较高。Ithaca地方比较小，每个品牌的车在Ithaca当地只有
一家Dealer，所以在Ithaca的Dealer买车基本没有讲价的空间。Ithaca最大的Dealer是Maguire（http://www.maguirecars.com/）。除了Honda之外（http://www.hondaofithaca.com/），其它所有牌子的车都是Maguire在卖。Maguire
的价格还算是比较公道。如果有条件可以去附近的大城市买车，比如Rochester，Syracuse，或者NYC附近，
讲价空间会比较大，也更有可能找到好的deal。这便可以买到美国车，日本车和德国车。其中同等型号
的德国车售价最高，而且维修费用也高。美国的普通居民一般是买美国车和日本车。
下面说一下买新车的大概流程和技巧：
(1) 选车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在Ithaca和美国东北部，很多地方都需要爬坡，而且经常冬天
下雪，所以开四驱车的人多一些。但是平时开两驱车也没有问题，除了遇到暴风雪的时候，市政来不及
清理路上的积雪。一般四驱车比同款的两驱贵1500美元左右。
(2) 价格
MSRP：是Manufacturer Suggested Retail Price（厂家建议零售价），是各个品牌官网上的税前价格。只是一个
参考价格，实际买车的时候没什么意义。
OTD：Out The Door的价格，就是买车共要付的总价。这个价格包括了车价，destination fee，documentation
fee，TTL (税收，车牌和注册费)。跟Dealer砍价的时候，直接说OTD价格，这样免得Dealer再收取额外的费
用。
(3) 新车价格查询
普通售价查询：Edmunds（http://www.edmunds.com/）和KBB（http://www.kbb.com/）。
最低售价查询：Edmunds（http://forums.edmunds.com/）和MitBBS车版。这两个网站都是论坛性质的，会有已
经买到车的人在上面贴出来自己买车的价格（注意是税前还是税后，一般是写OTD价格）。在这两个地方
找到的最低价就接近Dealer的底限。
(4) Ithaca买车砍价
基本上很难。Maguire实行的一口价：车窗上贴的价格就是最终的价格（税前），基本上是一分钱也不让
的。这个价格基本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比如主流的Mid-size sedan基本都可以做到MSRP降3000美元。
所以在Maguire买车基本上是最省时省力的选择。
(5) 砍价技巧
如果大家想去周边大城市买车，有下面几条通用技巧可以参考。另外切记砍价要合理而且有理有据，不
能毫无理由的砍。否则的话会适得其反，Dealer直接就不跟你继续谈下去了。
买车时间：在月末和季度末（经常是最后一天）买车容易拿到最低价。因为这个时候Dealer要根据卖车
数量，从厂商那里拿Bonus。卖的车越多，Bonus占销售额的百分比越高。所以这个时候Dealer想多卖几辆
车。但是砍价要提前几天就开始。
车款式选择：在新款（比如2016款）马上或已经出来的时候，去买前一年款（2015款），价格可以压到很
低。大部分时候连续几年的车款式都没有太大差别，只有小处改动。
问多家报价：Dealer多的地方竞争就激烈，都想尽量多卖车。可以打电话或发邮件给同一地区的几家Dealer
直接询问OTD价格（价格在Edmunds论坛和MitBBS上查）。
(6) 买车险
在正式买车之前，需要先买好车险。新车一般买全险，具体内容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6) 贷款
需要跟Dealer Finance部门谈好贷款的APR（贷款年利率）。APR主要是根据你的信用记录决定的，新生都比
较高，老生最低能拿到0.9%左右。另外APR可能还会跟你的首付金额（down payment）有关。Dealer可以帮
你查APR，不过最好也能自己查一下，然后再跟Finance部门argue。有些Dealer也可能会耍花招，比如给你
很高的APR，然后他可以拿回扣。你也可以向自己的银行申请贷款。注意贷款买车的Title一般要到付清全
款之后才能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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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付款
付首付或者直接全款买车，只需要去银行开一张cashier check，到dealer那里直接提车就可以了（Dealer一般
不接受信用卡，因为手续费很高，也不接受个人支票因为不是即时到帐）。
(9) 后续手续
在双方终于就价格和付款方式达成一致以后，下面就是一些非常routinely的手续了，办Title，装plate ，做
car safety inspection。这些手续dealer一般都会帮你做，然后会让你签一大堆的paperwork。在把车开走之前，
必须去为新车买上保险。稍后会有关于车险的详细介绍。

从Dealer购买二手车
如果你觉得新车比较贵，那么购买二手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Ithaca主要的二手车Dealer也仅有Maguire
一家，同样实行的也是不讲价的政策。二手车查找和估价网站很多，常用的也是Edmunds（http://www.
edmunds.com/）和KBB（http://www.kbb.com/）。
在Dealer买二手车的最大好处是车况是有所保障的。Maguire有3000 mile的warranty，另外也有3个月内buy
back服务，你可以去Maguire的实体店打听一下。另外Maguire也免费提供Autocheck报告，你可以通过报告了
解一下该车的过去使用情况。Autocheck提供的是相对简略的信息，如果想要详细的事故报告（以确定是
否是严重事故），汽车保养维修记录 (比如车主有没有及时换机油)，可以付费查Carfax（http://www.carfax.
com/），价格是6刀/辆。
对于Dealer卖的二手车，Autocheck报告里几个需要关注的项目有：
事故报告：该车是否发生过事故。Maguire提供的车一般不会有太大的事故。
生产年份，里程：这是与买新车最大的不同。生产年份与里程基本上代表了一辆车的当前状况。一
般认为小于4万英里的车处于青少年时期，4万－10万英里的车处于壮年，而大于10万英里的车则被认为处
于生涯末期，出现机械故障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也意味着你可能投入更多的精力修车。与里程直接相
关的是购车价格，一般小于6万英里的车价格都在9千到1万刀以上。
Fleet，Rental and/or Lease Use Record，这个意思是这些车以前是租车行的（Rental），或者是被
Lease的车。Lease的意思是每月花几百刀向dealer租新车，时间一般是2-3年，合同到了以后Dealer收回当
二手车卖掉。因为这些车不属于开车人，可能没有像对待自己的车那样爱护。
具体购车流程参见新车购买的(6)到(9)。dealer会帮你搞定所有的paper work，你只要带上cashier check
付款就可以啦！另外二手车也是可以贷款的，你可以找dealer的financial部门或者自己找银行搞定。

向私人买二手车
如果想要淘到便宜的二手车，向私人购买是一个很好的方法。Ithaca本地常用的购买二手车网站是Craigslist（http://ithaca.craigslist.org/cta/）和CSSA论坛（www.corneller.com）。上面会有很多个人挂牌卖车。
购车流程和注意事项如下：
(1) 收集车辆信息
一般卖家贴出来的信息，或者要问卖家的信息有：型号、年份、里程、VIN和Title类型等。
(2) VIN Number
VIN Number相当于这个车子的“身份证号”，是官方注册用的不变的一个号码。在车辆注册、买车险等很
多时候要用到。车体上也有这个号码，在车内部，前挡风玻璃最下面的位置。
(3) Title类型
车的Title上会显示之前是否出过事故的信息。在出事故之后通知警察或保险公司，在Title上会有相应记
录。其中Clean Title表示没出过事故或小事故，其他类型的Title表示出过较大或严重事故。注意Clean Title也
可能是出过很严重事故的车，只是没有通知警察或保险公司。Salvage Title的车基本不能买，这些车通常是
撞报废的车（修理价格高于车辆当时价格）修好之后再卖的（相关信息http://dmv.ny.gov/registration/about-salvage-vehicle-examination）。
(4) 价格查询
在Edmunds（http://www.edmunds.com/）和KBB（http://www.kbb.com/）里输入车子的信息（year，model，mileage
等等），选择Condition（一般选Fair）后，网站会给出这个车子的参考价格，人称KBB value。其中Private
Party的价格是向私人买车的参考价。一般卖家会帖出车辆的KBB价格，如果低于KBB价格很多，就要当心
了，一般是车子有问题或者出过车祸之类的，这个时候要问一下卖家为什么标价这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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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车辆信息查询
需要用VIN number，到Carfax（http://www.carfax.com/）上去查车辆的记录。记录包括很多信息，需要重点察
看下面几个：
事故记录：Carfax的记录比较全，包括各种大小事故，以及没有在Title上反映出来的事故。
load/lien记录：如果有Load/Lien记录，说明原车主买车时申请贷款，必须确认车的贷款是不是还清，如果贷
款没还清是无法过户的。
保养记录：主要是看之前车辆保养的情况。如果没有定期保养，车可能有很多小毛病。
(6) 现场看车
查完上述信息以后，觉得不错，就可以联系卖家看车了。需要请一个比较懂车的同学一起去看看，测试
那个车子。如果不错，再谈价格啊，条件啊，等等。如果都还不错，最后把车开去修车店做一个mechanic
check，要花70到100美元。如果没有检查出大的毛病，就可以拍板买了。有关做检查的技巧可以到MITBBS
的车版精华区去找，通常有车检的checklist。
(7) 买车险
车的Title上会显示之前是否出过事故的信息。在出事故之后通知警察或保险公司，在Title上会有相应记
录。其中Clean Title表示没出过事故或小事故，其他类型的Title表示出过较大或严重事故。注意Clean Title
也可能是出过很严重事故的车，只是没有通知警察或保险公司。Salvage Title的车基本不能买，这些车
通常是撞报废的车（修理价格高于车辆当时价格）修好之后再卖的（相关信息http://dmv.ny.gov/registration/
about-salvage-vehicle-examination）。
(8) 付款、转Title、交税
这三件事都可以在DMV完成。一般双方需要签一个Bill of Sale。尤其需要确定的是不是“sale as is”，即车有任
何问题卖主概不负责，或者是有一定的保障。付钱一般仍然采用cashier check的方法，也可以买卖双方自
行协商决定。车辆title transfer需要卖主在title上签字，一起或者你自己到DMV进行过户，费用150刀。除了上
述费用之外，DMV还会根据车辆价值征收8%的消费税，车辆价值由DMV估算。
(9) 车牌、Registration
办完Title Transfer, 你就会得到一张Sticker，把它贴在挡风玻璃下驾驶员侧；新的Title会由DMV寄给你；另外
DMV当场会给你一副车牌，挂在车上，车就正式属于你啦！

「 Registration 和 Inspection 」
Registration
就是车辆注册。窗户上贴的Sticker需要每两年更新一次，可以在网上或者DMV办。如果过期的话会吃罚
单。
Inspection
纽约州规定车辆必须做年检（NYS Safety Inspection），需要找有资质的修车行做，Maguire dealer也有此项服
务。年检过期同样会吃罚单。

「 車險 」
车辆保险是非常重要的，无车险驾车属于违规行为。尤其是现在警车开始换装车牌扫描系统，自动
扫描车牌以后自动联网进行搜索看你的车辆注册是不是过期，是不是有保险，所以千万不要忘记给车买
保险！纽约州车险的具体要求http://dmv.ny.gov/insurance/insurance-requirements
常用的保险公司
AAA，Geico，Progressive，State Farm，All-State，esurance等等。
保费
保费和你的身份、驾驶记录、所在地、车型、用车频率、保险每一项的Coverage和Deductable数额等有关。
可以在网上或打电话询问价格，然后比较一下各家的报价。一般直接打电话可以问到比较低的报价。因
为即使是同一个公司，每个保险销售员也要完成一定的任务，所以给的价格不一样。如果对价格不满
意，可以多打几次电话。
Coverage：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赔付金额。
Deductable：保险公司赔付的最低赔付金额。损失低于这个金额，保险公司不赔付。
半险
半险是强制性保险。一般买二手车只需要买半险。半险具体包括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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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ly Injury Liability：如果事故责任在你，保险公司会赔付方车辆上的人身损失。纽约州规定的Coverage底
限是单人（受伤／死亡）赔偿（25,000美元/50,000美元）、多人（受伤／死亡）赔偿（50,000美元/100,000
美元）。由于医疗费日益增高，建议提高此项保额，常用的推荐是单人（受伤／死亡）赔偿（100,000美
元/300,000美元），其实价格也就比底限每年贵了几十至一百美元，但是保障大大提高，会免去很多麻
烦。
Property Damage Liability：如果事故责任在你，保险公司会赔付方车辆的财产损失。纽约州规定的Coverage
底限是单次事故赔偿10,000美元。一般车辆价值不会超过3万美元，所以最低额度一般够用。当然如果你
怕不幸撞了奔驰宝马法拉利的话，也可以适当提高保额。
Personal Injury Protection：无论责任在谁，你自己车内人员的人身损失。这一项虽然没有Coverage底限金额要
求，但还是慎重选择，因为会有一些人不买保险，或者肇事逃逸。
全险
全险除了包括上述半险的所有内容，还主要包含了另外两项：Comprehensive和Collision。
Comprehensive：包含各种意外，比如汽车被盗，被树砸了，撞鹿了等等。
Collision：如果事故责任在你，保险公司赔付你自己车的损坏。这通常是比较贵的一项。
买新车的第一份保险一般都是全险，有的Dealer会要求这样做，否则不会把车卖给你。

「 車辆保養 」
换机油和轮胎Rotatiomn
最普通的Maintenance，一般都直接去Dealer和修车店换。新车通常是每5000英里或者半年一换，用普通机油
就可以。超过30,000英里的车建议每3000英里或者三个月一换，超过10万英里需要High Mileage的机油。一
般换机油的同时也会做轮胎Rotation和Balance，因为每个轮胎磨损程度不一样。
轮胎更换
轮胎一般都有磨损指示标记，不知道的可以去Google一下，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标记的话必须去及时更换轮
胎。如果轮胎坑纹过浅，可能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另外冬天可以换雪胎。
胎压
现在一般车辆都有胎压警示灯，灯亮了就马上去充气，加油站一般可以。前后轮胎正常工作的胎压不太
一样，详细数值可以在车体上找到，通常是车后门边上帖的一张标签，很容易看到。
刹车片
一般不会磨损太快，用几年没问题，做Maintenance的时候Dealer会检查。
电池
车场时间不开容易打不着火，需要叫拖车公司来jump start，或者用另一辆车和jump cable进行点火。如果
出现经常打不着火或者打火很困难，就需要开去修车铺或者卖汽车配件的地方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换电
池。电池一般不贵，120美元左右。
车灯
车灯一般不会有问题，但最好也注意一下，尤其是后车灯。
除盐
因为Ithaca冬季较长，下雪较多，地上会撒很多盐化雪。很多盐会粘在车底盘和车身上，所以等冬天结束
之后，要好好洗一下车。
除雪剂（Deicer）
冬天玻璃除雪用，超市（Wal-Mart）能买到。
挡风玻璃清洗液（Windshield Liquid）
如果用完了仪表盘上会有指示灯亮。可以自己去超市买，很便宜。灌清洗液的地方一般在发动机旁边，
找有跟仪表盘上指示灯一样标志的塑料管。

「 行車安全 」
除了要遵守交规之外，在Ithaca也要格外注意雪地行车安全。网上有很多冬季行车安全的信息，值
得一读。另外，一般认为雪地行车几个重要因素是：雪胎，四驱，ABS，TC（Traction control）。雪胎能够
提供较好的牵引力，防止在冰雪路面打滑。四驱能够提高汽车的通过性，在Ithaca多山多雪的环境下也
比较重要；ABS和TC能够增强汽车的可操控性，防止汽车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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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看病，咨詢，體檢 」
学校里的Cornell Health Service（https://www.gannett.cornell.edu/），地址是110 Ho Plz。

「 24小時急診 」
Cayuga Medical Center（https://www.cayugamed.org/content.cfm?page=services），电话607-274-4411。也可以
通过Cornell Health Service（拨打607-255-5155）或者Cornell警察局（拨打911或者607-255-1111）帮忙转去Cayuga
Medical Center。

「 牙医 」
牙医查找 http://www.nysdental.org/find_a_dentist/index.cfm
牙医保险一般需要单独购买或者添加。
学校提供的相关信息https://www.gannett.cornell.edu/for/international/dental.cfm

「 配眼鏡 」
在Ithaca配眼镜有几个地方：
Wal-Mart（可以验光），Bj’s，Cayuga Optical（在Downtown Commons，可以复制现有镜片，不需验光）
，Classic Optical（在Collegetown）。视力保险一般也是需要单独购买或者添加。
学校相提供的关信息https://www.gannett.cornell.edu/services/medical/dental_vision.cfm

「 理髮 」
在Downtown Commons和Ithaca Mall有很多各种Salon，大家可以自己Google。这里就推荐一个男生剪头发
便宜的地方：Collegetown的New York Studio 108 Hair Design。周日全天10美元，其他时间早上12美元，下午16
美元。

「 邮局，快递 」
1.

USPS：在校内的Cornell Store，Downtown（213 N Tioga St）和机场旁边（757 Warren Rd）。

2.

UPS：在Collegetown（407 College Ave）和机场北边（10 Dutch Mill Rd）。

3.

Fedex：在Downtown（605 W State St）和机场旁边（747 Warren Rd）。

4.

Collegetown的Uncle Marty’s Shipping Office（206 Dryden Rd）可以寄USPS，Fedex，和DHL。

「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 (DMV) 」
车辆注册，办车牌照，办驾照和Photo ID。地址：301, 3rd St。

「 法院 」
去办理结婚证、交罚单等等。
Ithaca Town Court，地址：215 N Tioga St
Ithaca City Court，地址：118 E Clinton St
Cayuga Heights Village Court，地址：836 Hanshaw Rd

「 市政 (City of Ithaca) 」
地址：108 E. Green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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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A活动概览 」
刚到CORNELL 感觉学习很紧张？ 生活很不适应？找不到小伙伴和组织？毕业很迷茫？那么参考下CSSA的
活动概要吧，从生活到学习、从娱乐到职场，我们覆盖你的方方面面。
2015 August - Present

“CSSA接机活动”

CSSA为新生提供了伊萨卡机场接机服务。
2015 Oct - Present

“Woodbury Outlet 组团购物之旅”

貳
拾

刚到伊萨卡,发现没车哪都去不了？兵粮寸断了？ CSSA为大家租车，组织集体前往Woodbury Outlet 组
团购物，让整个10月丰衣足食。
2015 Oct - Present

“求职宣讲系列活动”

CSSA从求职简历修改、如何应对面试到如何办理工作签证都为大家准备好了详备的攻略。CSSA邀请大牛
学长、老师，陆续为广大学生提供免费修改简历活动、H1B Opt的讲座、求职论坛等职业发展相关活动。
传统活动

“康村好声音”

给所有爱唱歌的你准备的舞台，给所有爱听歌的你准备的盛宴。汇聚了康村各路大咖、歌神的好声音，
让你的耳朵不停歇。恰逢中秋节，在过去的这届好声音上，CSSA还为大家提供了“习大大”开光的钓鱼
台月饼等好礼。
2015 Oct

“Cornell Couture Night”

由CSSA，CCC，CFC，和Thread Magazine 合办的 “Cornell Couture Night” 请来了为范冰冰设计戛纳
红毯礼服的Laurence Xu 展出他的红毯礼服Collection。以”中国梦”作为其设计的永恒主题的许先生
在Cornell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绚烂。许多康奈尔学生也作为模特参与到这次盛典之中。无论是
观众或是工作人员，都在这场盛典之中度过了难忘的一晚。
2015 Nov - Prensent “康奈尔中国教授学者名家讲坛”
CSSA邀请了康奈尔各个研究领域著名的中国教授与大家分享他们经验。如果你是学术达人或是访问学者
你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CSSA更为大家准备茶点和交流环节，方便学者们面对面交流。思想在这里
碰撞，智慧在这里结果， 天下布衣，不问出处。
2015 Nov - Prensent

“‘羽’你相约康奈尔羽毛球赛”

由CSSA和CVSA联合主办的第一届羽毛球赛涵盖了男单，男双，混双，女单四项比赛内容，自由组队，自
由报名，为所有的康奈尔师生提供了同台竞技的机会。
2016 Feb - Prensent

“康村华人之星篮球赛”

一个康村各路好手云集的球赛，也是在康村最大型最官方的华人篮球赛。无兄弟，不篮球！在这里CSSA
有为你准备的奖杯和荣耀，有飞扬的青春，当然还有永不沉没的友谊巨轮。
传统活动

“康奈尔春晚”

每逢佳节倍思亲，CSSA用自己的春晚将我们康村华人大家庭聚集在一起，让你享受家的感觉。这一届的
春晚不仅从氛围上带动，更从内容上精益求精，文化气息敢十足的皮安排，让你聆听这场 “传统与现代
结合，东方与西方碰撞”的文化盛宴。2017的春晚，你期待么？
2016 March

康村年度娱乐大戏“百里挑一”

由CME主办CSSA协办的“百里挑一”云集了Cornell最有趣的大咖网红，男神女神，神秘嘉宾，恋爱导
师，这里是一场寻找爱情，但更在爱情之上的娱乐大戏。在烦闷的漫长假期中”百里挑一”将成为生活
里的一道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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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康奈尔北京峰会”
由CSSA，CME共同主办的北京峰会第一届年度论坛汇聚了校内三大华人社团CSSA，CME，CCC的共同力量，
邀请中美学界、商界、泛娱乐界的各路大咖出席，旨在为中国杰出青年搭建一个与各界精英面对面交流
的平台，共同探讨中国未来发展走向，也帮助康奈尔大学，以及各海归学子提高对国内外产业形势的了
解，汲取学习各个领域精英们的才思。第一届峰会秉承立足传承、畅谈创新的宗旨，通过论坛、讲座等
形式呈现来自经济，教育，泛娱乐等领域中的前沿思想，通过酒会形式搭建连接中美，畅所欲言的桥
梁。第一届峰会有幸邀请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万达集团副总裁高群耀，前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
理、恒松资本创始人娄刚，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威石传媒创始人魏蔚，中智盟秘书长包冉，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康奈尔大学
终身名誉校董David Diebold，湖南卫视著名主持人杜海涛，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安东，著名主持人曲向
东，著名电视人欧阳常林，泳坛名将张琳等各界精英出席。
2017 - present “康奈尔CSSA纽约上州招聘会”
由Cornell CSSA主办，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支持的覆盖整个纽约上州地区专门针对华人留学生的大型春季
专场招聘会，更好的为同学的未来就业助力。
FUTURE?
今年在保留品牌活动的基础上我们更等你来出谋划策为这里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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