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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新生同学们： 

欢迎来到范德堡大学，在这里，你们将踏上人生新的征程，经历一段

难忘的求学之路！ 

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简称 Vandy，由美国铁路大亨

Cornelius Vanderbilt 于 1873 年捐建，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一

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纳什维尔位于美国中南部，田纳西州中部

坎伯兰河畔，是中南部医疗卫生，音乐，出版以及交通运输的重要中心，

也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发源地。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坐落于此的范德

堡大学学风自由而不失严谨，校风开放包容而又独具特色。作为一所精英

学府，范德堡拥有 11 个学院，并在商、法、医、教四大学术领域稳居北美

一流行列，享有南方第一贵族名门的盛誉。我们的教育学院（Peabody 

College）全美顶尖。法学院为美国法学院中的老牌劲旅，依赖校友会与一

些显赫的商业财团和华尔街最有权势的律师事务所保持密切的关系。医学

院为中田纳西唯一的一级外伤中心。杰出校友包括了 2 名美国副总统，7

名诺贝尔奖得主。 

范德堡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VUCSSA）创立于 2007 年，在十二

年中坚持不懈地为范德堡中国学生学者以及纳什维尔华人群体提供最优

质，最及时的帮助与服务。在此，我谨代表 VUCSSA 2k19 执委会全体成员

以及所有范德堡在读学生向各位新生的到来表达最诚挚的问候！欢迎各位

加入范德堡这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大家庭，未来的时光能与你们同

行，我们深感幸福与荣幸。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适应在范德堡，在纳什维尔，以及在美国的学

习，工作与生活，也同时给未来有意向前来范德堡就读的学生一些基本的

引导，VUCSSA 从今年开始编写这份《范德堡大学中国留学生新生手

册》，里面是各位已经在范德堡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老生的经验与感受，具

体包括行前准备，行程须知（行程以及到校后相关事宜），学校住宿&校

外住宿，学费缴纳，主要学术网站的使用引导（yes，选课），基本生活宝

典以及学校地图信息。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制作新生手册，我们将竭尽全力为各位新生提

供最详尽，最准确的信息，难免有疏漏或者不到之处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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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积极反馈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在未来做的更好。更多的干货知识，

VUCSSA 活动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UCSSA！ 

在范德堡大学的时间里，我们将与各位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享快

乐，共渡难关。希望各位在范德堡的生活能够多姿多彩，一切顺利！ 

 

——范德堡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2K19 执委会 

2019.05 

 

 

 

 

 

 



 

   3 

目 录 

 

第一部分 行前准备 .......................... 4 

1.1 重要文件 .............................. 4 

1.2 服装 ..................................... 5 

1.3 日用品及其他 ...................... 5 

1.4 床上用品&厨房用品............ 6 

1.5 药品 ..................................... 7 

1.6 学习资料 .............................. 7 

1.7 技能 ..................................... 7 

第二部分 行程须知 .......................... 9 

2.1 行程计划&重要日期............ 9 

2.2 主要机场转机信息 .............. 9 

2.3 抵达纳什维尔后 ................ 11 

第三部分 新生住宿 ........................ 13 

3.1 本科新生住宿 ..................... 13 

3.2 研究生租房 ......................... 22 

第四部分 学术指导 ........................ 23 

4.1 YES 网站 ............................. 23 

4.2 UGAD&选课指导 ................ 25 

第五部分 学费缴纳 ........................ 30 

5.1 传统电汇 ............................. 30 

 

 

5.2 易思汇 ................................ 32 

5.3 其他方式 ............................. 32 

第六部分 日常生活 ......................... 33 

6.1 电话卡 ................................ 33 

6.2 银行卡 ................................ 33 

6.3 就餐与购物 ......................... 33 

6.4 交通与出行 ......................... 34 

6.5 社会保障号 ......................... 34 

6.6 理发 .................................... 35 

6.7 锻炼 .................................... 35 

6.8 就医 .................................... 36 

附录：学校地图 .............................. 37 

 



 

   4 

第一部分 行前准备 

总的来说，在范德堡所需的生活、学习用品基本可以从周边或大型购物中

心买到（CVS/Target/Office Depot 等）。以下是供大家参考的物品准备清

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以及航班行李托运重量而调整。 

1.1 重要文件 

⚫ 护照及复印件 

⚫ I-20 及复印件 

⚫ 学校录取通知书 

⚫ SEVIS I901 缴费单 

⚫ 飞机行程单 

⚫ 体检、疫苗接种证明 

⚫ 美国地址（如宿舍、酒店、住家地址） 

⚫ 重要联系方式（大使馆、接机人、紧急联系人） 

⚫ 在美国使用的电话卡（学校会发，到美国后可以办理新的） 

⚫ 证件照片备份 

⚫ TOFEL/SAT/ACT 等成绩复印件、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电子版，毕业

证书复印件/电子版，国际竞赛复印件/电子版（optional）。 

⚫ 驾照以及公证后的英文证明（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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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现金（抵达美国后办理银行卡后立即存入） 

1.2 服装 

范德堡位于美国中南部，四季分明，早晚温差较大。夏季室外较热和晒，

但室内开空调所以温度较低。冬季偶尔下雪，最低气温约零下 5 度。虽然

衣服可以在商场或是网上买到，但如果有自己喜欢的特定风格的话，最好

从国内多带自己喜欢款式的衣服。 

⚫ 短袖/长袖/卫衣/衬衫 

⚫ 外套（薄+厚） 

⚫ 裤装（打底裤、短裤、长裤、秋裤、加绒裤、丝袜） 

⚫ 内衣/内裤/袜子 

⚫ 针织衫/毛衣/秋衣 

⚫ 羽绒服/棉袄（薄+厚+长款+短款） 

⚫ 鞋子（运动鞋、拖鞋、皮鞋、靴子、雨靴、鞋垫） 

⚫ 运动服、防晒服 

⚫ 皮带、手套、围巾、帽子（遮阳帽/毛线帽） 

⚫ 饰品、皮筋 

⚫ 正装（用于正式场合） 

男生：西装、西裤、衬衫、领带、皮鞋 

女生：正式裙子/小礼服、衬衫、西装外套、西装裤/西装裙、皮鞋/高跟鞋 

1.3 日用品及其他 

请大家根据个人情况安排，以下清单仅供参考。 

⚫ 化妆品、护肤品 

⚫ 备用近视眼镜/隐形眼镜/眼镜盒/眼镜布/护理液/眼药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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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镜、梳子、耳塞、眼罩、小镜子、颈枕 

⚫ 书包、教材淘宝 PDF 版、文具（笔、笔芯、本子、计算器、文件夹、

订书机、修正带） 

⚫ 电脑/充电器/数据线/U 盘/充电宝/移动硬盘/kindle 

⚫ 手机/相机/耳机/录音笔 

⚫ 钱包/行用卡/手表 

⚫ 转换插头/接线板 

⚫ 毛巾、浴巾、抹布、洗漱用品、洗衣袋、压缩袋 

⚫ 剃须刀、修眉刀、指甲剪、剪刀 

⚫ 雨伞、雨披 

⚫ 针线包 

⚫ 泳衣、泳镜、泳帽 

⚫ 合影、全家福、相框、扑克牌、狼人杀、中国特色小礼品 

1.4 床上用品&厨房用品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Vandy 宿舍的情况，有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配置是一

个 twin size 的床，一张带抽屉的桌子和柜子，一把椅子。 

床上用品: 

⚫ 大家可以根据床垫的尺寸和自己的需要买好床单和被罩（如果没有强

烈的个人需求的话建议大家到校之后买，这边 Walmart Target 等超市都

有专门尺寸成套卖的床上用品，非常方便。） 

⚫ 一个毯子或者被子（学校不提供） 

⚫ 枕头（学校不提供） 

⚫ 刚来的两天应急用的毛巾可以带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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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用品: 

⚫ Vandy 大一的宿舍只有公共厨房，单间是没有厨房的。 

⚫ 符合个人口味的酱料，调料。（大部分基础酱料华人超市和亚米网都

有卖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带的话最好带美国买不到的或者自己非常喜欢

的，毕竟酱料类的带起来也不太方便。） 

1.5 药品 

药品携带不用过多，但是要注意。建议以中成药为主，带些感冒药，常用

药(如消炎药/胃药/咳嗽/痢疾/跌打损伤/花露水/晕车药/过敏药等)。也可

以携带一些治疗创伤用具例如酒精药棉，纱布，创可贴等。临行前一个月

左右建议做一次完整的口腔健康检查，在美国治疗牙齿非常昂贵且无法使

用保险；如果有其他慢性病的同学，也记得一定要带好对应的药品，出行

时一定要随身携带以防万一。 

1.6 学习资料 

中美之间纸质书籍的价格差距极大。推荐大家从国内带三类书籍:第一类是

教科书，前提是能在官网上查到课程用书;第二类是专业或者课题方向不得

不看的经典书籍;第三类是基础的专业教科书，中文版可以帮助理解。需要

提醒大家的是:适量勿多!当然，也可以购买二手教科书或租书(一个或几个

学期后归还)。有些课程的教科书可以找学长学姐得到电子版，这样最划

算。等你上完课后，也可以将不再需要的教科书卖给其他同学或者书店。 

而其他资料的准备因人而异，可以准备歌曲、视频、图片、电子书籍、自

己往日的科研成果和课件、常用软件等。建议带一个移动硬盘，可以储存

这些资料并将重要资料(如通讯录等)备份保存，以防万一。 

1.7 技能 

除了以上需要整理和收拾的物品之外，推荐新生利用空闲时间掌握两件事

——学做菜和学开车，到了这边可以派上用场。也可以了解了解美国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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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如橄榄球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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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行程须知 

2.1 行程计划&重要日期 

 8 月 13 号国际生 move-in，8 月 14 号-17 号 orientation。最早 8 月 12 日

晚上可以 check in。在此之前到达纳什维尔需要在学校附近住酒店。13 号

当天的机票到达时间建议订在。早上 7:00 以后，这样到学校的时候基本可

以直接拎包入住，不用等待。推荐同学们提前 2-3 天到达学校，这样会有

比较合适的时间倒时差以及适应周边环境。 

 本科生的寒假时间是 12 月 15 号到 1 月 5 号。12 月 14 号是最后一天期

末考试。同学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课程的期末考试时间来安排行程。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第二学期都在 1 月 6 号开学。同样建议大家提前 2-3 天返校。

订机票推荐到达时间：1 月 3 号下午。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天期末考试是 5

月 2 号。 

2.2 主要机场转机信息 

 因为国内无法直飞纳什维尔，Vandy 的同学们上学都需要在其他机场转

机，以下是一 些同学们会常去的机场的介绍（时间均为估算，请大家一

定要预留比估算时间更长的转机时间）。 

洛杉矶国际机场（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 LAX。 

机场一共有九个航站楼。国际航班会在 Tom Bradley International Terminal 降

落。航站楼之间有接驳巴士接送。其中一些航站楼有 airside connections(免

安检通道直接登机)。每一个航站楼都有 ICE 外汇兑换机。 

转机时间：普通转机 45 分钟左右 airside connection15 分钟。因为航空公司

的不同，有的航站楼并不提供行李转机托运，需要旅客携带行李去到别的

航站楼。Shuttle Bus 是单向的，需要留意转机时间。 

入关转机时间：1 小时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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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 SFO。 

机场一共有四个航站楼。其中 Terminal A 和 Terminal G 的入关时间相对来

说较短。航站楼之间有 AirTrain 连接。 

入关转机时间：1 小时 10 分钟 

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Seattle-Tacoma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 SEA。大

部分国内航班飞西雅图的时间最短。机场分为三个部分：South Satellite, 

Central Terminal 和 North Satellite。所有的 Terminal 之间由单向循环的火车链

接。同学们在乘坐火车是需要注意方向，以免浪费时间。SEA 所有航班提

前 45 分钟后停止办理托运。 

入关转机时间：1 小时 10 分钟左右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O’Hare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 ORD。它是全世

界唯一的双中枢机场。机场一共有四个航站楼 T1，T2，T3 和 T5，并没有

T4。航站楼之间由机场轻轨 ATS 连接。ORD 的海关和安检相对其他机场比

较严格。同学们可以预留更多的转机时间，以免意外情况发生。 

入关转机时间：2 小时左右 

达拉斯—沃思堡国际机场（Dallas-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简称

DFW。DFW 一共有 5 个航站楼，国际到达都在 Terminal E。航站楼由

Skyline 连接。机场工作人员普遍很友好。Vandy 的同学一般乘坐 Terminal 

Link 去往 A 航站楼来转机。 

入关转机时间：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底特律国际机场（Detroit Metropolitan Wayne County Airport),简称 DTW。 

DTW 有两个航站楼。大家会经常在其中的 McNamara Terminal 转机。 

入关转机时间：1 小时 30 分钟左右 

纽约的三个机场：肯尼迪机场（JFK)、拉瓜迪亚机场（LGA）和纽瓦克机场

（EWR）。肯尼迪机场有 9 个航站楼，其中 1、4、5、7、8 是国际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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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航站楼之间由 AirTrain 连接。纽瓦克机场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位

于新泽西州。机场分为 A、B、C 三个区。内到达一般降落在 B 区，其他两

区为美国国内航班使用。LGA 只提供美国国内航班。如果有从 EWR 转到另

外两机场的情况建议乘坐机场快线到 Penn Station 然后换乘纽约 Metro 地

铁。打车的费用非常昂贵。LGA 和 JFK 之间推荐乘坐 Bus。 

入关转机时间：2 小时左右 

2.3 抵达纳什维尔后 

纳村小机场距离学校很近，开车也就是 20min 左右的路程，因此还是很方

便的。 

首先，VUCSSA 提供接机服务，但是要提前预约。其次，如果选择自行打

车（比如如果行李很多打车可能更方便一点），那么可下载两个 app 叫车

(Lyft 和 Uber) 

**P.S.独自出行的同学一定要落地先跟家里报平安哦！！ 

Tip:如果父母随行的话，最好选择离 Commons 近一点的酒店 or 民宿，可以

通过 Google Map 查询宿舍附近的酒店。 

1 行政类事务 

(1) Commons 一站式服务（办校园卡、入住、WiFi, etc.） 

到了之后需要在 Commons Center 办理一系列业务。在里面会有学长学姐帮

助新同学领取校园卡，处理问题，办理入住，连接校园 WiFi 等，若有其他

问题也可咨询，都会得到热情的帮助和解答！ 

(2) 银行卡 

如果需要办卡存钱等业务，可以去附近的 BOA（Bank of America）或是

SunTrust 办理。地点可通过 Google Map 获得。 

(3)手机卡 

如果需要换通讯公司，附近有 AT&T,T-Mobile 等公司。中国电信也有很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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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套餐但需要提前在网上办理。 

*P.S.：（2）（3）详情请见第七部分。 

2 打理宿舍 

如果在 move in day 前到学校，需要自己先去收拾箱子整理宿舍，可以考虑

怎样摆放家具更加舒服，是否想把床放下来等，如果有带一些装饰品也可

以挂起来啦，但是注意不要损坏家具或是墙面，因为最后 RA 会检查房

间，如果损坏了是要赔款的。如果室友到了可以相互先熟悉一下，如需还

可以定一下 roommate agreement，一些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比如如何分配

清扫房间、倒垃圾、睡觉熄灯时间等等，先小人后君子，这点还是蛮重要

的从长远看。后期 RA 也会让大家制定自己房间的规定。Move in Day 也会

有 volunteers 帮新到的同学们搬家。 

3 购置日用品&参观学校 

在打理完宿舍并且适当休整后，同学们可以打车前往附近的超市购买一些

未从国内带来的日用品或者一些食品。常去的超市有 Target，Kroger，K&S

（亚洲超市），Costco（最便宜但是需要会员卡）等。超市地点均可通过

Google Map 查询到，建议 3-4 人一同打车前往。 

完成以上所有任务后，同学们可以跟着 Google Map 去 Main Campus 逛一

圈。范德堡的校园虽然在大 U 里算非常小的了，但是对于新生来说要准确

快速地找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仍是难事。所以建议在上课之前把自己所有上

课地点都探查一下，可以省去之后的很多时间。



 

   13 

第三部分 新生住宿 

 3.1 本科新生住宿 

范德堡大学致力于为同学们提供最优质的住宿服务，各位同学在范德堡的

四年期间都必须住在学校内，仅在升入大四时可以申请校外住宿。同学们

四年将住在不同的宿舍，其中大一期间你们将会住在 Commons 宿舍楼群

中。Commons Ingram 是我们学校最大的宿舍楼群，地处 Peabody 学院附

近，由十栋宿舍楼构成，附近有 Commons 食堂，健身房，全校唯一 24 小

时开放的 Munchie Mart 以及 Peabody Library 等设施。下面我们就简要地为同

学们介绍这十栋宿舍楼。 

Gillette House 

Gillette House 是最早建成的宿舍楼之一。除六楼的部分房间以外其余的房

间是全 Common 面积最小的。淋浴设施比较陈旧，但几乎不会出现淋浴室

短缺的情况。Gillette 在一楼配备有洗衣 房、厨房、seminar room 和琴房。

Gillette 是离 Commons Center 以及主校区距离最近的 house 之一，因此就餐

和上课都较为方便。门口的 Gillette Circle 可以作为外卖或打车的停车点。 

 

 

Hank House 

Hank Ingram House 是 commons 上最后建的几栋宿舍之一。它被人们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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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k 大酒店因为它的房间在 commons 上是属于大的，另外因为 Hank 拥有

的房间数也很多，所以 Hank 的公用活动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地理位置上

Hank 离 commons center 是最近的，所以一日三餐都还是很方便的。为数不

多的缺点的话可能就是 Hank 因为人多热闹，common area 会比较嘈杂不太

适合学习。总而言之，如果大一能被分到 Hank 住，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呢。 

 

 

Stambaugh House 

Stambaugh 也是最新的宿舍楼之一了，与其他三栋(Murray, Sutherland, 

Crawford)形成四足鼎立之势，像极了北京四合院。Stambaugh 优点是地理位

置非常好，前跟 commons 相对而立，侧有邻居 Hank 大酒店，最重要的是

Uber 或 Lyft 的 pick up point ——Hank Ingram circle 也在这里。除此之外，

Stambaugh 不仅拥有看起来恢弘大气且作为每届 class photo 背景的 balcony，

宿舍内部设施也很好，一楼有洗衣房、厨房、乐器排练室等。房间偏长，

顶高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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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 House 

较新的一栋宿舍楼，在宿舍区靠南的区域，离 commons center 有一定距

离。宿舍整体环境较为安静。Crawford 共有六层，没有 coed，男女生分层

居住。一层大厅有 seminar room 和公共厨房，自动售货机和两间厕所。楼

上每层都是男生/女生的单独楼层，每层会有 common area，可以用来学习

或者娱乐聊天。房间大小适中，有双人间和三人间，但是没有独立卫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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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herland House 

Sutherland 一共有 5 层楼，1 楼有会议室，洗衣房和简单的小厨房。2 楼和

4 楼是男生，3 楼和 5 楼是女生，但这个顺序有时候也会有变化，但

Sutherland 没有 coed 的楼层。Sutherland 的房间算是新生 campus 上不错的

了，楼总体来说比较新，房间空间也是 reasonable，如果把床架都卸了，把

床放下来的话还是有足够空间，个人感觉非常 cozy。我自己住的是三人

间，空间比 double 还要大很多。唯一的缺点就是宿舍离 common center 跟

main campus 都是最远的，但也不是差的特别多，总之被分到 Sutherland 是

非常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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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House 

Memorial 应该是最小的宿舍楼了。虽然房间偏小，楼内没有洗衣房，但地

理位置绝佳，离 commons 近，周围紧挨着的 Gillette 或者 Stambaugh 都有洗

衣房可以去。听说 Memorial 后门可以 BBQ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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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House 

West House 与 North House 相邻，与其他宿舍楼距离稍远。住在 West 的同

学反映宿舍隔音效果不佳，木质的地板比较容易积灰。West 共四层，一楼

位于地下，设有洗衣房等基础设施。二楼是男生宿舍，四楼为女生宿舍，

三楼男生与女生宿舍皆有。淋浴设施是全 commons 最好的之一。由于 West 

house 规模较小，只设一个电梯，偶尔会出现电梯拥挤的情况。宿舍楼后的

West Circle 可以作为打车或外卖的停车点。 

 

 

North House 

North House 毗邻 21 街，是 Commons 上离 main campus 最近的一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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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对于离 commons 近的那几栋宿舍，North 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

North 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是 commons 上唯二有独立卫浴的楼层了，如果被

分到，那是非常的幸运。另外，North 有一个 Snorthasborg Event：每周三

North House 的 Faculty Head 会为整栋宿舍的学生做自己擅长的食物。 

 

 

 

East House 

比较小，且人数少的寝室。East House 本身算是比较有年代的宿舍了，一共

三层楼分别为男生，女生和混合寝室，地下一层为公共空间，有一部电

梯。混合寝室会把走廊分为两半边，一半为男性一般为女性，两边有分开

的洗浴间。总体来说房间大小适中，有双人间和三人间，三人间因为空间

原因可能必须上床下桌，但双人间可以把床放低。整个宿舍有两间房间有

独立卫浴，其他的都是公用卫生间，分到这两间房间几率极小，但公共卫

生间环境还是比较干净的，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有人清扫。East House 是属

于少数没有洗衣设施的寝室，虽然说走两分钟即可去附近的 Gillette 或者

Crawford 使用洗衣机，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麻烦。地理位置处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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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靠中心的位置，无论是去 commons center 或者是 main campus 都是

比较方便的。 

 

 

Murray House 

Murray House 位于整个 Commons Upper Quad 东边，共有 6 层，1 部电梯和

南北 2 个楼梯。1 层有洗衣房和 2 个琴房，2 层一部分是男生宿舍还有一部

分是 seminar room，厨房，还有 Faculty Head 的房间。3 层和 5 层是女生宿

舍，4 层和 6 层则是男生宿舍。3-6 每层 2 个 restroom 和自己的 common 

room，一层大约有 20 几个房间，基本都是双人间。每人除了可以升降的床

还有 2 个储物柜和，1 个桌子和 1 个衣橱，Corner Room 的空间相对会比

较大一些。Murray 的 House Activity 是每周的 Murray Munchie，大家会在 

Seminar Room 吃东西聊天。Faculty Head Dr.Alyssa Hasty，House HR Vineet 

Desai 都是非常热心而且可靠的人，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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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生租房 

1. 与本科生不同，研究生以及其他交换学生学者必须在校外租房，学校附

近就有许多优秀的房源，当然租金会比较贵。如果您在美国有车或者有

买车的打算，您也可以选择离学校 10-20 分钟左右，或者离各种超市比

较近的房源。这里为各位提供一些学校周边的房源作为参考。 

2. The shay： 微软商店附近，距离学校路程十分钟左右，高峰 15 分钟；

租金 2600 美金/月（2 人），加水电大约 2800 美金/月，户型：2b2b。

算离学校比较近又比较便宜的房子。 

3. Aertson midtown：过条马路就是 Wilson，两到三分钟步行路程；租金： 

2500-2800 美金/月（2 人），户型：2b2b。离 commons、wilson 都非常

近 

4. The Grove：离学校开车十分钟。租金：2000 左右美金/月；户型：

3b2b。 

5. 很多人在学校南边的一些公寓以及 houses 里面，离学校较近，步行十几

分钟左右。如果比较挑剔环境跟噪音可以考虑 Belle vu 的 Percy Warner 

State Park 附近，比如 Hill Meade Apartment 和 Legacy Hills Apartments。房

租：1200 不堵车的话大概 20 分钟到学校。 

*P.S. 更多租房咨询请加入 19 Vandy 找房车家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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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学术指导 

4.1 YES 网站 

YES（https://yes.vanderbilt.edu） 

YES 网站是同学们未来几年在范德堡使用次数最多的网站之一，选课，缴

费，课程进度查询均在此网站进行。 

首先，使用 VUNETID 登录 YES（此过程不需要 VPN，但是不使用可能导致

速度偏慢）。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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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的 Commodore ID（以后可能会用到）。 

B：你的主要学术信息（院系，专业，Advisor，Standing，毕业年）。 

C：选课日期（有些浏览器会显示问号，可以进 Student Registration 查看正

常日期）。 

D：Holds：有些 hold 会影响选课（Immunization Hold，Advisor Hold），选课

前务必确    认 Holds 解除。 

E：当前 enroll 的课程表。 

F：各种 Application（常用介绍）： 

   Academic Record：查看所有已修课程，成绩，GPA，外带学分等 

   Personal Information：个人住址（送外卖），邮寄地址（网购）等 

   Transfer Credit：暑校课程认证，转学学分转换 

   Anchor Link：校内学生组织  Billing Portal：学费缴纳   

   Brightspace：校内课程进度查询网站  Course Eval Results：暑校课程认

 证结果 

   Degree Audit：查询范德堡生涯学习进度以及相关专业所需课程 

   DoreWays：求职资源 Message Center：学术信息通知（选课日期，课

 程变化等） 

   Student Account：账户信息 

   Student Registration：选课，查询课程 

   Writing Studio Appt.：约 Writing Studio 修改论文 

*P.S. 细节指导请关注 VUCSSA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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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选课指导 

（一）示例: 假设我是一个 Econ Major 

1. 可以在 YES- Academic Record-External 里查看我已换学分 

 

2. 对于 A&S 的同学来说，主要需要完成的是 AXLE 的要求和自己 Major

的专业课，对于例子中的 Econ 专业来说，了解完 AXLE 后需要再去关

注 Econ 的专业要求。通过翻阅 UGAD 或者使用 Degree Audit，我了解到

我需要修以下的课:  

-- AXLE courses 

-- Econ Core: Econ 1010, Econ 1500, Econ 3012, Econ 3022(注意我没有

提到 Econ1020，因为之前可以看到我已经用 AP MicroEconomices 将这

门课换掉了) 

-- Econ Elective:  Econ 2100,  Econ 2160,  Econ 2300,  Econ 3035,  

Econ 3250,  Econ 3610 

3. 列时间表 – 用 Excel 即可。可以通过 YES - Student Registration 来揣测

一门课的开设时间。(用法见下图) 

例如 : 根据往年经验，Fall Semester 不会开设 Econ 2160: Strategic Analysis, 

所以尽量选择在 Spring Semester 安排这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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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选课: 根据时间表，本学期 “我” 打算上 SOC 1111, MATH 2300, 

ECON 1010, ECON 1500, HIST 1060。但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功

选上 ECON1500 和 HIST 1060，因此我把 HIST1111 和 HIST 1080 作

为我的备选，事实上大家可以再多放一些备选(但放过多的备选可能会

影响最后抢课时候点击的效率)，于是我最终的 cart 如下: (只截取了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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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抢课的建议(看这之前你可以先花几分钟熟悉一下 student registration 的

基本结构) 

1. 抢课的所有操作都是在 YES-Student Registration 中完成的。 

2. 看清楚选课日期。(写在 Student Registration 右上角 Enrollment Dates 如下

图)并提前留意自己是否还有没有被移除的 Holds(写在 YES 登陆页面的

右侧).  

3. 事先把所有可能会选的课放到 cart 里面，在抢课前建议将 cart 精简到

不超过十门课。 

4. 选课功能开放的时间与你手机上的时间往往会有半分钟以内的误差。当

你 enrollment dates 字样的颜色由蓝色变成黄色的时候代表你已经可以开始

选课了。(在此之前你需要不断刷新页面)。在你选课时间内 submit 选项会出

现在下图标红圈的位置，而且需要你将整个页面拉到底它才会出现。 

 

 

5. 在 IN CART 菜单中通过左边的下拉菜单调整对这门课的选择。

(Enroll/Waitlist if Full) 每次刷新过后这些选项都会重置，需要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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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临近选课时，你的网页加载会变得非常慢，因此建议一次性将你所有

想选对课都设为 Enroll, 然后 submit，submit 的时候所选的课是不能有一

分钟时间重合的，不然都会选课失败，让你错过黄金抢课时间。 

7. 如果你对选上一门课十分有信心，那么你可以分批递交。比如你十分

确信自己能选上 ECON 1010，那么你可以先选 ECON 1500, HIST 1060, 

HIST 1111 以争取将 ECON 1010 设成 ENROLL 的那点时间。 

8. 已经满了的课可以先设 waitlist。对于一些课来说，抢进 waitlist 的前几

名就基本保证了未来可以进入这节课，但最多只可以同时排 5 个

waitlist。 

9. 进了 waitlist 之后，如果你 waitlist 里面课的时间和已选的课有冲突，或

者排进 waitlist 之后总课时超过了限制的 18 个小时，别忘了设置 drop-

if-enroll。具体操作为进入 enrolled(class cart 后面一页)，然后每一门在

waitlist 上的课的边上都会有一个双箭头的小标志，点击后根据提示操作

即可。(如果忘记设置 drop-if-enroll，假如出现了课程时间的冲突和超

过 18 小时的情况，在 waitlist 排到你之后系统不会自动给你名额，而是

将下一个符合条件的人 off list 并将你保留在原位置，并给你发一封

notification,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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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需要注意的是选课前有一些位置会被 reserve 掉，这些座位会留给

declare 过那个专业 major 的同学来选，要注意不要等到选课那天才突然

发现自己想选的课其实根本选不进去，如下图，虽然看上去这节课还

有空位但是 waitlist 已经快满了，就很有可能那 8 个空座位都被 reserve

了，要提前找好候补做好准备～ 

 

 

 

11. Class detail 里面会写清楚上课的时间和地点，如果需要两节课连上的话

最好提前看一下地点，每天 10 分钟横跨校园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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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学费缴纳 

5.1 传统电汇 (Foreign Wire Transfer)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中国国内银行打款给学校的银行账户，一般手续费为电

报费 150 

手续费。步骤如下： 

1. 进入 yes.vanderbilt.edu 并用 VUnetID 登陆，进入页面后点击头像下

方的 Billing Portal 

 

2. 点击 Enter your Billing Portal  

(注意：此步骤开始使用手机内置浏览器可能会导致窗口无法弹出。使

用电脑操作时需要保证浏览器允许弹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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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页面 

 

 

4. Your Account 中的 Current Balance 代表你现在所需要支付的数额。正数

代表还有剩余款项需要支付，负数代表支付了过量数额（会自动被用

来充当支付下一次学费的一部分）点击 Make a Payment 进入支付学费

界面 

5. 选择 Foreign Wire Transfer,  填写支付金额（与 Current Balance 中的数

额一致），币种一般填美元。点击 Checkout (此步骤需浏览器允许弹出

窗口)，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账单，带着此账单去银行柜台进行电汇。

在银行电汇时注意附言注明自己的 VUnetID 以及账单上的 Payment 

Reference。支付结束后将回执收据拍照发至 

studentinquiries@westernunion.com，邮件附言写上 自己的 ID 和 Payment 

Reference。学费一般会在 72 小时内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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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易思汇 

易思汇是国内第一家也是最大的线上留学付费平台，提供全中文服务。相

比传统电汇方式，通过易思汇付学费，操作流程简单快捷，不占用每年 5

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保证交学费后 48 小时之内到账，并且由太平洋保险与

民生银行双重监管保障安全。 

5.3 其他方式 

1. 信用卡支付：使用信用卡支付学费会出现很高的手续费，普遍 2%以

上。 

2. 第三方机构：例如西联 (Western Union)和 Flywire。这些缴费平台会使用

很高的汇率，而不是银行的实时汇率，因此导致出很高的手续费。 

3. E-Check: 使用自己美国的银行账户交学费，必须是 checking 或者

saving，不能是 credit card. 点进 online banking 找到自己的 account number

和 routine number (paper & electronic)，之后进入 yes 系统的 billing portal 点

击 pay my bill,然后填写相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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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日常生活 

6.1 电话卡 

 新生开学大礼包里会给学生 Sprint 的一张电话卡（没付过钱的），但是

可以多看看其他像 Verizon，T-mobile 和 At&t 等几大美国主要的运营商以及

也提供国外业务的中国电信。以上提到的几个运营商都可以在学校附近的

电子产品商店找到，一般新生们都会在开学初组团去办理家庭电话卡套餐

（选择需要的流量和电话、短信量后，人越多平分下来越便宜；每月从其

中一人卡上扣钱）。 

6.2 银行卡 

 范德堡这里主要有银行：Citibank, Bank of America, SunTrust 等。其中，

SunTrust 在校园内有提款机，其他银行都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设有提款

机。美国的银行账户有两种：Checking Account 和 Saving Account。前者可

以无限制写支票，使用 ATM 提现，但缺点在于此账户内存款无利息；后者

正相反，有利息，但是无法用支票从中提款，每月提款次数有限制。美国

信用卡办理相对复杂，高端卡基本都需要 SSN，不推荐新生开始就申请，

可以等待半年或一年后再申请。  

 在 BOA 开户所需要携带的个人证件有：护照，个人信息，国内国外居

住地址，一张学生卡或银行卡。等开户成功后，如果想从国内给你的账户

汇钱，需要的信息有：姓名，账户，地址，SWIFT code 和 ABA/Routing 

number。Bank of America 也支持新生在没有 SSN 的情况下办理信用卡，但

需要在账户中存款较大数额的存款。 

6.3 就餐与购物 

 Vandy 的食堂遍布校园各个角落，种类丰富，有素食窗口，虽然亚洲风

味比较少但整体 食堂味道还比较符合国际生口味。大一新生的学费已经囊

括了每周 21 顿饭的 meal plan，每次可以刷一个 entree 和三个 side; 如果错

过了饭点，可以到附近的杂货店 Munchie Mart 换一些水果和罐装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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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里的杂货店可以满足生活需求，CVS 便利商店走路 10 分钟就到。

如果需要添置衣服或家具，附近的大型购物商场包括 Greenhills 和 Oprymills

等, 车程在 20 分钟到半小时左右，建议大家组团前往。网购也很便利，可

以直接从亚马逊下单，在主校区的邮局取件（邮寄地址请见 YES 网站

Personal Info）。 

6.4 交通出行 

 Nashville MTA: 我们的校园卡基本上可以免费乘坐 Nashville MTA 所有的

线路，具体发车的时间可以在 Google map 上搜到，当然下载官方 App 也是

可以看到时间表的。比较热门的线路就是途径 21st Avenue 的 7 路和经过

Elliston 的 3 路。前者是能从校园直达 Greenhills Mall 的，后者能直达 K&S。 

 线路图：http://www.nashvillemta.org/Nashville-MTA-Maps-and-

Schedules.asp 

 Uber&Lyft：这两款是 Nashville 比较热门的网约车软件，只需要下载绑定

好银行卡就可以使用了。学校推出过 Uber on the card，用校园卡就可以绑

定 uber 账号进行支付，但是现在好像不能绑定了。Lyft 学校可以给你一个

免费车费的 code，但是这个 code 是公用的，比如你参加了学校的活动可以

去申请这么一个 code，私人出行是不可以的。 

6.5 社会保障号 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 

 类似与身份证号的存在，理论上只有在学校工作的同学才能办理，但无

论是餐厅的工作，还是 TA，相应信息需要你去和你的上司确定。一般他们

会让你去办 SSN 并且给你一个 F-1/J-1 Student Visa Holder Social Security 

Letter。你需要带上这封信、护照、I-94、I-20/DS-2019（全部原件），去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办理。去的时候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到那里找一个信息

表格，填好了就去领号排队，手续办完后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通知告诉你

约两周以后就会收到 SSN。实际上用不了那么久，很快就能收到一个带着

自己 SSN 号码的信封了。 

 拿到 SSN 以后，需要到 Baker Building 提交自己个人信息，提交一张

SSN 复印件就可以了，然后去 10 楼办理 GLACIER 以及更新 I-9 表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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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的。拿到 SSN 前后都要去 ISSS 报个到，可能需要更

新你的信息。 

 SSN 申请流程（ISSS）：https://www.vanderbilt.edu/isss/coming-to-

vanderbilt/arrival- checklist/social-security-number-ssn/ 

6.6 理发 

Vanderbilt 校园附近的理发店表现参差不齐，大概有四家： 

1. Supercut，位于 CVS 附近，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相应的质量也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yelp 上评分三星。 

2. Oxford Barber Shop，Peabody 马路对面就能看到，价格比 Supercut 略贵

一些但是仍然 比较亲民，表现良好（反正我是在 google review 上看到

了认识的人）。 

3. William Edge Salon and Day Spa，美发沙龙，服务比较多，发型啊理发啊

染发啊高光啊，价格略高，我理发加定型大概是花了 40 刀左右，不过

体验非常好。位于 Elliston，距离略远，但如果住在 towers 可以考虑一

下。 

4. Heads up：和 WE 定位一样的美发沙龙，价格属于中等偏上，Elliston 有

一家 Green hills 有一家。 

还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理发店，由于距离太远就不多表述。 

无论选择了哪家理发店，一定要先去确定是 appointment 还是 walk-in，如果

是 appointment 的话需要电话预约（社恐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Green hills 那

家 heads up，接受网络预约哒）。 

5. 还有一个方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教程油管 b 站走一圈就好了。 

6.7 锻炼 

 Recreation and Wellness Center。学生的校园卡基本上可以随便刷，如果

没有校园卡但 是想申请会员可以去官网查找一下相应条目。里面设施场

地基本比较齐全，也涵盖室内跑道泳池。而且有各种课程可以选择，室内

有氧课程、拳击、户外远足、皮划艇，有些课程是直接可以参加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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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会收取相应费用，具体内容需要到官网查询。 

 除此之外，commons 二楼和 alumni hall 地下都设有基础健身房。 

 Rec Center 官网：https://www.vanderbilt.edu/recreationandwellnesscenter/ 

6.8 就医 

 Vanderbilt 的学生应该会有医疗保险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 (SHIP)，

它的费用涵盖在学费里，具体数目可以在 ebill 看到。现在这个保险已经对

国际生是必选项目了，不可以 waive 掉。医疗保险在每年的 8 月 12 号到下

一年 8 月 11 号可以负担你在 Student Health Center 的基本开销（比如流

感、HPV、破伤风疫苗）。如果你是 In-network provider，保险会让你承担

救护车 150 刀的开销，50%的牙医费用，具体条款还需要到官网上看的。

  

 除去一些身体上的伤病，心里问题也是学校也是有相应机构的。UCC

可以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所以同学们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劲一定要放心就

医呀！ 

 我们学校的校园卡背面有四个电话，分别是 Vanderbilt 警察局，咨询中

心，SAFE（性骚扰，性侵犯，校园暴力，跟踪），Student health center，这

四个电话都是 24 小时在线，如果有任何安全或健康的紧急问题，都是可以

去打这几个电话寻求帮助的。只要不涉及能危害全体学生的问题，你的电

话内容是全程保密的。  

 医保：https://www.vanderbilt.edu/studentcarenetwork/your-health-insurance/ 

 条款：https://www.vanderbilt.edu/studentcarenetwork/your-health-

insurance/test-page/ 

 （注意国际生是和 Graduate 是一个分类，我们国际本科生是不包含在

Undergraduate Domestic Students 里的） 

 Certificate of coverage: https://www.gallagherstudent.com/brochures/9426.pdf 

https://www.vanderbilt.edu/recreationandwellnesscenter/
https://www.vanderbilt.edu/studentcarenetwork/your-health-insurance/
https://www.gallagherstudent.com/brochures/94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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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学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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