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机 
 
离学校最近的机场是Roanoke机场（ROA），位于黑堡以东 64千米处。

 

每日都有从纽约，华

盛顿，巴尔的摩，亚特兰大，费城，底特律，迈阿密和芝加哥国际机场到ROA的航班。从其

他主要美国城市的国内航班也可以到达。 

 

从机场到你在黑堡的目的地的地面交通，可以按以下途径安排： 

1） 乘坐出租车（推荐）：在你到达前一天下午 7点之前，通过发邮件到 roanokeats@aim.com，

或打电话 1-800-288-1958或发传真到 1-540-362-8006，都可以

 

预定一个出租车。在到

达以后，直接到ROA交通办公桌找到你的司机。费用是 64美元。 

2） 乘坐公共汽车：Smartway公交也在为机场服务 (www.smartwaybus.com)

 

。公交车在平日

早上 6：35 到下午 7：05，在周五周六直到下午 8：35 每 1 个半小时出发一趟。费用 4

美元，仅限现金，不设找赎。 

3） 推荐的接机联系人： 

Jay 

Roanoke Airport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5202 Aviation Drive NW  

Roanoke, VA 24012  

Toll Free: 1-800-288-1958  

Phone: 540-345-7710  

Fax: 540-362-8006  

Email: roanokeats@aim.com  

www.roanokeats.com 

 

$66.00 for 1; $33.00 each for 2, $30.00 each for 3 or more. in same vehicle 

 

请注意，你一定要确保语言文化学院办公室知道你的到达日期和航班号，如有任何改变要及

时告知办公室。 

 

在你到达后，万一有紧急情况，请打电话给我们的办公室：1-540-231-9814（周一到周五早

8点到晚 5点），或者在工作时间外打给我们的主任：1-540-392-0130 

 

尽可能选择到达机场在晚上 8 点以前。如果你确实不得不晚到，那么请计划在ROA有班车接

送的酒店住上一晚。我们强烈推荐，如果你认为你需要酒店，请提前预定。 

Quality Inn, Airport  $59-69/每晚 1-540-366-8861 www.choicehotels.com 

Comfort Inn, Airport $119-139/每晚 1-540-527-2020 www.choicehotels.com 

Mainstay Suites, Airport $104-164/每晚 1-540-527-3030 www.choicehotels.com/ 

Holiday Inn, Blacksburg $99-149/每晚 1-540-552-7001 www.holiday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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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如果您在 2010年秋季北弗吉尼亚语言中心后续方面有任何问题请联系项目助理

AMANDA POMPILIO，邮箱地址：pompilio@vt.edu 

 
1. 校内宿舍：（仅限单人学生） 
www.studentprograms.vt.edu/housing/roomboard.php 
 
在 VT 校园有各种住宿条件的宿舍。在这里学生可以更好的专心享受校园生活。学生可以在

这里用餐。食堂的菜单多样化，有素菜，犹太菜，伊斯兰菜还有低脂食物等不同的选择。 

 
校内住宿位置有限，如需申请，请尽早完成。秋季学期不提供校内住宿。校内住宿只包含 9
个月的住宿，11 月、12 月和 3 月的住宿学生需另行安排。校内宿舍有一些基本的家具，如

床、书桌、碗橱及水槽等。另外，烹调器具不许带入宿舍。宿舍不提供毛巾、毯子和枕头等

日常用品，可以自行携带或者抵校后购买。宿舍床单的规格较长，建议到校后再购买。毛巾

和床上用品的花销大概在$50-$100。 
 
http://www.studentprograms.vt.edu/housing/summerhousing.php 

请填写申请表，在前面要清楚的注明你即将学习英语语言课程在语言文化学院，然后传真这

个申请到：1-540-231-6818 

 

如有疑问，请联系住宿办公室housing@vt.edu。在邮件中要写明你是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

还有你的名字，年龄或者入学层次（本科或研究生） 

 

宿舍租金视型号而定。相关信息可登陆 www.studentprograms.vt.edu/housing/roomboard.php 
查询。 
 
校内住宿生需参加学校的用餐计划，每周至少 15 餐。 
 
2. 校外公寓：（适合单人学生，情侣或一家人） 
www.uusa.vt.edu/uusaServices/OCH/rentals/vtoch.htm 
Foxridge Community Housing www.foxridgeliving.com 
Terrace View Apartments www.terraceview.net 
 
大多数的 VT 学生选择在校外住宿。一般是在学校附近，步行可达；或者公交车可达。需签

一年的住房合同，租金有的包括有的不包括公共事业费。校外公寓通常有一个或多个卧室，

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及浴室卫生间，浴室通常都和室友共用，一般没有家具及日常用品。通

常为两个或多个学生共租。这些公寓在大学周围有很多。校外公寓每月住宿费用$200-$500
不等。 
 

有些租住的房屋需要另交煤气及水电费。这些费用在冬季很重要。单租一个卧室约为 299
美元/月起。如果租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每月租金约为 600 美元。两室一厅约为 600 至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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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月。四间卧室的套房需 1600 美元/月。 
 
租户如想租住一套公寓，需与房主签订一个协议或合同，通常是 12 个月的合同。想在 8 月

签订短期合同会比较困难，但在 1 月或 5 月会相对容易。合同一旦签订，便不可更改。 

 

有关公寓住宿的更多其他问题，请参考我们的行前信息表和以下网

址：http://www.uusa.vt.edu/uusaservices/och/rentals/vtoch.htm  

 

黑堡寄宿家庭公司有时可以提供配套齐全的公寓。费用和预定帮助请参

考www.blacksburghomestay.com 

 

有关住宿的帮助，联系语言文化学院办公室lci-info@vt.edu 

 
3. 寄宿家庭：（仅限单人学生，强烈推荐新生选择） 
www.blacksburghomestay.com （主校区） 
www.justlikehome.com （北弗吉尼亚语言中心） 
 
在一个美国家庭，您可以完整地体验美国文化并且在课余时间练习您的口语。寄宿家庭一般

都离学校或者公交线路较近，是短期住宿的理想之选。寄宿安排是由布莱克伯克寄宿家庭公

司独立负责的，需提前申请。这项服务是需要安排费的。 

 
寄宿家庭一般包含早晚餐；单人间，提供床单、毛毯、枕头和毛巾等日常用品。一般距离学

校半个小时车程。 
 
费用和预定帮助可以在这里查到www.blacksburghomestay.com 

 
4. 合租和寄宿的情况 

很多VT的学生在 9月到 5月的学年中寻找室友。有些家庭也出租房间给学生。这两种住房的

选择都需要实地研究，并且最好在抵达后安排。寻找一个合适的室友或寄宿，需要考虑的因

素包括成本，提供家具否，租期，水电费还有是否邻近公交线路。关于这些情况的安排，可

以在VT校外住宿办公室（121Squires学生中心）找到，或者查看高校学生时代的报纸和克雷

格的名单网站 blacksburg.craigslist.org/roo/ 
 
 

体检 
 
离境前请完成所有疫苗接种和更新，健康历史表格需要医生签字。 
如果注册是不提供完整的健康历史表，学费中会被额外扣除 50 美金作为管理费。 
 
请于到达学校前至少一个月提交健康历史表和肺结核风险评估表给 Schiffert Health Center。
可以邮寄，不能传真。 
 
以下健康历史表中要求的疫苗必须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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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膜炎球菌菌苗 
麻疹、风疹和腮腺炎 
破伤风白喉混合菌苗 
肺结核皮试 
小儿麻痹症 
麻疹 
腮腺炎 
风疹 
乙肝 
 
除了要求的免疫外，另外还有两个建议的疫苗：水痘（如有还未患病）和破伤风白喉百日咳

混合疫苗。 
 

 

 

注册 
 

请在语言文化学院的新生部分下载行前指导www.lci.vt.edu/elp/students 

 

发送有关您到达时遇到的问题至lci-info@vt.edu 

 

如果您不计划参加报到或需要延迟您的新生报到时间，请发邮件给我们至lci-info@vt.edu 

 

 

在开课前来到校园（佛吉尼亚州黑堡），不过不要提前三十天来。提前来校的目的是为了让

你熟悉校园，申请银行账户，寻找住宿地点并且在开课前缓解掉旅途的疲劳。 

请在您抵美第二天向到我们办公室报到，地点可以在www.lci.vt.edu/elp/directions找到。 

 

办公室将在 I-20 上注明的开学日期当天早 8点到晚 5点开门。 

 

早到的学生可以在周四， I-20上注明的开学日期，参加入学测试。请早上 9点到语言文化

学院 1ST 报名提前测试。 
 
语言中心的地点与工作时间 
 
VT 语言文化中心位于校内的 pointe west commons 大楼。另外，黑堡的假日酒店位于学校购

物中心的对面。 
 
语言中心的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下午五点。 
 
以下为法定休假日： 

http://www.lci.vt.edu/elp/students�
mailto:lci-info@vt.edu�
mailto:lci-info@vt.edu�
http://www.lci.vt.edu/elp/directions�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一月第三个星期一 
阵亡将士纪念日：五月最后一个周一 
独立日：七月四日（如这一天恰好为周末，则将另一个工作日转为假日） 
劳动节：九月第一个星期一 
十月第二个星期一：哥伦布日 

 
感恩节：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另：感恩节后的一天亦为假日） 

 
VT语言文化中心在每年的最后一周是关闭的。另外，新年第一周的开放时间也是有限的。 

请上午 9 点于 I-20 上的指定注册日期到 Language Institute 的教室完成注册，需携带如下材

料：护照，完整的健康历史表，I-20 以及 I-94。 
 
需要在美购买健康保险。 
 
抵校两周内需要支付学费。 
 

分班和课表 
 

班级分配取决于学生考试的成绩，班级大小，教师配置和教室等条件。学生如果要求特殊的

课程表安排是不会批准的。在读学生比新进的学生有课程选择的优先权。新生应该期待给予

他们的第一个学期下午的课程表：从周一到周四下午 1 点到 5：45，或周一到周四下午 12

点到 5：45（如果加上一门选修课的话）。 

 

学生需要照看孩子的应该在收到课程表之后安排，他们还需要提供医疗记录文件和疫苗接种

记录以便让孩子在这个课程注册。请注意，如果夫妻双方都是 F-1类学生，那么他们必须分

别进行他们的入学考试（大概 3小时之隔），因为我们不提供婴儿看护，也没有婴儿住宿的

相关设施。 

 

 

其他 
 
财务规划： 
在你来美时，请带至少能够支撑你四个月的花销。你的学费和住宿费是分开交付的。你可以

通过信用卡、你的美国银行账户或现金来支付学费。 
学费须在开学后两周上交。住宿费一般是在你入住后就要交的。住宿方式不同，付款时间也

不同，有些是每月月初交，有些是每学期开学时交。 
 
你的学费里包括课程费和书本费，不含 TOEFL 考试费。其他费用还包括器材使用费（约 75
美元/期），黑堡交通费（约 21 美元/期）学生医疗中心费（约 80 美元/期）。这些费用会与学

费一起上交。器材使用费的主要是用在学校的电脑使用费上。交通费是用来保障你在黑堡地

区内能免费搭乘区内公交车。医疗中心费并不等同于医疗保险。它仅负责门诊类的日常病症，

住院等费用，则需医疗保险负担。 



 
健康与意外保险： 
学生需参加这一保险，以为其人身安全提供保障。VT 对学生保险的最低要求是，大病医疗

保险投保金额至少为 50，000 美元。学生一年保险费用约为 1，400 美元，通过 VT 语言文

化中心，学生可购买一份三个月期限的保险，约 350 美元。 
 
医疗记录： 
所有进入 VT 新生都需要出具一份由医权威医疗机构所签署的健康记录表交给学校。这一健

康状况表需包括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白喉及乙肝免疫证明。 
 
另外，所有 VT 国际学生需提交一份结核菌素表皮测试报告（PPD 及曼托实验有效，叉试无

效），赴美前半年内所做的测试方为有效。过去结核病测试曾呈阳性者及已治愈的结核病患

者不需提交此报告，而需提交痊愈证明及胸透 X 光照片。注意！注射抗肺结核疫苗不等于

可以免除核菌素表皮测试。如果学生不确定自己状况，请与学校医疗服务中心员工咨询。 
 
在你赴美前，请与你的医保负责单位联系，及时接种疫苗，并让其完成学生健康状况调查表

并签字。未提交 VT 学生健康状况调查表的学生会被暂停入学，直到此表格被提交。如果表

格上的信息不完整，学生需要交 50 美元的服务费。 
 
赴美： 
入境时需将你的护照，F-1 签证，I-20 表格交给移民官，他会在上面盖章。请勿遗失这些证

件与表格。他们能证明你的身份，并帮助你离境或再次进入美国。 
 
你可以在 I-20 表格第五项上所列日期（即语言课程开学日期）前的三十天内入境美国，在

语言课程结束后 60 天内你需离开美国，或在课程结束前申请转学。如需延长课程，需在课

程结束前提出申请。 
 
转学： 
从其他语言培训中心转学来本校的学生，需带上前一个语言中心所提供的 I-20 表格。申请

新的 I-20 表格需要学生提供资金证明表及转学证明，以证明你现在的状况与上一个语言中

心时相同。 
 
在校打工： 
F-1 签证的好处之一，便是学生可以合法的在课余打工。F-1 签证的学生在上课期间，每周

最多可以打工 20 小时，在假期则每周可打工 40 小时。F-2 签证学生不能打工。 
 
天气与着装： 
黑堡夏季平均气温为 21 摄氏度，偶尔会攀升至 32 摄氏度。冬季日间气温约为 1 摄氏度，，

夜间气温较低，有时会低至零下 23 摄氏度。全年都有降雨，冬季有时会下雪。 
冬季着装需准备一件厚大衣、雨伞或雨衣、以及一双舒适防水的冬鞋。我们还建议学生能带

上一条厚围巾、帽子、毛衣及手套。不过上述物品也可在黑堡当地的商店里买到。 
 
第一天到校注册： 
到 VT 语言文化中心注册时，请携带以下物品 



1， 护照 
2， I-94 表格 
3， I-20 表格 
4， 学生健康状况调查表 
5， 国内相关保险的信息 
 
Hokie 学生 ID 卡： 
所有 VT 全日制学生都会有一张学生 ID 卡，你可以用这张卡打饭、乘车、在图书馆借书、

使用学校的健身设施并享受医疗健康服务，因此请仔细保留，谨防遗失。学生注册后即可依

照安排领到此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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