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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场入境详解

http://bbs.gter.net/bbs/viewthread.php?tid=34424
外国人搭机抵美国国境，必须在最先着陆的机场办理入境手续，亦即在机场接受移民官及海
关关员的检验。前者检查旅客来美资格，亦即是否可以入境；后者查验旅客的行李是否应课
关税，或有违禁物品应予没收。
1、入境检查手续
(1)旅客被引导到入境检查室，按照入境签证的不同，排队等候检查。持非移民签证者(F1) 应
排在 nonresidents（非移民）的队伍，持移民签证或绿卡者在 citizens/residents（居民）的行
列。
(2)轮到你受检时，将护照、I-20 或 IAP-66、I-94、及报关单一并交给移民官查验。要知道，
持有护照及签证并不保证可以入境。因为签证只给持有人要求入境之权，准其入境与否，则
操在移民官身上。移民官会核对「黑名单」，看看该外国人是否在榜上，如果过去在 移民局
有过不良记录，例如曾被递解出境，则入境时即有麻烦。
(3)照惯例，移民局官员会问你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确定你来美之后的住所地
(**** Univ)、来美的目的(Studing)、及携带多少钱等。不必紧张，从容回答即可。
(4)移民局官员问完问题，就会在 I-20 或 IAP-66 及 I-94 上签章━盖章注明入境日期，签字
注明签证身分及再次合法入境的期限。
如果你持(F-1)签证，美国将允许你在美停留至学业完成的必要年限。因此，通常移民官会
在 I-94 表的停留期限栏打上 D/S (duration of status)印记。
如果你持交换学者(J-1)签证，美国只允许你在特定时间内停留，并必须攻读 IAP-66 上所指
明的课程以维持交换学者的身分。
无论你持 F-1 或 J-1 签证，你必须注意入境时护照的有效期必须始终保持比预定在美停留期
限多出六个月以上。
(5)移民官会将 I-94 的出境部分撕下，钉在护照上，并将 I-20 或 IAP-66 的第三页一并交还给
你。（你要立即确认添加的资料无误，如果有错误立即要求更正。离开柜台后再回去要求或
问问题，只会徒增麻烦）
。你要千万注意，I-94 是唯一证明你合法入境美国的证件。虽然只
是一张小纸，在居留美国期间一定要和护照一起妥当保管。遗失的话，须向临近移民局申请
补发。
2、领行李、缴交报关单及验关
2

(1)根据走道上的指示走到 Terminal 领行李处，依电脑屏幕或告示找到自己班次(Boardingcard
上面有班次)的行李招领台。
(2)从转盘上取下自己的行李，小心核对行李号码，因为不少皮箱看起来一模一样。
(3)机场备有手推车，一些机场的小车免费。也可以找 porter 代劳，小费 1$。
(4)国际机场很大，领行李时常容易找错转盘，有时航空公司也会作业疏忽。找不到行李别
紧张，持登机证上的行李注册存根向航空公司查询，万一还是找不回来，则须填写报失单，
并记下机场服务人员的姓名及电话，以备日后询问。（曾有同学遭遇类似的情况，本想向航
空公司索赔数千元，结果航空公司第二天就找到了，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
(5)排队验关时，不妨选最短一行排队受检。不要左顾右盼，犹豫不决，更不可看另一行通
关迅速而临时换行，而变成「行迹」可疑而遭受仔细盘查。面带笑容，态度诚恳，有问必答，
但不要多话，以免自找麻烦。
(6)检查行李时要递上证件，如海关要求开箱检查，立刻打开受检，不要迟疑。如果验关人
员示意通过，也不要怀疑，立刻提出行李离开。按照美国法律，海关人员无权私自打开你的
行李，但是如果他们要求你打开，你拒绝，他们有权打开你的行李。
(7)如果在行李中被发现有任何禁带物品，是要被当场没收的，原本打包好的行李弄得一团
乱，得花点力气让东西归位。但有时运气好，也能快速通关。看好你自己的行李，既不要少
也不要多，不要给任何人带行李过海关。小心别人利用你夹带毒品。
(8)随时注意自己行李证件，不可离身，以防被人乘机盗取。
(9)携带入境的金额超过一万美元，应主动向海关申报，并填报 4790 表。
3、换机
如果你入境后要换机，你得估计好时间，尽早到要转换的航空公司机场柜台去报到，当然行
李还是要重新 check in。如果机场大，为避免走冤枉路，不妨问一下人。在换机手续办妥，
找到确定的机门后，你可能有一段休息时间。这时不妨四处走走，舒展一下筋骨或上一下厕
所。
如何处理行李方面的紧急情况
行李损坏时怎么办？
如果发现行李在货舱内损坏，你应该在行李转盘处或是航空公司设有的专设柜台处理。处理
行李损坏事项，旅客必须填写行李破损报告，航空公司会安排专人修理行李，或由旅客自行
送修，再将收据寄回航空公司，则能获得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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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毁损的程度到完全无法修理，有些航空公司会理赔一只新皮箱，有些则以一年折旧 10%
的折旧率，根据行李购买的年份换算现金赔偿。
根据国际航空协会规定：行李于国际运输过程中受到损害，应于损害发生七日内以书面向运
送人提出申诉。但航空公司表示，最好在机场就作出反应，否则事后还需要另外填写一份报
告书解释为何没有立刻发现行李毁损。
如何避免行李遗失
航空公司拖运的大件行李都是在转盘上拿取，由于数量多，很可能有拿错或被盗、转机时行
李不见了的情形，发现找不到行李时，首先不要慌乱，看看四周有没有类似的行李箱被误拿，
若真的找不到了，赶紧找航站人员帮忙，拿着行李牌及机票向失物招领处登记。
若使用新的行李箱，要记住行李箱的特徵、颜色及尺寸，否则领取 行李时，茫茫然不知如
何找起。
为避免行李遗失及托运物品损坏，有几个方法可避免意外的发生：
行李上务必写上英文名字、学校地址，如此比较容易在机场被寻获。各航空公司会提供行李
名条供顾客写上联络地址及电话 ，一旦遗失，航空公司可按照行李名条，将行李送回。
对于行李的描述越详细越好，若能指认出行李上有特殊的标签，可让寻找的人较易找寻。可
在行李上贴上醒目的贴纸或图画，以便寻找 (有同学贴上熊猫像，是好办法)。
若是易碎品，最好放在比较妥当的地方或者干脆不要放在行李内，因为有些航空公司对于易
损、贵重或易腐物品，概不负赔偿责任。
凡持卡购买机票的旅客，在到达目的地后超过六小时未找到行李，持卡人可获得美金 250
元的刷卡金额购买日用品，如有家属同行者可获得美金 500 元的理赔。超过 48 小时未寻回
行李，判定属于遗失，金卡持有者有美金 1000 元，普通卡有美金 750 元之刷卡额度，作为
购买日常贴身用品之用，即使第 49 小时找到行李，依然可以申请理赔，但要持机票、登机
证明申请理赔。旅客若有贵重的物品，应尽量随身携带。
办理挂失手续
当在机场发现自己的行李遗失时，请先办理挂失手续：立即向机场“失物招领办公室” (Lost
Found)报遗失。办事员会替旅客填写“行李意外报告”，内容包括飞行路程、携带几件行李，
并拿各式行李的图片供旅客指认，并将资料输入电脑，透过国际性协寻行李网路，找出行李
遗失处的站名。
超过 21 天若未找回，则由末站的航空公司负责理赔。根据航空公司的“终站赔偿法则”，多
次转机的旅客，由搭乘终站的航空公司负责理赔。
关于赔偿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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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航空协会规定：托运行李之赔偿限额约为每磅美金 9 元 7 分（每公斤美金 20 元，德
航为每公斤 53.5 马克），随身行李之赔偿限额为每位旅客美金 400 元。对全部旅程均在美国
境内各点之间者，相关法令规定航空公司之赔偿限额，每位旅客不得低于美金 1250 元。
西北、美联航、东航、国航、加航行李规定大全
美西北航空公司
电话：010-65053505
托运行李：两件；每件 32 公斤。三边之和不超过 158CM
手提行李：一件；18 公斤。三边之和不超过 113CM
美联航
电话：010-64631111
托运行李；同西北 （F1/J1 送一件 23kg）
手提行李：一件。23 公斤。三边之和不超过 118CM
美大陆航空
托运行李： 158 的，两个，每个在 23kg 以下（F1/J1 送一件 23kg），登机箱 18kg，129cm
东方航空公司
电话：010-64681166
托运行李：两件；每件 32 公斤。一大一小：158CM；110CM
手提行李：一件；5 公斤。三边之和不超过 115CM。
超重每 5 公斤罚 900 人民币。
国航
电话：010-66013336
托运行李：两件；每件 32 公斤，一大一小。158CM。两件总和不超过 273CM
手提行李：一件。10 公斤。三边之和 40*50*60CM
加航
电话：010-64682001
托运行李：两件，每件 32 公斤。三边之和不超过 158CM
手提行李：一件 8 公斤，112CM
超重罚 1020 人民币
附录 (这部分内容请使用者注意查对正式规定。)
1. 免费托运行李：往美国的旅客可有两件托运行李和一件手提行李。托运行李：可携带托
运行李两件，每件重量不超过 32 kg，每件最大 三边之和 158 cm 。换言之，每件尺寸是
长+宽+高=158 厘米，注意不是周长，是周长的一半。在有些商店可说买 76 号箱子。以上
是西北的规定，但民航、韩亚好象也相同，可能是国际航线的标准。手提行李可携带手提行
李一件，最大重量 18 kg (一说 22.67 kg)，最大三边之和 113 cm 尺寸不得超过 45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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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公分］
。手提行李中建议包括下列物品 ：换洗内衣裤一套、旅行支票及现金、护照、
i-20、通讯录、药品、纸、笔、隐形眼镜药水、眼镜、面纸、化妆品及打发时间的娱乐用品。
男生应携带一把刮胡刀，随时整顿仪容。
2. 出入境须知 边防检查的定义和职责为了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世界各国都在对外开放
的国际机场、港口、国境车站或通道以及特许的出入境口设立边防检查机构进行检查。其对
象和内容是对进出国境的中外人员实施护照证件检查，对出入国境的交通工具及其运载的物
资实施检查，依法处理违法人员。我国出境检查程序根据我国出入境法律规定，公民须在指
定的口岸出入境并向边防检查人员交验护照和出境登记卡。
3. 如因私出国，现行的习惯做法是，在到达出境口岸前，已事先在当地的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处取得了该卡，经边防检查人员核验，如无不符要求的情况，会将护照填写后发还出境者
本人，即可出境。海关的定义和职权海关是主权国家设在对外口岸上对进出该国的商品、货
物、运输具等执行监督管理并征收关税的机构、各种人员携带物品出入境，都应向海关自行
申报并接受检查，任何稳瞒申报、违禁或逃避海关检查的行为，都将遭到没收充公的处罚或
法律刑事责任的追究，为方便简化海关出入境手续，我国已开辟了国防通行的红绿通道海关
制度。
4. 公民出境携带行李物品免税数量和限值在限量和限值的范围内，允许携带下列物品：
(1) 食品、衣料、衣着和价值人民币 50 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
(2) 酒 2 瓶，烟 600 支。 治疗常备用药，总值不得起过人民币 200 元。单一品种限合理
数量，麝香，蟾酥不准带出，对当归枸杞、黄芪、肉挂、桂皮等 5 种药材，如超出规定的免
税量时，要征收出口税，人参、鹿茸限各 200 克。
(4) 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电风扇各一件。
(5) 电视机、收录音机、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各一件。
5. 限制出境物品
(1) 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
(2) 外币及其它有价证券；
(3) 无线电收发报机和通信保密机；
(4) 贵重中药材及其成药；
(5) 一般文物；
(6) 海关限量管理的其他用品
6. 文物、书画出境查验手续出国公民、包括入境的华侨，港澳同胞等旅客，如携带在文物
商店或友谊商店购买的，或个人所有的文物，一律要事先经文物管理部门鉴定，出境时间持
发票和许可证明向海关主 动申报。在国内集市或私人手中购买的文物，一律不准携带出境。
如将旧文物携带出境，应向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口岸之一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
请鉴定向海关申报，否则将按走私行为论处。如携带著名已故画家的书画作品出境，属文物
出口管理范围鉴定。一般现代书画出境，海关按合理数量查验放行，不准出口的，予以退还。
7. 外汇、贵金属物品检查手续出国公民所持有的人民币、支票、汇票等和国外的债券、股
票、房
契、以及同处理国外债遗产、房地产和其他外汇资产有关的各种书、契约和授权书、委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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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未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不准携带，托带或邮寄出境。如携带、白银 、白金等贵重
金属及其制品，海关在家规定内限额内查验放行。如超过限量部分，退回国内亲友或交当地
中国人民银行收税，不准携带出境。
8. 公民入境免税物品限值数量入境者携带物品的验收标准实行低、中、高档三类物品区分
不同标准分别验放的制度。低档的生活学习用品限合理数量免税放行，中高档的生活学习用
品，任选其 5 件或 1 件免税放行。
9. 禁止入境物品
(1) 各种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
(2) 各种伪造货币和伪造的有价证券；
(3) 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任何物品；
(4) 各种列性毒药；
(5) 鸦片、吗啡、海洛英、大麻以及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等；
(6) 带有危险性病菌，虫害及其他生物的动物，植物及其产品；
(7) 有碍人畜健康的和来自疫区的以及其他能传播疾病的食品、药品或其他物品；
(8) 人民币：按照货币协定办理的除外，人民币外汇总换券按有关规定处理。

美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申请 SSN

对于准备长期居留的外国人来说，到美国后要做的第一件的事，是申请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也就是社会安全号（只逗留几个月的人就不需要申请了，而且也申请不到
SSN）。这个东西很重要哦，无论你是去租房子、申请信用卡、领奖学金、领工资……都用
得着这个号码，如果没有 SSN，生活会非常不方便，有了 SSN 后，你会慢慢发现这个号码
的好处的。
那要怎样才能申请 SSN 呢？到哪里去申请呢？
在 SSA 政府网站上是可以查到很详细的信息的：SSA 网站 http://www.ssa.gov/
下文中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个大概流程：
Contents
How do I get a number and card?
What does it cost?
Types of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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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I get my child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What if my name changed?
Make sure your records are accurate
What if my immigration status or citizenship changed?
What if my card is lost or stolen?
Proving your identity
Protect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Contacting Social Security
How do I get a number and card?
You must complete an Application for a Social Security Card (Form SS-5). To get an application:
Go to www.socialsecurity.gov/online/ss-5.html on the Internet;
(Download Form SS-5：www.socialsecurity.gov/online/ss-5.html)
or Call 1-800-772-1213;
or Visit a local Social Security office.( Find a local Social Security office ：
http://s3abaca.ssa.gov/pro/fol/fol-home.html)
To get a Social Security card, you must provide original documents that show your age,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or lawful noncitizen status. We verify birth documents for U.S. citizens age 1 and
older with the office that issued the documents. We verify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documents for all noncitizens with DHS. You will get your number and card as soon as we
have all of your information and your documents are verified.
提示：请先填好 ss-5 表格再去办理 SSN，虽然当场也可以填，不过先填好可以节约不少时
间，而且可以慢慢地修改检查，不容易出错。去的时候可以带驾驶执照作为 ID，也可以带
护照做 ID，请记住，SSA 只接受所有证明文件的原件，所以最好不要采用邮寄方式申请 SSN
号，以免原件丢失。
What does it cost?
There is no charge for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nd card. If someone contacts you and wants to
charge you for getting a number or card, or for any Social Security service, please remember that
Social Security services are free. You can report anyone attempting to charge you by calling our
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hotline at 1-800-269-0271.
Types of cards
We issue three types of Social Security cards. All cards show your nam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he first type of card shows your nam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nd lets you work without
restriction. We issue 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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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citizens; and
People lawful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permanent DHS work authorization.
The second type of card shows your name and number and notes, “VALID FOR WORK ONLY
WITH DHS AUTHORIZATION.” We issue this type of card to people lawful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a temporary basis who have DHS authorization to work.
The third type of card shows your name and number and notes, “NOT VALID FOR
EMPLOYMENT.” We issue it to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lawfully ad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work authorization from DHS,
but with a valid nonwork reason for needing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nd
Who need a number because of a federal law requiring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o get a benefit or
service.
请注意：H4 签证是无法申请到 SSN 的，可以去税务局申请一个 ITIN 号码代替 SSN，以便
考驾驶执照，如果一定想要一个 SSN 号码，也是有变通办法的，譬如，你要考护士资格或
者参加一些要求必须提供 SSN 的特殊考核或者需要获得一些必须提供 SSN 才能够得到的福
利。不过建议大家，如果没什么特别要求，H4 最好不要以欺骗手段去获得 SSN，以免影响
国人在外的整体信誉。
How do I get my child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t is a good idea to get the number when your child is born. You can apply for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for your baby when you apply for your baby’s birth certificate. We will mail the Social
Security card to you. Or, you can wait and apply at any Social Security office, but you will have to
provide proof of age, identity and U.S. citizenship for your child and proof of your identity.
In addition, if your child is age 12 or older and needs to apply for an original number, he or she
must have an in-person interview. If your child, age 12 or older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or she must explain why he or she does not already have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f you need a Social Security number for your adopted child, you may want to wait until the
adoption is complete. If you want to claim your child for tax purposes while the adoption is still
pending, you need to contact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for Form W-7A, Application For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For Pending U.S. Adop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ask for the
publication,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For Children (Publication No. 05-10023).
What if my name changed?
If you change your name, because of marriage, divorce, court order or any other reason, you need
to tell Social Security so that you can get a corrected card. If you are working, also tell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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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r. If you do not tell us when your name changes, it may:
Delay your tax refund; and Prevent your wages from being posted correctly to your Social
Security record which may lower the amount of your future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To issue you a corrected card, we need to see one or more recently issued, original or certified
documents that show your old name and the name you want on the card, such as a marriage
certificate or divorce decree. If you are a U.S. citizen bor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records do not show you are a citizen, you will need to provide proof of your U.S. citizenship. If
you are not a citizen, we must see proof of your current immigration status. The new card will
have the same number as your previous card but will show your new name.
Make sure your records are accurate
Each year your employer sends a copy of your W-2 (Wage and Tax Statement) to Social Security.
We compare your nam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on the W-2 with the information in our files.
We add the earnings shown on the W-2 to your Social Security record.
It is critical that your name and Social Security number on your Social Security card agree with
your employer’s payroll records and W-2 so that we can credit your earnings to your record. It is
up to you to make sure that both Social Security’s records and your employer’s records are correct.
If your Social Security card is incorrect, contact any Social Security office to make changes.
Check your W-2 form to make sure your employer’s record is correct and if it is not, give your
employer the accurate information.
If you are a worker age 25 and older and not receiving benefits, you receive a Social Security
Statement every year that summarizes your earnings. Review this Statement to make sure that all
your earnings are included. If your Statement does not include all your earnings, let your employer
and/or your Social Security office know about any incorrect information.
What if my immigration status or citizenship changed?
If your immigration status changed or you became a U.S. citizen, you should tell Social Security
so your records can be updated. To get your immigration status or citizenship corrected, you need
to show documents that prove your new status or citizenship.
当你拿到绿卡，或者变为美国公民后，需要去社安局更改你的移民状态信息。需本人携带各
证明原件去办理。
What if my card is lost or stolen?
You can replace your card or your child’s card for free if it is lost or stolen. Call or visit us. You
will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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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an Application for a Social Security Card (Form SS-5);
Present a recently issued document to show your identity;
Show evidence of your U.S. citizenship if you were born outside the U.S. and did not show proof
of citizenship when you got your card; and
Show evidence of your current immigration status if you are not a U.S. citizen.
Your replacement card will have the same name and number as your previous card. We
recommend that you keep your Social Security card in a safe place. It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DO NOT carry it with you.
Proving your identity
We can accept original or certified copies of documents to prove your identity. Examples of
documents we can accept are:
Driver’s license;
Passport;
Employer ID card;
School ID card;
Marriage or divorce record;
Health insurance card (not a Medicare card);
Military ID card;
Adoption record; or
Life insurance policy.
Protect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You should treat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a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avoid giving it out
unnecessarily. You should keep your Social Security card in a safe place with your other important
papers. Do not carry it with you unless you need to show it to an employer or service provider.
We do several things to protect your number from misuse. For example, we require and carefully
inspect proof of identity from people who apply to replace lost or stolen Social Security cards, or
for corrected cards. One reason we do this is to prevent people from fraudulently obtaining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to establish false identities. We maintain the privacy of Social Security records
unless:
The law requires us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to another government agency; or
Your information is needed to conduct Social Security or other government health or welfare
program business.
You sh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sharing your number and card to protect against misuse of your
number. Giving your number is voluntary even when you are asked for the number directly. If
requested, you should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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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your number is needed;
How your number will be used;
What happens if you refuse; and
What law requires you to give your number.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can help you decide if you want to give you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The decision is yours.
Contacting Social Security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socialsecurity.gov or call toll-free 1-800-772-1213 (for the deaf
or hard of hearing, call TTY number, 1-800-325-0778).

在美国如何申请驾驶执照

美国是汽车的王国，美国 16 岁以上的公民几乎人人都有驾驶执照，都会开车。因而驾驶执
照在美国不仅仅是开车的本子，而更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身份证件。美国有效的身份证有很多
种，护照、绿卡、社会安全卡、ID 卡――很类似中国的身份证，但社会最接收的却是驾驶
执照(driver license)。无论看病，开设银行帐号，去法庭，找工作，有了驾驶执照就都可以
进门了。ID 卡只有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开车或驾驶执照被没收的人才去领取。所以如果
留学美国，或旅居美国，申请一本驾驶执照会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无穷方便。
那在美国如何申请驾驶执照？它的程序又是如何呢？
在美国申请驾驶执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美国的驾驶执照统一由机动车辆管理部
(DMV)颁发。美国的机动车辆管理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它负责机动车辆的登记、更新
和事故处理，负责驾驶执照的发放、更新。有意思的是，ID 卡也由机动车辆管理部办理。
每个 18 周岁以上的公民或合法的外籍人士都可以随时去机动车辆管理部申请驾驶执照。
具体步骤如下：
1)准备交通规则：交通规则可以到任何机动车辆管理部去拿。交通规则有多种语言，所
以中国留学生可以选择中文来考试。当你准备好交通规则后，你就可以去机动车辆管理部申
请驾驶执照了。如果为了结省时间，避免在 DMV 排长队，你可以事先打电话预约申请一事。
2)到机动车辆管理部办手续：到机动车辆管理部去时必须准备好有效出生证明，即你的
护照与 I-94 表；有的州，如加州还需要社会安全号卡(SSN)――此卡可以到社会安全部(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申请。没有 SSN 的人，要出示不能申请 SSN 的证据（由 SSA 给出，
之前会与移民局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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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费考试：到了机动车辆管理部，首先要填驾驶执照申请表，交申请费。申请费因州
而异，大致十几美元到二十几美元；然后考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一般考 40 来道题，错误不
超过 6 道就算通过。如果没有通过，当天可以再考一次而不用另交钱。考试通过后，将检查
视力，照像，按手印，然后你就能得到练车的允许证（Learning Permit）。有了练车的允许证
后不能单独开车，要有人陪着才能上路（需有一年驾照以上的人），否则属于违法。经过一
段时间的练习，根据每个州的规定(如有的州要求 30 天，有的州没有时间要求)，你就可以
去预约路考。只要通过了路考，你才能自己上路，也就是完成了申请驾驶执照的全部手续。
4)路考：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记住你一定要预约，同时带上平时陪你练车的人与车。因
为美国是希望人人都可以开车的，所以路考很简单，不会考你复杂的技术，只是看你是否掌
握最基本的驾驶技能。有些州只是让你开一小圈，看一看是否会用刹车，会加速，会用指示
灯。加州路考就稍难一些，会让你上一上高速公路，有时还会考考平行停车。如果你路考失
败，一般要过一周才能再预约。虽然美国路考对技术要求不高，但对驾驶习惯特别是细节性
问题却有特别的要求：比如上车是否系安全带，发动车时是否环顾了四周，看了后置镜，转
弯是否打转弯灯，见到行人是否远远就刹车，……中国人常常很容易忽视这些细节。所以经
常有这样的事，在中国很会开车的人到美国路考没有通过，而在美国刚刚学车的人，自认为
开得很不好却通过了路考。
通过了路考，机动车辆管理部当时就给你一份临时驾驶执照，上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
签字，没有照片，但你完全可以开车上路了。带有你的相片的正式驾驶执照会过几天寄到你
在申请表上填写的地址处。当然如果你有了车，开车上路时还必须购买汽车保险。在美国，
汽车没有保险是违法的。
在美国，当你拥有了驾驶执照后，会觉得许多事情都容易得多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美国各州的驾驶执照不通行。如果你在一个州有了驾驶执照，一旦
搬到另一个州一定要重新申请该州的驾驶执照，唯一区别的是，这次你不用路考了。
路考的一些小提示：
1.坐上车后，先系好安全带
2.考官会要求你把车钥匙转到 ON，但是不启动车，检查你的刹车、转向灯、雨刷、除雾器、
大灯、喇叭等。如果你的车上有的部件不能正常工作的话，考官是不会让你路考的。
3.路考前，把座位调大点空间，美国人比较胖，让考官坐得舒服了，考试时也会心情好些。
考官坐上车后，等他发指令你再启动车。
4.Stop sign 一定要停满三秒。遇到红灯一定要停，如果你在红灯要右转，一定要先 full stop
了，再逐渐向前挪动车子，挑合适的机会转弯。看见行人一定要让。
5.过四叉路口一定要动作夸张地左右张望一下（当然也是真的要看清楚一些），不然考官会
认为你没有注意路况，会扣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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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转时一定要以明显动作回头过肩看右后方，不然会被扣分的。
7.绝对不能超速，不然立马就 fail 了。
8.路边停车时，一定要打右转灯。从路边出来时，一定要打左转灯。换道、上高速 merge 主
车流都要打转向灯。下高速也要打右转灯，否则都会扣分的。
9.在自己不确定可以安全换道时，就不要勉强，考官还是要命的，不会勉强你的，最多给你
换条路线。
10.路边停车时，如果在有坡度的路上，要注意轮子的方向。
11.任何时候都不要和有行路权的车抢道，就算你抢成功了，考官也会认为你是危险驾驶，
把你 fail 掉的。
12.考前最好去 DMV 门口跟几辆考试的车，摸摸路线，踩踩点，考试时就会顺利许多。
13.对于考官的指令如果没有听清楚，可以再问一遍确认一下，千万不要紧张。有一个笑话，
有一人很紧张，考官让他 left turn，他怕自己没听清楚，就问“left turn?”，考官答曰“Right.”
此人一拨方向盘就右转去了，于是 fail 掉了。
14.开车的时候尽量开得平滑一些，按照路标速度开，不要超速，也不能太慢，太慢是阻碍
交通，也会 fail 掉的。刹车不要急刹，这样考官坐得舒服，一些小毛病也就让你混过去了。
总而言之，路考没有什么可怕的，安全第一，这次考不出，下次还有机会，反正考起来也不
贵，学起来也不难。

买二手车的 checklist

1. 水箱（是否漏液，是否有绿色 coolant）
2. engine oil, transmission oil（颜色，多少）
3. 刹车液
4. 方向盘自动助力液
5. 灯位：大灯，转向灯，尾灯，刹车灯，顶灯
6. 空调
7. 所有安全带的收放
8. 收音机等音响设备
9. 门窗密封是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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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ear mirror, wing mirror 是否完好，调节是否自如
11. 玻璃上的 tint 是否起泡
12. 后车窗加热电阻丝是否工作
13. 备胎, 内六角扳手和千斤顶
14. 方向盘是否与前轮矫直
15. rego 何时到期
16. 将引擎打开 10 分钟左右，注意观察水温以及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17. 注意引擎，波箱与 radio hose 那根皮管靠近的地方是否有绿色冷却剂泄漏
18. 如果是自动车，试开时注意平地加速时变速箱自动换档是否平稳，刹车是否有效
19. 注意看车前部的内侧 frame 是否有矫形痕迹，撞过的车通常外部修复烤漆后看不出来，
但是内侧会留下痕迹
20. 用手摸一下车底变速箱的下部，看看是否有变速箱漏油的问题，尤其是三菱 magna
21. 打开引擎机油盖子，注意盖子内侧是否有水汽，以防发动机进水
22. 放下手刹，注意位置是否偏高，如果偏高则需清理后轮手刹弹簧中的积垢
23. 驾驶员座位是否调节自如
24. 发电机皮带和引擎皮带是否松弛
25. 仪表盘指示灯（左右方向指示，大灯指示，机油油位，发电机充电指示，档位指示，关
门指示灯等等）
26. 前后雨刷，以及前窗水喷头
27. alarm 是否工作
28. 电池
29. 将前轮方向向左右分别打满，注意看轮子后的转向轴皮套是否完好，不然转向轴承和差
速器都会损坏
30. 车体有无锈蚀
31. 后备箱，油箱门是否开关自如
32. central locking 是否工作正常
另外，购买二手车后注意适当更换：
1. engine oil
2. transmission oil
3. 加注 radiator coolant
4. 蓄电池内加水防止酸度过高，切勿加满！！
！！不然溢出腐蚀车体
5. 开的前几天要注意水温，如果温度过半立即靠边进行处理
6. 请购买 nrma 的 road service，出了故障临时买会很贵
7. 请购买适当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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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实用网址大全• 政府篇

在美国使用网络很方便，美国的政府网站也都做得很好，信息很全，一般来说，先在网上查
一道，再去办事，会比较有效率。而有时候一些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也可以在政府网站上
获得答案。以下是部分实用网址：
社会安全局 SSA（办理社会安全号 SSN，及申请各种社会福利）
：
社会安全局 http://www.ssa.gov/
机动车厅 DMV（办理驾驶执照，ID，注册车辆）
：
DMV 网址指南（各州网址不同） http://www.dmv.org/
税务局网站 IRS（报税等信息）
税务局 http://www.irs.gov/
国土安全局网站 USCIS（移民法规及信息）
国土安全局 http://www.uscis.gov/
在线查询你的移民申请情况 https://egov.immigration.gov/cris/jsps/index.jsp
美国邮政系统 USPS（邮局、寄收信件）
邮政系统 http://www.usps.com/
美国海关 Custom（了解进出关事宜）
海关 http://www.customs.gov/
美国国务院（获知办理护照，出国旅游及一些最新政策等的信息）
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
移民排期查询 Visa Bulletin（如果你要申请移民美国，从这里可以获知最新移民排期）
移民排期查询 http://travel.state.gov/visa/frvi/bulletin/bulletin_1770.html
EB1、EB2 申请移民相关（如果你是通过 EB1 或 EB2 目录申请移民的，从这里可以看到移
民局对一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及说明，相信会对你准备申请材料等有所帮助）：
Decisions（Members of the Professions holding Advanced Degrees or Aliens of Exceptional
Ability）
http://uscis.gov/graphics/lawsregs/admindec3/b5/
下面来几个中国政府在海外的政府网站吧，出门在外，诸多不便，危难时刻还是要靠组织的：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http://losangeles.china-consulate.org/chn/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http://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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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http://www.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

美国生活实用网址大全•生活篇
http://bbs.gter.net/bbs/viewthread.php?tid=483939
租房相关：
http://www.rent.com/
http://www.apartmentguide.com/
http://www.apartments.com/
http://www.pennysaverusa.com/
这几个网址用用大概也够了，不够的话，最好去买份当地的报纸，根据上面的广告，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
或者可以到当地的超市中领取免费的租房信息小册子。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通过 google 搜索相关租房信息，
不过那个比较没有针对性一些。
租房之前，一方面要实地考察，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以下网址获得一些信息，看看当地的普通群众收入如何，
治安如何，堵车情况……
看看你住的地区怎么样
http://realestate.yahoo.com/re/neighborhood
看看交通情况如何
http://www.traffic.com/
日常生活相关
下面来几个常用的买食品和日用品的网址吧，倒不是让大家在网上买东西，而是……美国公交系统很差，去
哪都要自己开车，先在网上查好离自己最近的店的地址，顺便看一看这个星期有什么优惠商品，再决定是
否要去店里：
Safeway（吃喝日用）
http://shop.safeway.com/supersto ... 1&page=corphome
Albertsons（吃喝日用）
https://www.albertsons.com/defaultSSL.asp
Target（日用品、服装）
http://www.target.com/gp/homepage.html/601-5978580-6522537
Walmart（劳动人民的最爱，嘿嘿，日用品，服装等，不过质量比较没有保证哦）
http://www.wal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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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
Longs Drug（药店，其实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http://www.longs.com/
Walgreen（药店）
http://www.walgreens.com/default.jsp
Rite Aid（药店）
http://www.riteaid.com/
电脑、电器商店：
Bestbuy（电器）
http://www.bestbuy.com/
CompUSA（电器、电脑产品）
http://www.compusa.com/
Circuit City（电器、电脑产品）
http://www.circuitcity.com/ccd/home.do
Fry's（电器）
http://www.frys.com/
Dell（电脑）
http://www.dell.com/
华人相关：
大华 99 中国超市（食品，日用品，可以买到不少中国菜）
http://www.99ranch.com/
打往中国、香港等地可用的电话卡（在线订购，还算可靠）
http://www.sinocalling.com/
几个百货商店：
Nordstrom
http://www.nordstrom.com/
Saks fifth ave
http://www.nordstr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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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y's
http://www.nordstrom.com/
Robinsons May
http://www.robinsonsmay.com/gifts/OnlineShopping/CA?Dsp=1&c=1
Kohls
http://www.kohls.com/main/home.jsp
Sears
http://www.sears.com
Mervyns
http://www.mervyns.com/
JCpenny
http://www.jcpenny.com/
Gottschalks
http://www.gottschalks.com/
现在油价那么高，查查住地附近的油价，再决定今天是不是要出去加油吧：
查询当时汽油价格
http://www.gasbuddy.com/
找工作相关
Hot Jobs
http://hotjobs.yahoo.com/
Monster
http://www.monster.com/

折扣商品网站 Deal Sea
http://www.dealsea.com/
Bens Bargains
http://www.bensbargains.net/
Deal Union
http://www.dealun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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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eal Info
http://www.edealinfo.com/
Smart Bargains
http://www.smartbargains.com/
Newport N
http://www.newport-news.com/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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