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HC 國際學生計畫
Los Angeles Harbor College 歡迎您詢問我們的國際學生計畫。 本頁資訊包含

如何註冊成為一位 F-1 VISA 國際學生.
Los Angeles Harbor College 是一所 2 年的社區大學. 它是 Los Angeles
Community College 系統九個校園其中的一個. 同時也是加州 100 多個公立社區
大學其中的一個. 本校學生可以選擇 2 年的人文藝術學位 (Associate Art
Degree), 以便未來轉學到 4 年大學的人文藝術領域. 或者我們也提供 2 年的自
然科學學位 (Associate in Science) 以便學生未來轉學到 4 年大學的自然科學
領域. 我們也有提供證照課程, 以便就業市場需求.

怎樣的資格才合乎於 F-1 國際學生簽證:

為取得 Los Angeles Harbor College 的 F-1 Visa 國際學生簽證, 學生必須符合
以下資格:
1. 應該具備高中畢業, 同等於美國高中畢業的程度. (要具備正式英文翻譯
成績單).
2. 要有好的英語溝通技巧. 必須要有基本托福測驗 (TOFEL) 的程度:
TOEFL 至少要筆試 (PBT paper-based test) 450 分; 或電腦測驗 (CBT
computer-based test) 133 分, 或是網路測驗 (iBT internet-based test)
45 分的程度. 我們也接受 IELTS Band 5 成績. 以上要求可被省略如果學
生的高中課程是以英語教學.
3. **資金提供者 (sponsor) 或父母必須遞交支持宣誓書和財務能力的證明
以符合學生的就學需要. (銀行財務報告或收入稅單的 copy)
** 以上要求將可被省略如果學生能證明自己有財務能力負擔他/她自己的教
育。但是學生將必須提供銀行報告, 以證明他或她有充足的資金

財務需求:
美國海關移民服務局 (USCIS) 不一定會允許 F-1 簽證學生在美國工作, 而且
F-1 國際學生在本校並不符合教育就學補助, 所以國際學生申請人必須有能力證
明自己有充足的資金可利用. 資金今額必須能負擔第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用, 並

且能準備明年的教育費用. 這些資金可由以下任意一方或雙方合資達成: (父
母、親戚, 等), 或學生.

住宿:
本校沒有提供生活膳宿, 但是國際學生辦公室能提供學校附近膳宿供應場所的
目錄. 新學生一般會選擇暫時住宿在學校附近的旅館, 或是在 San Pedro 的一
間學生旅舍直到他們找到永久住宿供應的地點, 這也許需要三到四天的過程. 寄
宿家庭 (Homestays) 也可以透過 homestay 代辦處的安排來尋找.
San Pedro 青年旅社的網站: San Pedro Youth Hostel.

以下是學生每年預計的支出:
學費, 註冊費, 及其他直接相關費用:
F-1 簽證學生每學期至少要註冊 12 個學分.

學費 (每學分 $169.00 x 12 學分)
註冊費 (每學分 $20.00 x 12 學分)
District SEVIS Filing Fee
健康費 ($11.00, 必繳)
A.S.O. Student Representation Fee 學
生代表費 (必繳)
Associated Students Organization
($7.00)
書籍費與文具 (大約)
停車證 (with ASO membership)
健康保險 (大約)
總共 (USD):

一學期

一學年

$2,028.00

$4,0566.00

$240.00

$480.00

$25.00

$50.00

$11.00

$22.00

$1.00

$2.00

$7.00

$14.00

$300.00

$600.00

$17.00

$34.00

$250.00

$500.00

$2,879.00

$5,758.00

*每年 7/1, LACC 學區有可能調整 Non-Resident 非居民學費.
健康保險:

學生可自行自費投保. 注意: 2007 秋天起, 醫療保險將是必須, 並且所有學生將
被要求參加有效的保險以成為 LACC 洛杉磯社區學院學區的學生. 保險的費用
將被加在 2007 秋天, 和 2008 春季學期學費和註冊費用帳單裡面. 含蓋的費用與
計劃是由其它地方學院比較得到的.
生活費支出:
每月的食物, 住所, 個人費用估計是大約 $800 到$1,000. 估計費用一學年至
少是$14,402 - $18,000 USD

申請 F-1 VISA 並成為國際學生的程序:
在被學校接受之前, 學生需要遞交以下文件:
1. 國際學生入學申請書.
2. 正式 TOEFL 測試結果: 至少要筆試 (PBT paper-based test) 450 分; 或電腦
測驗 (CBT computer-based test) 133 分, 或是網路測驗 (iBT internet-based
test) 45 分的程度. 我們也接受 IELTS Band 5 成績.
3. 所有高中以及任何大學學分成積單.
4. 二張護照大小相片 (最近六個月內).
5. 已簽名的國際學生同意書.
6. 填寫好的父母; 或財務提供者的財務提供宣誓書 (Affidavit of Support). 銀行
財務報告, 或收入稅單文件顯示至少有$14,402USD, 或其它財力證明顯示該學
生的財務能力能支付一學年的開銷.
7. 申請費 - $35.00 (不可退款) *如果學生能證明他/她自己的財務能力足以支
付就學開銷, 則不須要財務提供者的保證書.

截止期限:
申請文件應該準時遞交在以下截止期限之前:

7/15 (春季學期) , 和 12/15 (秋季學期). 轉學學生最晚必需在學校課程開始前一
個星期遞交申請文件 (如果學生趕得上學校的學力評估考試, 參加國際學生開
學介紹會議, 並且還有選課位置). 申請人應該與國際學生辦公室的顧問聯繫關
於最後期限和申請流程的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