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费与其他财务问题信息 

 

国际本科学生预计年均费用  

学杂费 20，760 美金 

住宿与饮食花费 11，788 美金 

个人生活花销 3，000 美金 

医疗保险 1，500 美金 

共计 37，048 美金 

*该花费根据 2018-2019 年预算预测。收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国际研究生预计年均费用  

学杂费 22，440 美金 

住宿与饮食花费 7，500 美金 

个人生活花销 3，000 美金 

医疗保险 1，500 美金 

共计 34，440 美金 

*该花费根据 2018-2019 年预算预测。收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谁需要填写此表格？ 

宾夕法尼亚州史宾斯堡大学要求所有将要进入美国且持有学生签证的外国国籍申请人填写该财

务支持声明。如果您目前持有绿卡，“H”级签证或“L”级签证，则无需填写此表。 

为什么史宾斯堡大学要求填写此表格？ 

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史宾斯堡大学要求所有国际申请人提供其有能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证

明，然后史宾斯堡大学才能发出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一旦申请人被录取，史宾斯堡大学将发出学生申

请 F-1 学生签证所需的 I-20 表格。 



 

如何获得 I-20表格？ 

史宾斯堡大学有权签发 I-20 表格。申请签证，并且新生进入美国或从其他机构转移非移民身

份签证到史宾斯堡大学都需要 I-20 表格。如需获得 I-20 表格，您需要符合下列要求： 

1.获得本校录取资格 

2.提交财务支持证明。该证明需证明您有能力承保学术项目持续时间的花费。您需要提供银行对账

单 

和财务支持者的收入证明。 

3.如果您目前在美国上大学，您必须提交当前拥有的 I-20 表格的副本并填写 SEVIS 国际学生转学

表格。 

 

什么是合格的财务证明？ 

合格的财务证明包括： 

•银行对账单 

•银行教育贷款 

•奖学金证明信 

•政府资助来源证明 

•税务报表（税表 W-2） 

•公司信头的年度收入证明 

 

不合格的财务证明包括： 

• 工资报表 

• 特许账户报表 

• 预期收入报表 

• 信用卡 

• 财产评估文件 

• 缺乏美元货币的银行账单 

• 其他固定资产的证明文件 

如果我要带一个或多个家属，我该怎么办？ 

拥有一个或多个家属的申请人必须为每个额外的个人提供资金证明文件。此金额是“预计年均

费用”的补充。请参阅左侧所示的“预计额外年均费用”。注意：这些金额是预估数额，可能会根据 F-1



学生的学杂费用和生活费用而变化。这些估计数包括每个家庭成员的医疗/意外保险费用，住房，食

品，衣服等的基本费用。 

携带家属的申请者预计额外年均费用  

配偶/第一位家属 4，626 美金 

每一个一位以上的家庭成员 2，892 美金 

*请注意，在美国期间，您将无法通过工作支付教育费用。美国政府法规严格限制就业授权。在美国持

有 F-1签证的学生必须进行全日制注册。 （本科需注册 12-18 学分每学期，研究生需注册 9 学分以上

每学期） 

 

 

国际学生（本科&硕士）财务能力证明 

I. Applicant Information 申请人信息 

Applicant’s Last (Family) Name (As it appears on Passport)申请人姓（请与护照一致）:                        First (Given) Name 名 

Complete Address 地址:  

Telephone Number电话号码:                      Email邮件：: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请人签名:                                           Date 日期 (Month/Day/Year):  

II.A Source of Support资金来源证明: (to be given annually through the duration of the applicant’s program of study 在申请人学习项目期间提供每年

都需提供) 
* A bank statement (issued within the last 90 days) must be provided; all bank statements must have official bank seal or stamp with wet signature and date. * An earnings 

statement must be provided (annual, monthly or weekly earnings) from employer with sponsor’s name and address on it. *必须提供银行对账单（在过去 90 天内发出）;

所有银行对账单必须密封或带有正式的银行公章。 *必须提供资助人的收入证明（年度，月度或周收入），并附上姓名和地址。 

Name of Sponsor资助者姓名: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与申请者的关系:  

Complete Address 住址:  

Telephone Number电话号码: Email邮箱:  

Name of My Current Employer现阶段的公司或上司:  

Annual Salary (in U.S. Dollars) 年薪（以美元计算）: $  



Yearly Amount of Support (in U.S. Dollars)年资助金额（以美元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 MUST BE PROVIDED 必须提供 

My Bank Statements are attached银行对账单已添加附件: Yes No   

My Earnings Statement is attached 收入证明已添加附件: Yes  No  

Type of Account: Savings Account储蓄账户  Cert. of Deposit 存单/存折  Other 其他    Date Account opened 开户日期 (Month/day/Year):  

Signature of Sponsor资助者签名:                                                                                                                                    Date 日期(Month/Day/Year):  

By signing this State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I promise to be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tuition, fees, living expenses, and any other relevant expenses of the applicant whose 
name appears above. 通过签署本财务支持声明，我保证承担上述名称的申请人的学杂费用，生活费和任何其他相关费用的经济责任。 

*If you do not have a sponsor and are funding your education with your own resources, please have your bank provide verification of your personal account.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sponsor, you must submit a State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all other required financial documents for each sponsor. 如果您没有资助人并且自己提供财务支持，

请让提供您的个人银行帐户的证明。如果您有多个资助人，每个资助人都必须提交财务支持声明和所有其他必需的财务文件。 

RETURN THIS FORM TO: 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fice of Admissions, Shippensburg, PA 17257 请将本表格寄回史宾斯堡大学招

生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