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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漫游和呼转；买哪种美国电话卡；宽带上网；优惠买 IPhone

出国前一般需要将自己国内的电话开通国际漫游和国际长途（这两者不一样，都要开通）
。
注意开通后可以接电话，但一般不需要接通；看看号码，如果需要的话再打回去就是了；接
收短信免费。
建议提前买一个“美洲电信卡”
，网址是：
https://www.ctexcel.us
注意！不要直接用上面的链接申请，尽量用网上其它朋友给你的推荐链接，这样双方都
可以拿到$10 的奖励，利人利己。
使用“美洲电信卡”的好处是可以“一机双号”
，就是同时获得一个中国号码，这样你
可以将自己的原有的中国号码设置成为“任何情况下都呼转”到你的美洲电信卡中国号，实
现低成本直接接听国内电话（只需国内呼叫转移费）
。
例如，你的移动手机这样设置：用你的中国移动手机卡发送短信：
2072#美洲电信卡的中国号码
发送到 10086 即可。
其它运营商手机的设置方法请咨询客服。
不过，一直使用中国电信的美洲电信卡并一定划算。下面推荐一个可能更好的 deal：

到 Xfinity 的门店买一个 IPhone，价格和 Apple 官方的一样，但是包含一个 Sim 卡，该
卡每月只收流量费（每 1G 收 12 美元），通话和短信免费，90 天以后返现 200 刀，可在任何
超市等处购物使用。
（2018.11 月有这样的活动，不知道随后活动情况了）
再说上网（宽带）
：
就是上面提到的 Xfinity（https://www.xfinity.com）
：这是一家全国性质的网络/电视/通讯
提供商，并有数以万计的 WIFI 热点。我们只关心宽带：带上护照等去门店开户即可。注意：
（1）
开户完成后回到寓所，要上网（这时你还只能上 Xfinity 的官网）登录你的账
号并激活（Activate）你的 Modem（猫，或称网关/gateway；没有猫的话可以
问问老司机，或在开户的时候租一个，当然最划算的还是向校友买一个二手
的）
。你还需要一个无线路由以提供多个设备同时无线上网。技术细节请咨询
老司机。
（2）
开户的时候说明你会选用“Paperless Bill”并启用 Auto-Paymen，可以每月有
5 刀优惠。
有朋友问猫和无线路由的不同档次（价格差别很大）有什么不同？举个例子说吧，不同
档次的猫支持的最大速度是不同的，不过最低也有 25M 的下行速度，都够用了；而高档的
无线路由则可能穿透力强（上下楼、左右邻都能畅通）
，或有其他高级功能（例如某“盒子”
能自动下载某类影视节目等）
。
2.

出入境可以带多少现金？

简单说：多少都行，只要（1）符合中国规定；
（2）如实申报。
入境：
入境美国时美国是不在意你带多少美金的，但需要申报。离开美国时也需要申报携带的
美金数量，避免被认为是非法劳工所得。
注意事项：
（1）飞机快落地入境的时候，机组人员会问谁要申报，现金 1 万美元以上需要申报。
一定要如实申报（不会收你任何费用的！）
。
（2）入境后，第一时间到银行开设账户，并一次性的存入银行。超过 1 万美元银行会
让填表，如实填写即可（再说一遍：不会收你任何费用——大家的钱都是干干净净挣的，已
经交过税了，到美国是来消费的，只有买东西的时候才需要再交消费税）
。不要自作聪明分
次存入，那样反而会有麻烦，会被认为是“结构性拆分”
（这可是涉嫌洗钱的罪名）
。
出境：
也不要带过多现金。现在一些美国机场增加了登机前的现金登记，还要求说明现金来源，
估计是核查非法劳务情况。建议多余的现金存入美国银行，参见本文最后的建议。

3.

开美国银行账户、收 statement 做地址证明

银行账户是必须有的——许多其它事务（例如考驾照、申请信用卡等）都需要银行账单
（Bank Statement）以证明你的住址。因为账单一般在开户一个月后才能开始寄给你，所以
要尽早开立。如果急需 Bank Statement 的话可以在开办账户后立即让银行打印一份给你。
对了，刚来美国的时候建议不要将银行账单设置成“电子账单”，这样你可以收到纸质
账单，可用于地址证明（办驾照等）
。
去办卡的时候带上护照即可；有 SSN 的带上 SSN 原件。最好多带一些现金，银行总是
希望你把钱存它那里（我的一个朋友存 9000 美元，一个星期后顺利办到该行信用卡；而另一个存的少，

申信用卡一个月后竟然被拒）
。另外，如果家人也在美国，最好开一个联名账户（Joint Account），

能增加银行对你的信任度，也有助于信用卡申请。
美国的银行很多，很多朋友喜欢到一个本地的银行里面开户。例如田州的 First Tennessee
Bank（简称 FTB，翻译为“第一田纳西银行”，名字很强大）。这个银行开户如果在三个月
里面有 Direct Deposit 入账，可以得到 150 刀或更多的奖励。开户前要先问问，或上网查一
下（有时候需要你明确地向办理开户的人询问，否则他可能不会给你这个优惠）。
FTB 的网站是：
https://www.firsttennessee.com/
所谓的 Direct Deposit，就是类似工资直接发到你的银行卡里的形式。如果是国家基金委
派的留学，其资助一般就是直接打到你的美国银行账户中的，这种发放形式就是 Direct
Deposit。下面是有奖励的链接（可打印出来，并现场问清楚）
：
https://www.firsttennessee.com/landing/deposit/150-express-v2-landing-ofb150/150-expre
ss-v2-cert-ofb150
还有一个银行也可以考虑：Bank Of America（简称 BOA 或 BofA）
；这又是一个很会起名
字的银行，翻译过来是“美国银行”
，不过维基百科上确实说是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说第
一是摩根大通）
。它的网银支持 Zelle 转账和手机存支票（deposit checks）
，很方便的。网站：
https://www.bankofamerica.com/
重复提醒一下，开户前一定要问清楚有没有开户 bonus，条件是什么，可否申办信用卡，
有没有 cash back/points 奖励等。

4.

租房合同、KUB（用电）账户、打印 I94 表

如果一家人同来，建议租房合同上写上所有家人的名字，这样大家都有了一个地址证明
（考驾照等可用）
。
如果是接朋友的房子（最好这样，家具和车一起接收，可免很多麻烦，总的来说也是比
较划算的；不要太计较价格，一般的行情都还比较合理）
，可以让朋友提前一个月在 KUB
的网站上将账单的收件人姓名改为你的姓名，这样你就会有了另一个地址证明。等你来的时
候上面这两个证明，加上两个身份 ID（护照和 I94）
，就可以立即去考驾照、办车牌照等。
I94 打印地址（点类似右边的链接）：
https://i94.cbp.dhs.gov/I94/#/home
设置一个 KUB 的网上账号可以方便的缴费已经设定自动缴费等。地址为：
https://www.kub.org/
需要注意是，如果你在办理 KUB 用电账户的时候，还没有 SSN，则你必须首先在获得
SSN 以后，电话 KUB 客服或者到柜台登记一下你 KUB 用电账户对应的 SSN，然后在 KUB 的
网站上，点击“Create Login”
，输入你的账户号和 SSN、ZIP 邮编，即可创建 KUB 网络账号。
5.

打车、租车

初来乍到，打车是一个大问题。这里的 Lyft 相当于中国的滴滴，一定要先注册一个，应
急；通过下面这个链接可以有五刀的奖励信用额。
https://lyft.com/ida/LE72617
也有朋友建议用 Uber，这个品牌应该算是“滴滴”们的鼻祖了；参见：
https://www.uber.com

至于租车：有过国内租车经验的朋友会惊讶于这里租车费用的实惠程度；一般 30 刀左
右一天。诺城有多个租车公司，例如 Enterprise 等；问问老司机有没有 Coupon 可用，能便
宜不少。下面的比价网站也可参考：
https://www.hotwire.com
如果有大件东西要搬运，可以看看：U-Haul，起价 20 刀，然后按里程大约 1 刀/每 mile，
也很实惠。本人没有用过，需要参考的可以到下面网站看看：
https://www.uhaul.com/

6.

考驾照
在美生活，驾照必不可少。先到下面网站学习：
https://driverslicensetest.net/

认真学习交规，有用的。别当儿戏。美国是一个讲规矩的国家。我印象最深的之一是
STOP sign：这可不是“慢慢开”
，而是要先 complete stop 的，也就是说先彻底停下再说。
考驾照需要两个身份 ID 文件＋两个住址证明文件，需要提前准备。我用的是：护照、
I94，和租房合同、KUB 账单。
（前面说了，KUB 账单是可以提前准备的，顺利的话能省一个
月的时间；I94 网上打，地址前面也说过了）
。
诺城考驾照的地址：
318 Home Ave, Maryville, TN 37801
或
475 Oak Ridge Turnpike, Oak Ridge, TN 37830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田纳西州的驾照政策在全国都应该是非常好的。我们作为外国人，申请的“暂住者驾照”
不仅是驾驶证明，也是身份证明，这点在州政府网站上是特别明确说明的（有的州只是驾驶
证明）
。经过 2001 年的条例修改后，田州是美国没有 SSN 也可以申请驾照的州之一，有不
少人从外州来田考驾照。
拿了驾照的可保留那封提醒“renew/续期”的信以备用（当然你如果以后永远不来美国
的话就不用了）
。
还有一个可能顶用的秘密窍门：
如果你是 B 签，最多只能在美国停留 6 个月，那你的第一次驾照可以时间短点，例如 2
个月，快到 2 个月的时候去续一下（28 刀）
；第四个月的时候再续一下，28 刀。不要心疼这
个手续费。认真学习一下所需要的 document，看续的时候能否使用两个不带居留时间的 ID
（因为驾照需要两个身份 ID ）
。可能会有惊喜拿到 N 年的驾照……也可能没有。
其它注意事项问老司机即可
附一个新司机的路考心得：
【……Oka Ridge 比我们常去的机场附近的 Maryville 中心更大更宽敞，
办事速度更快。我预约了下午 2:00 的，1:04 提前 Check in，10 分钟后直接上车考试，考官也是个白人老头，
很 nice，路考可能也就 10 分钟左右，全程限速 25 迈。1:50 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建议有时间不怕远的老
师可以去 Oka Ridge 考。
】

7.

买 money order；至少带一张有磁条的 Debit 卡

Money Order 是现金支票的一种，可以在需要支票的地方使用。对中国人来说，money
order 是必须要用的，因为这是换美元最方便的方式：到超市（Walmart 或 Kroger 等）都可

以使用中国的 Debit 卡来买美元的现金支票，只需要付很少的手续费（每$1000 约 1 刀）即
可。买到的 money order 可以像现金一样存入银行，也可以直接用来付水电房租等需要使用
支票的费用。
建议尽可能多带几张储蓄卡（Debit），你买 money order 的时候会用到的。因为不同的
超市的收款系统不一样，有些带芯片的中国 Debit 卡不能用来买 money order（我遇到有些
芯片卡直接让超市的收款机死机的情况）
。

8.

买支票（check）

支票是用于支付房租等账单的安全方法。银行开户的时候一般会赠送几张支票，不够用
的。从银行买支票较贵，到下面网站买比较便宜，还可选很多不同样式：
https://www.checksunlimited.com/
这个网站首页有个醒目链接：

记住里面的推广码（现在是 H5R2）
，付账的时候记住使用。优惠后普通的支票一盒约 7
刀，足够用了，因为一盒有多“本”
，每本几十张。
（你如果想要花哨的支票，就贵些）
。
附注：duplicate 类型的支票是带复写的，这样你可以把写过的支票留个记录。

9.

如何转账（转钱）

朋友之间需要相互转钱的事情还是不少的，例如大家共同租车租房出去玩等。转钱的方
法很多，这里介绍两种：
（1）
Zelle：免费转账，支持多个银行，包括 BOA（FTB 第一田纳西银行不支持）。
在网银上设置你用于转款的邮箱或者手机号即可。
（2）
支票。举例来说，通过 BOA 的手机网银，可直接将别人的支票 deposit 进去，
不用去银行的 ，非常方便。
顺便推荐一下：Bank of America 的手机网银用起来很方便，推荐到这家银行开一个账号。
维基上说 BOA 是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旗下还有 Merrill Edge 证券投资商，可以关注一下。
BOA 手机网银的安装如果有问题的话，参加本文后面的“安装美国版 APP”一节。
10. 在手机上安装谷歌地图（及其他美国版 APP）
基本上手机谷歌地图是美国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之一。不过，很多安卓手机在安装
谷歌地图的时候会很麻烦，因为中国手机里面没有谷歌“Play 商店”这样的软件。我安装“小
蚁”摄像头软件的时候也遇到困难（虽然它其实是小米公司的产品，但美国版需要安装美国
版 APP）。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参考下面攻略。
攻略 1：先安装“谷歌安装器”
（这是通吃的方法）
到“应用市场”或“应用宝”里面搜“谷歌安装器”
，安装即可。找不到的话（或为避
免假软件）
，也可到下面网站看看：
（1） GO 谷歌安装器：http://www.goplaycn.com/
（2） 豌豆荚：https://www.wandoujia.com/搜“谷歌安装”即可
然后在谷歌安装器里面安装谷歌三套件，成功之后再到谷歌的“Play 商店”里面安装东

西，就是想怎么安装就怎么安装了。
说明：你的手机不一定能正常使用某个谷歌安装器。不行的话多试几个安装器。
攻略 2：离线安装法（适用于大部分美国安卓软件的安装）
先安装 APKPure：
https://apkpure.com/
然后搜“google maps”
（或你需要的其他美国软件）
，下载其离线安装包，安装即可。
攻略 3：另一个离线安装法（安全性未知，请慎重）
https://apps.evozi.com/apk-downloader/
将你要安装的 APP 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搜出来后，把地址拷贝粘贴到上面网站可以搜
到。
例如，BOA 手机网银在 Google Play 的地址是：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nfonow.bofa
这个地址在 APKPure 里面找不到（可能是因为银行有限制的原因）
，但在 evozi 的网站
还可以找到。它会生成一个二维码，手机扫描它即可下载，也可直接下载到电脑中。
注意：这个网站的安全性未知，请慎重。

11. 公园；步道；大雾山；有毒植物“商陆”
诺城的自然景观是非常美丽的，基本上到处都是起伏的青翠坡地，散落着各类优雅美丽
的 house。但是，美国是一个“车轮子上的国家”，大家出行一般都使用汽车，所以很多道
路没有“人行道”
，如果需要跑步锻炼等，最好到公园去。
说几个诺城的公园：
Lakeshore（6410 S Northshore Dr），步道（trail）沿田纳西河，坐在路旁可以观赏河岸
美景。
Victor Ashe（4901 Bradshaw Rd）
，有着
还有其他许多步道（trail）
，例如 Third Creek Trail、横贯 UT 的 Green Way 等。更多信息
可参见：
田纳西州的国立公园：https://tnstateparks.com
步道 Green Ways & Trails：https://rootsrated.com/
https://www.alltrails.com
http://www.outdoorknoxville.com/
当然，到田纳西不能不到大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想要详细的大雾山攻略，
可以到网上搜，多的是。简单说来，可以到下面网站看看：
https://smokymountainsgreenways.org/
最后，一个小提醒：
大毒草“商陆”
：

商陆，多年生粗壮草本植物，各地又称大苋菜、山萝卜、花商陆、胭脂等。这种全株有
毒的植物，原产自北美，在中国也很多见，属于“入侵植物”，适应性强生长迅速。商陆可
以入药，但是普通人遇到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秋天时候，它会结出红色的果实，非常诱人，
据说还是甜的，但是一定要记住：有毒！特别是其根及果实毒性最强。由于其根茎酷似人参，
常被人误作人参服用。中毒症状为：严重呕吐或干呕，从嘴到胃均有灼热感，腹部抽搐、腹
泻，乃至导致心脏麻痹。
请参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9%99%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E%8E%E6%B4%B2%E5%95%86%E9%99%86

12. 买东西；超市；网购和免费送货
除了 Walmart 外，Kroger 基本上算是第二大连锁超市。建议先办一个 Kroger 顾客卡（到
店办即可）
，安装手机 APP，可以方便领各种各样的 Coupon，每周五还有免费礼物领。
如果仅仅是买食物和菜的话，ALDI 可能算是很便宜的了，为了节约成本，它甚至不提
供塑料袋，不过你可以用店里面空置的纸盒。
也有朋友喜欢到 Bestbuy 买东西，也很实惠。
如果要买自己习惯的中国食物，可以到 Sun Rise 亚洲超市，或者 Far East 亚洲超市（有
些东西比 Sun Rise 便宜些）
。注意：不要以为里面的人是亚洲面孔就和他们说中文，他们可
能是越南人哦~
超市除了 Walmart，Kroger，Sunrise 外，还有 Grocery Outlet，Sam’s（需要办会员卡），
Costco（需要办会员卡，并只能用 Visa 卡付账）等。
市区的商场还有 Westmall 可去看看，远一点的 Tanger Outlet 则往往是诺城朋友周末结
伴采购的好地方，众多很多品牌的大本营，往往能淘到很好的商品。喜欢购物的朋友可以买
一个 10 刀的优惠卡，很值的。
地址：1645 Parkway Suite 1320, Sevierville, TN 37862
网购：

首选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
（1）如果你是以前没有用过 Amazon Prime 服务的新用户，到美国后可以先注册一个
Prime Trial 账号
（不论你有没有账号，
只要没有用过 Prime 服务，都可以先试用 Prime 的 Trial）
，
这样可以在一个月内享受免费 2 天送货的服务。
（2）然后在你获得学校的 edu 邮箱账号后，可以再将你的账号升级为 Student Prime，
这种账号有半年的免费期，半年内可以免费享受 Prime 的 2 日快递上门服务（还有免费的
prime video，很多电影电视啊..….提醒一下需要 Chrome 浏览器的）
；注册地址为：
https://www.amazon.com/primestudent
请一定注意：如果你不需要半年以后继续使用，一定要在半年到期之前取消 Student
Prime，以免 Amazon 自动扣费。
（3）如果你的使用期超过半年，可以先申办一个 Deserve Edu 信用卡，然后将 Amazon
的默认付款方式设置为使用这个 Deserve 信用卡付款，这样在半年免费的 Student Prime 到
期后，Amazon 会自动从你的 Deserve 信用卡上扣款。Deserve Edu 信用卡会给你报销这一年
的年费的。
。
。总共一年半，够用访学用的了。当然，如果你还要继续使用，就需要付费了。
Deserve 信用卡的详细说明也可参考本文后面。
（4）Amazon 上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是否可以 free return，以免不满意的时候还需
要自己掏邮费退货。不过，有些东西即使不能 return，但不一定不能 refund，因为不能 return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东西属于环境有害的东西，不便运输（例如电池）
。和客服 chat 以确认一
下如何处理。记住：在美国，The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有必要的话可以体会一下“顾客
就是上帝”的感觉。
还有 Belk、Macy’s 等等都有网站。
提醒一下：Amazon 上的“Subscribe & Save”之类的，是“周期性订购”的意思，看上
去价格便宜了许多，但是会每个月（或其它时间间隔）自动给你邮寄并扣款的，别随便买，
看清楚再说。
买二手东西：
首选 Craitlist（这是世界最大最著名的二手交易网站，别被它简陋的页面蒙蔽了啊）
：
https://knoxville.craigslist.org
不过，一定要见面交易，眼见为实，以免买到不适合的东西！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电商网站是 eBay：
https://www.ebay.com/
我经验很少，但据说服务也很好，其拍卖模式还可能淘到惊奇的价格。你也考虑使用
Paypal 的支付服务（相当于支付宝）
：
https://www.paypal.com/us/home
为你的网购更加一层保险。据说 Paypal 是非常偏心买家的，如果你使用 Paypal 购买的
东西不满意，要退货基本不需要理由（本人没有经验）。
13. 看电视电影视频等
第一：当然是“油管”了：
https://www.youtube.com/
这是免费的，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由于信息太过丰富，国内是不能访问这个网站的）
第二：Netflix：版权视频的最大集散地，很多著名的美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的：

https://www.netflix.com
这是收费的，你可以到百度上搜搜，看有没有卖账号的，可以买一个。因为一个账号里
面有 5 个分账号，几个亲友合作买一个也可以的，好像 Netflix 是允许亲友之间共享账号的
（消息来源：http://tech.163.com/16/0112/06/BD402BG9000915BF.html）
。不是亲友就不要这
样做了。不管怎样，Netflix 值得买。如果有小孩子，还可以设置成儿童模式，然后他们想怎
么看就怎么看。

14. 配钥匙；汽车钥匙编程
房间钥匙和车钥匙可能都需要配；特别是二手车很多只有一把钥匙，很不方便，万一锁
到车里，你去找 dealer 或保险的话一般在 100 刀以上。。。
攻略：Walmart 和 Kroger 都有自动配钥匙的机器；Walmart 还有人工配的地方，去最边
上卖汽车配件的附近找找；Ace Hardware 也有。如果你的钥匙在 Walmart 不能配，可以到
Amazon 上找到兼容的模子（一般小几刀）
，再到 ACE Hardware 做 cut（约 1 刀）
。
例如我的钥匙：
https://www.amazon.com/KeylessOption-Ignition-Transponder-Replacement-Cadillac/dp/B01MD
PENJH/ref=sr_1_2?ie=UTF8&qid=1515545228&sr=8-2&keywords=transponder+key+uncut+cadill
ac+cts+b112
网站的页面顶部有型号兼容性测试，自己设置一下。或者直接去 ACE Hardware 先配配
试试，只要能开车门也可以用于备份（不一定可以启动汽车；见下面说明）
。
注意：如果你的钥匙是带芯片的（即 transponder key）
，需要按说明 program 才能启动。
编程方法网上可以找找，或到下面网站的 Keyless 看看。
我是在 Amazon 上找到我需要的 Key Fob，然后到下面网站找到编程方法的（有时候钥
匙模子的卖价也会给你一个小纸片，上面有编程说明的，要仔细看）：
https://www.keylessentryremotefob.com
遥控也是需要类似的方式来配的。不过，有些遥控不能自己配，必须到 dealer 那里配，
因为需要特殊的仪器（一般都要 200 刀以上的）
。

15. 洗地毯（租洗地毯机）
地毯一定要洗！地毯一定要洗！地毯一定要洗！重要事情说三遍，否则你自己上网搜“地
毯螨虫”看。至于 1 个月还是 2 个月洗一次，你自己看。
我们经常到 ACE Hardware 租洗地毯机（我们用的牌子是 Rug Doctor），一天是 30 美元
（不包括税）
，租两天是 40 美元。一家两室的房子，大概 3 个小时就能洗完，所以我们经常
是几家约在一起洗，一起分摊租费。洗地毯液是从 kroger 或 walmart 买（ACE 也有，比别
家贵，实际上 Kroger 和 walmart 也有租机器的，费用好像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总是从最近的
ACE 租）
https://www.walmart.com/ip/Rug-Doctor-Oxy-Deep-Cleaner-Solution-for-Rental-Cleaners-N
on-Toxic-Deodorizing-Formula-with-Oxygen-Power-to-Lift-Stains-and-Spots-96-oz/133197696

注意：还洗地毯机的时候，一定要把地毯机清洗干净还，特别是下图红圈那个东东需要
取下来清洗。我们第一次不知道没有清洗，也没有认真看要求，结果被罚 20 美元（如果早
点还，还有时间拿回去清洗一下）

16. 修车；买配件
大家买的一般都是二手车，基本没有 1 年内不需要修的。如果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话，可
以到 Autozone 买配件，找修车行装配，可能会便宜一些。别忘了办一个会员卡：
https://www.autozone.com/
如刹车片自己去 Autozone 买，20 刀到 50 刀不等。算下来比本地号称最便宜的 Bao Auto
修车店（至少 80 多刀）还便宜，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比较高级的陶瓷甚至碳纤维刹车
片。建议先在 Autozone 网看看然后再去店里买，再到下面这个地方换，人工费一对 30 刀。
Llantera Inestroza（据说是老板的姓+轮胎的意思。有老师说是洪都拉斯人的店）
。
地址：8631 Walbrook Dr, Knoxville, TN 37923
电池换起来也很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关键要有扳手，有些懂的老师就自己换，听
说有些卖电池店会免费帮你换(电池约 80 刀)。Bao 那个地方换电池 150（不含税）
。
Bao 修车店总体还是比较便宜的（地址到 Yelp 或者 Google 上找就知道了）
，很多老师都
到他那里修，如果没有必要修的毛病，他也会很实诚的告诉你不需要修。但他太忙，带越南
口音的英语我听起来有些吃力，有些问题找一些小店可能更好。
另外提醒一下换机油：
如果你有 Knox County Schools Coupon Book，
里面有不少换机油的优惠券，例如：
Firestone 的 19.99 刀优惠券等。这个 Coupon
Book 一年出一本，小学里会要孩子们推销的，
算是一个公益项目，带孩子的家长至少自己可以买一本。
另外用 Google 搜“oil change coupon knoxville”也会找到许多。实际上，不论是换

轮胎、刹车片还是其他维修，到 Google 上都能搜到一些不错的优惠的。不过他们一般都会
附带检查你的车子，会建议你修理检查出来的毛病；修还是不修要你自己决定。一般来说不
影响开车安全的可以先缓一缓，问问其他家的价格再说。
17. 购物返现网
经常在网上购物的，可以注册一个返现账号，当返现超过 20 美元会邮寄支票来的（注
册就会送 10 美元）
。特别好的是，不管你有没 coupon，只要从 Ebates 进入，都可能获得返
现。注册网址：
https://www.ebates.com/r/WANGLE205
你也可设置把返现自动转入你的 Paypal 账号。
18. 申办信用卡：优惠返现换机票换酒店全攻略
在美国必须申请信用卡，否则你没有信用记录，基本上算是个“黑户”
，生活诸多不便；
使用中国信用卡还有安全隐患，而美国信用卡如果被盗刷可通过网银或在线 chat 或电话拒
付，很方便的。
说明：使用下面的链接推荐，你我双方都可以获得奖励；你申请成功后可以用你自己
的推荐链接推荐别人，也可获得奖励。
注意：运通达美卡、运通 SPG 卡一年后有年费，请注意不用的话要注销；第 7 个（BoA
返现卡）到门店申请更容易些。
（1）Deserve 信用卡：这是新来美国第一个要申请的卡，不需要 SSN，开卡就有奖励 30~50
刀，并报销一年的 Amazon 学生 Prime 会员费！
步骤：
（1）要有一个美国银行账户（没有的话建议到学校附近的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或者田纳西银行 First Tennessee Bank 开设）；记得要设置好网银账号（或者银行柜台人工
方式打印一份 Statement 或 Account Summary）
。
（2）使用下面的推广链接进行网申：
http://deserve.com/5B497
申请时请选身份为 A student from abroad。另外访问学者（J1 签）需要 2019 表扫描
或拍照件，学生（F1 M1 签）需要 I-20 表扫描或拍照件。
（3）该卡还可以报销一年亚马逊网站的 prime 会员费（59 刀）。详细方法参见本文“网
购 Amazon”部分。
总之，Deserve Edu 信用卡，不需要 SSN，也不需要信用记录，无年费，购物有返现，
有助于积累信用，可长期持有。
（2）Discover， 网申，(有 SSN 就可以申请，开卡奖励是 75 或 50 刀)
https://refer.discover.com/s/vqu3c
（根据季度不同，分别有 5%的返现，实际上等到第二年相当于 10%的返现）
。
本卡无年费，可长期持有。
（3）运通卡蓝卡（返现）
：网申；来后 2-3 月后可以申请
Cashback: 3%返现，开卡 3 个月消费 1000 返 200 美元
http://refer.amex.us/LEWjYcy
这个卡可以常用，一般超市返现都是 3%，加油 2%，其他 1%返现。

本卡无年费，可长期持有。
（4）运通达美卡：网申，来后 3 个月后申请，积分可换机票，所以要等积分起码送 4 万以
上再申请(4 万基本上可就换一张美/中单程票)；下面链接一般是送 6 万积分：
http://refer.amex.us/LEWfzuZ

（积分换机票网站：www.delta.com）
（该卡有年费，消费 1000 拿到奖励后如不需用该卡消费，可在第一年到期前将该卡消掉或
者降级以避免交年费，请特别注意！）
（5）运通 SPG 卡：3 月内消费 3000 奖励 75000 积分（可以换酒店或机票）
，另外每年送
万豪酒店房一天。申请难度稍高，最好在有运通卡正常使用数月后再申请。申请链接：
http://refer.amex.us/LEWjYcy
注意：本卡从第二年起有年费，如果不再需要的话记住撤销。
（6）运通 Hilton：送积分可换 Hilton 住宿。下面推荐链接一般是赠送 100000 分！约
20000~30000 积分可以换 1 天酒店住宿：
http://refer.amex.us/LEWOgdN
本卡无年费，可长期持有。
（7）BOA 返现卡（Cash Rewards）：消费 500 返现 200 刀！
需要 SSN，
建议到 UT 附近的 BOA 门店办理，办理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有 200 元的 Rewards，
如果没有请等一些时间再去申请。
另外，也建议办理 BOA 的银行账户，存入 5000 美元以上，再申请信用卡比较靠谱。
http://www.bankofamerica.com
（附注：网上说门店申请没有 200 刀 Bonus，是不准确的；请到门店要，没有的话过一
段时间再去。另外，没有 SSN 也可申请，但一般都不会有 Bonus；建议没有 SSN 的朋友先和
家人开立 BOA 的联合账户，然后再申请独立的信用卡，以建立自己的信用记录。
）
本卡无年费，可长期持有。
（8）运通 Cash Magnet：号称“吸金石”，开通三个月内消费满 1000 送 250！
（如果你看
到的不是送 250 而是送 200 或 150，多刷新几次页面）。本卡消费无差别统统返现 1.5%。
这个力度在超市或加油站用的话反而不如蓝卡，但是奖励还是很丰厚的，建议在超市和加油
以外的地方用。申请链接：
http://refer.amex.us/LEWp4Pr
本卡无年费，可长期持有。但在美国以外就不要用了，有 FTF。

19. 无 SSN 申请信用卡方法；无 SSN 建立信用记录
不能有 SSN（不是说暂时没有 SSN，而是不能申请 SSN，例如 B 签的人）但也想申请信
用卡（并建立信用历史）的朋友，可以按这样攻略：
(1) 到 BOA 和有 SSN 的家人开设联合账号（joint account）
；存入 5000 以上。
(2) 大约 1 周后申请 BOA 信用卡。有 SSN 的一般可以得到 200 开卡奖，没有 SSN 的得不到，
不过会开始积累信用记录了。注意申请的时候要问清楚开卡奖励的事情，应该至少能得
到一个有奖励的。

(3) 如果你需要积累信用分，也可以先拿 Secured Card，就是需要先存入保证金的信用卡（例
如存入 1000 元保证金，则卡的额度就是 1000）。保证金不能用于消费；在你有资格能
申请到正常的卡之后，就可以取消这个卡（也可以暂时保留些日子，因为这构成你的最
早的信用时间）
。
(4) 信用卡如果消费快到 credit limit（额度）时应当还款。保持卡里面的 Balance 约为额度
的 6%对于快速增长信用分是有帮助的(0 或满额都对信用影响不好)。
另一个无 SSN 申卡的攻略：
让有信用卡的人增加你作为副卡持有人；银行会给信用公司报告你的正面的信用信息
（负面的不报，但影响主卡持有人，所以有副卡说明主卡持有人非常信任你。这个方法非常
有效！
）
。你使用副卡消费一段时间，等有了一些信用后，再申请自己的信用卡。例如，运通
的卡（比如 Hilton 卡）可以通过电话来申请，BOA 的卡可以门店申请等。（不过要有心理准
备；实际案例：本人打了一个半小时电话，先后被转接了至少 4 个人，重复了 4 遍个人信息，
直到最后一个人没说几句话，然后说 Ok 你通过了…吼吼）
。
再说说信用记录的建立：
注意：即使没有 SSN，你的行为同样会被信用局记录，千万不能以为没有 SSN 就可以随
意毁约、欠钱不还（网上有这样的错误“秘诀”）。另外，长远来说，信用记录在你申请信用
卡、买保险、办理贷款等业务的时候，都可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管你有没有 SSN，
都应该注意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
下面再总结一下无 SSN 建立信用记录的一些途径（有些上面已经详细说过）
：
 办理“押金信用卡”
；
 办理“信用卡副卡”
；
 开设联名银行账户并存入充足存款；
 用自己的名字（可以联名）租房、付水电费账单等；
 不要频繁搬家；
 办理商场的 store credit card 并及时还款；等等。
查看自己的信用记录：
没有 SSN 一般不能在信用局网站上注册，但在一些银行的网站上可以查看自己的信用
分。例如 BOA 有一个功能是“View Your FICO Score”
，可以查看自己的 FICO 分数。
20. 使用信用卡支付房租等需要支票的账单
下面的号称“付账单神器”的服务还没有用过，不过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可以用有限成
本快速完成信用卡等的消费要求：
Plastiq 注册链接
说明（我没有用过，网上拷贝过来的）：
在美国有形形色色的账单需要支付，如房租、水电费、大学学杂费、房屋管理费、医院
账单、每年的州税联邦税、银行贷款等。在这些账单中，有些是不能直接用信用卡支付或者
用信用卡支付会产生高额的手续费，那么我们如何转换一个角度，还采用信用卡来支付呢？
这就是下面要介绍的付账单神器——Plastiq。
特点：信用卡支付时算正常消费，算开卡消费，不影响返现，且不会产生 Cash Advance。
当然，Plastiq 有手续费，约 2.5%。如果是非美国信用卡，再加 1%。
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信用卡都能用，也不是所有的账单都能付。一定要和客服确认啊!

21. 开留学证明

一般要提前 45 天办理，因为来回文件的邮寄和处理很费时间。
请到下面网站【纽约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办理：
https://chinesehighway.com/

22. B 签可以在美国待多久；出关检查
下面信息来源于网上搜索，可能不准确，仅供参考：
如果有家属是使用 B 签（商务/旅游签）来美；按规定一般最多在美国停留 6 个月，进
海关的时候会给你在护照上注明的（这个时间在 I94 表上也有）。但是访学可能是 1 年或更
多，那怎么办呢？
方法一：申请延长。
网上有大量这方面的资讯，可以搜索参考。例如：
https://gonglue.us/2827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536938
在申请批准或被否决之前，即便已经超过了 I94 规定的时间，在美国继续待下去都是合
法的。
方法二：回国一趟。
根据网上的信息，一年内在美国停留的总时间似乎没有固定的限制，停留时间最终由美
国入境官员决定的，他们有权决定是否让你进入美国，以及停留多久。如果往返过于频繁，
从 6 个月变成 3 个月的情况也是有的，也有可能被拒绝入境。这里面的关键是要有充分的理
由，并准备好应对海关的盘问（问什么都说“No English”是不行的）。网上还说，要避免华
人多的城市如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入境，避免碰见华人海关（海关官员？）。也有人提到，
达拉斯机场的海关效率较高，服务也很好。
关于出关检查：
回国时在将会离境的美国机场会有检查。现在的大形势下检查严格了许多，主要是要申
报所带的美元数量，以及询问在美情况、何时返美等，估计是为了调查非法工作情况（网上
有数年务工所得 5 万美元现金由于没有申报而被没收的案例，不知是否真实）
。需要如实申
报。如果检查人员有所怀疑，还会采集更为详细的信息，包括检查随身行李、拍照和检验指
纹等。如果有土豪担心带美元多可能引起麻烦的话，最好不要随身带现金，而是存入自己的
银行账户，参加下条“保留一个美国账户”。
注意：美国机场也会检查行李，但主要是检查违禁品，你买东西多少不管的。但是进入
中国海关时，如果检查的话就主要是检查你买的东西是否超过免申报的限额了。如果买联程
机票（例如从美国经上海到郑州）
，并且行李是直达的话，有可能在上海不检查，直接转机，
但不一定的哦；笔者亲自经历一次的情况是：飞机在上海落地前数分钟中英文通知，所有中
转旅客的行李都要在浦东机场提出，并重新接受检查；但十几分钟后又临时通知，某几个航
班的旅客行李不需要再提出，而是直接在目的地提取，而从上海到目的地（例如郑州）属于
国内航班，无需“出海关”
。
总之，不要带太多东西，避免代购嫌疑才是正道。

23. 回国关不关美国银行账户？长时间不用卡的话信用卡里的余额怎么办？
很多朋友总是担心银行账号的年费、最小存款额等问题，刚到美国还没有开立银行账户

就操心开了账号如何关闭。
。
。实际完全多余。美国银行账户国人一般是较难开设的（实际上
好像国家不鼓励居民申办外国银行账户）
，例如从内地到香港开立花旗银行的账号的话，不
仅有更高的存款门槛，各种手续及费用与美国银行相比也没有什么优势。有了美国账户（加
上美国地址）
，你在使用国际上很多商务服务的时候会带来诸多便利（在此不赘述）
。
还有，有些事情在您回国以后可能还需要处理，例如电费押金等要在关闭账户以后 30
日以内以支票形式邮寄到您的住址，一些信用卡（例如 Discover）会在一周内后将一年内的
返现邮寄支票给您等；而支票的兑换最好使用您原来的美国账号（例如 BofA 可以使用手机
直接兑支票）
。所以，建议保留至少一个美国账户（通过存款额度免年费），一个信用卡（无
年费）
。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你以后会用到你的这个账号的，存
点美元到里面以免年费并长期持有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提醒一点的是，有些美国银行的网站及 APP（例如 Bank of America、First Bank
of Tennessee 等）
，因为所在的互联网有时候可能出现网络上的障碍，所以如果在国内不能直
接使用的话，请到网上搜索上网方法。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你长时间不用卡的时候，你的信用卡里面剩余的余额（信用）会怎样？
有时候，你的卡里面会有“负信用”，也就是负值的余额；这实际上就是信用卡公司欠
你的钱（而不是你欠信用卡公司的钱），也就是说你的卡上有“余额”
。由于美国的信用卡一
般不能“溢缴”
（即不能还款数量超过你的账单周期里说明的欠款额；往信用卡里先存钱再
花钱是国内的做法），所以这些“多出来”的钱往往是因为你购物的退货而产生的，或者
是信用卡公司给你的消费奖励（例如 2%~5%的超市购物返现等）。这些钱会在你的卡上待一
段时间（可能是两三个月）
；如果过一段时间你还没有消费，这些钱还没有派上用场，信用
卡公司会把这些钱寄还给你（一般使用支票寄还）
。
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要这样做？干吗不让 balance 就那样呆在卡上？也省得我一个月
一个月地 pay bill”？
答案是：
因为你的钱放在信用卡里，不生成利息，而且如果信用卡公司倒闭的话又不受 FDIC 保
障，所以把钱寄给你是最符合你利益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已经回国（或者换了地址）
，但卡里还有你暂时不需要的 credit 时，一定
要安排好支票收寄事宜……当然，shopping 是最简单的办法。
最后，祝大家学习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