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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亲爱的同学，欢迎你来到东海岸这座拥有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校园。或许你毕业于地球 

某一端的高中，第一次来到这座位于中北佛州的校园；或许你刚结束国内的本科学习，来到 

大洋彼岸的美 国开始第一年的海外经历；又或许你是来到某一个院系交流的学者。这些或许 

和可能都不重要，佛大中国学生会在这里真诚地欢迎你们。预祝你们在佛大的学习，工作， 

生活愉快! 

  

   

简介 

 

         该新生指南由佛大中国学生会编纂，其目的是为所有的新生和访问学者们提供学习，

工 作，及生活必需的信息（该指南部分信息来源于网络搜索，如有任何错误，欢迎大家及时

与 我们联系，帮助修订。请注意，CSA 所有行为均为志愿性质，不以任何名义向学生收费。

如 遇收费行为，请及时与我们联系，CSA 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此次指南的编著得到了

广 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对为指南编著提供过建议和帮助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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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同学们关注佛大学生会网络账户： 

  

 

 

 

 

 

 

 

 

同时，欢迎新生加入 18 年新生的大家庭 

• 添加微信群群主 Lala_Jiabin 

• 注明新生进入新生微信群：UF2018 秋季新生群  

2018 租房找室友群 

 

 

 

      微信公众号: csaatufl 

       Facebook: CSA at UF 

       Instagram: uf.csa 

      佛大 CSA 官方主页：                         

                 http://ufcsa.org  

                 佛大学生论坛： 

                 http://www.toufl.com       

 

http://ufcsa.org/
http://www.touf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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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生指南一共分为三个分册： 

 

●  起飞册 

主要记录新生在来到佛大校园前需要了解和准备的信息，主要是签证，机票票务，学校                

注册信息，以及部分住房信息。 

 

●  落地册 

    主要记录新生在刚落地佛大所急需的各种服务信息，包括：手机，住房，银行开户等。 

 

●  融入册 

     比较全面地解答了新生在初入佛大后所会遇到的问题，助力新生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 

 

 

 

本册为整部指南的第一分册<起飞>，本册分为： 

第一章：签证准备篇 

第二章：飞行信息篇  

第三章：入学准备篇  

第四章：住房简介篇 

 

注意：本册中包含的所有机票网站信息，校外住房简介信息都是网络参考意见，

整合这些信 息是为了方便新生。新生请注意实际订票和房屋签约信息。所有信息

以实际更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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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签证准备篇 
 

           签证是来美留学前所要经历的第一关，一般在接收到学校寄出的 I20 后前往附近美国

大 使馆／领事馆签证。 

           本篇我们将在近期增补后出版，请关注上述佛大学生会网络帐户以及新生微信群获取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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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飞行旅程篇 
  

           不论是从国内的哪一个城市，来到佛大都要经过二十余小时的飞行。我们希望每一位

新生能够舒适又平安地来到甘村。所以在这一篇中，我们将提供详尽的飞行信息。祝新生们旅

程平安，顺利。 

  

2.1 机票 

           对于每位出国留学的新同学来说, 购买机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从国内至佛大的航班 

通常都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飞行。 

2.1.1 购买时间 

           如果条件允许，提前三个月即可开始观察比价, 三个月以内, 越早购买越好。 

2.1.2 出发及抵达地点的选择 

• 尽可能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大型枢纽机场作为首发站, 国内的航班单独购买。 这样很可能 

大幅度降低您的机票费用, 大型枢纽机场包括: 

北京 (PEK) 上海 (PVG) 广州 (CAN) 香港 (HKG) 

 

• Gainesville 当地的机场代码为 GNV。一般由 Atlanta，Orlando, Miami 等机场起飞，由

小 型客机执飞这一航线。CSA（中国学生会）将尽力保证 GNV 当地的志愿者接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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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佛大 CSA 提供的所有接机服务都是免费的志愿服务 

• Orlando 奥兰多市的机场代码为 MCO。作为距离 Gainesville 最近的地区性机场（两小时 

车程）。MCO 也是很多新生的选择。从 MCO 到达 Gainesville,新生们可以选乘巴士或者

TAXI 等交通工具。 

o 巴士的价格为$10-60/每人。 

o TAXI 的费用较高，可能会达到$100-200。 

• CSA 也将发布信息寻找奥兰多接机志愿者，但 MCO 的接机由于路程原因，是比较难实现

的。因此， 我们另外也为新生准备了奥兰多到 Gainesville 的公交搭乘手册(这一手册将

在本指南第二册中记录)。 

2.1.3 航空公司的选择 

           对于初次来美的同学们, 我们推荐优先考虑美国三大航空公司: 

• 美联航      Unite Airline 

• 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 

• 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 

           国内的航空公司(东航，海航， 国航， 南航) 均没有直达佛州的航班。所以必须和其他

不同的航空公司搭配，偶尔会出现航班对接, 或行李丢失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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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其他需要注意事项 

           美国航空公司的托运行李的标准是每人托运行李两件, 每件不超过 23 公斤。 美国境内

转机时间确保在 2.5 小时以上， 因为届时正值往返高峰期, 对于第一次访美的同学们来说, 过

关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会较长, 所以请确保留有充足的转机时间。 

2.1.5 机票购买 

国内网站: 

携程:                             www.ctrip.com  

去哪儿网:                     www.qunar.com  

 

美国网站: 

Student Universe:    www.studentuniverse.com  

Kayak:                           www.kayak.com 

Expedia:                        www.expedia.com  

Priceline:                      www.priceline.com 

 

  

http://www.ctrip.com/
http://www.qunar.com/
http://www.studentuniverse.com/
http://www.kayak.com/
http://www.expedia.com/
http://www.price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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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临行准备 

  

2.2.1 CSA（中国学生会）接机系统 

           需要接机和临时住宿的新⽣请联系 CSA 提供到达的航班次信息。接机系统将在开学前

一个月左右开放  （具体开放时间见新⽣指南第二册）。我们也会实时在微信群：UF2018 秋

季新生群中更新相关信息。 

2.2.2 临行物品 

2.2.2.1 证件及必需品 

●  护照 

●  I20 

●  录取通知书 

●  国内院校毕业证 

●  学位证 

●  成绩单 

●  国内驾照（简化美国驾考流程） 

●  随身携带零钱和 Quarter（25 分美元硬币）以便在机场，电话亭零用。 

●  携带大额美金见 2.2.2.6 

2.2.2.2 衣物 

           Gainesville 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一般为干湿两季。4-10 月为湿季，10-次 

年 3 月为干季。一年绝大多数时间较为温暖。衣物以 T 恤，短裤为主。位于学校北部的，车

程二十分钟的 Oaks mall 是一个中小型购物商场，同时，车程两小时的 Orlando 也有较多的

购物 广场。网购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不需要担心购置衣物的不便利。美国的空调

普遍温度设置较低，教室以及公交车等封闭环境温度可能较低，请新生注意携带外套。 

Gainesville 最低气温会达到摄氏 0 度左右，因此新生也可按需携带长袖和较厚的服装。 

2.2.2.3 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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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电压为 110 伏，如果携带国内的充电设备不对应这一电伏，请注意使用。同时，

美 国的三孔接头与国内不同，如果新生们携带三孔充电设备，可以提前在国内购置接头转换

器。  

           如果需要在美国购置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可以考虑 BestBuy 或其他电器零售商。相对

来说， 美国的电子产品价格会低。 

2.2.2.4 炊具及调味品 

           大部分的餐饮用品在 WalMart, Publix, Winn Dixie 等美国超市以及当地中国超市有

售。 

2.2.2.5 健康用品  

           美国的医疗保险绝大部分不包括牙齿以及配镜。美国配镜需要挂号眼科医生，付费验 

光。因此可以考虑多备一幅眼镜。牙齿治疗的费用高，建议提前处理好相关的隐患。同时， 

由于佛罗里达日照强烈，必要的防晒准备也是建议的。 

2.2.2.5.1 药品 

           由于体质以及药性强度原因，国内的一些药品仍然是同学们的青睐。 

2.2.2.5.1.1 药品注意事项 

• 由于海关管制问题，如果携带药品，请务必在飞行旅途中的申报表申报。 

• 中药／中成药尽量少带，容易被误解为违禁品 

• 所有药品保存号包装盒及说明书。处方药最好携带处方和病历，方便查验。 

  

 

2.2.2.5.1.2 常携带的药品 (作者：KEER236 一亩三分地论坛） 

处方药（均为抗生素，用于细菌感染）： 

• 阿莫西林胶囊 

• 罗红霉素分散片(上呼吸道感染） 

• 头孢拉定胶囊 

• 诺氟沙星胶囊 

非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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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司匹林（肠溶）片 （解热镇痛，抗血小板凝集） 

• 布洛芬缓释胶囊（商品名芬必得，解热镇痛抗炎，可用于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牙痛 

等） 

• 对乙酰氨基酚片（解热镇痛抗炎，可用于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牙痛等） 

• 风油精、清凉油 

• 维生素 C（感冒时吃一吃可获得一些心里安慰） 

• 维生素 B2（口腔溃疡时和 VC 一起吃） 

• 多潘立酮片（商品名吗丁啉，用于消化不良） 

2.2.2.6 大额美金携带 

即使是有奖学金或者工资，因为各种处理因素，学校有可能需要时间才可以将款项注入你的帐

户。因此，建议初期至少携带一到两个月的生活费以防万一。除学费外，两到三千美 金应该

足够度过开始这段时间（大部分校外租房需要押金$1000 左右）。 

 

1）现金：简单，但有风险。推荐携带：$2000－3000 

           中国海关规定：允许个人携带 5000 美元现金出境，5000-10000 需要中国银行出具证

明，10000 美元以上需要市外汇管理局出具文件。 美国海关规定：个人携带 10000 美元现金

以下可以入境，10000 以上必须申报（飞行旅途中 需要填写海关申报表以及 I94 表。超过规

定不申报的，海关有权没收并依法查处。 

  

2）旅行支票：较现金安全。推荐携带：小于$5000 

           可以携带“运通旅行支票”。在美国各地各大银行都可以兑付现金结算，同时相对较

安全，需要有个人签名才可以支取，未签名的，遗落可以挂失。国内的“中国银行”可以购

买，但 需要一定的手续费。 

 

3）电汇：最安全。但需要美国开设银行帐户后才可以使用。 

           在美国开户（开户请关注本指 南第二册）后，可以向美国的银行索取以下帐户信息实

现电子汇款。  

• 电汇收款人银行帐户信息（WIRE TRANSFER INFORMATION) 

• 收款人银行 （BENEFICIARY BANK) 

• 账号串口号（ABA OR ROUTING NUMBER)  

• 全球银行清算代码（SWIF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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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人姓名（BENEFICIARY NAME)  

• 帐户号码（ACCOUNT NUMBER)  

• 银行地址（BRANCH ADDRESS） 

 

           以上信息收集完全后，将它们告知你在国内的联系人。然后有他们前往中国个大银行

办理电汇手续，一般 3 到 5 天会到达收款人银行帐户。电汇手续费在各大银行不同，详情请

咨询 银行各大网点。 

 

 

 

 

2.3 启航美国 

2.3.1 注意事项  

           出发前一天务必仔细检查行李，注意不要超重。托运箱的一般规定是三边之和相加不

超 过 158cm，限重是每个箱子 23kg 或者 50 磅。托运箱的数量和具体标准以航空公司的说

明为准。旅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登机箱以及一个笔记本包或双肩包等。 锋利的金属用品，液

体、膏体和胶体，比如化妆水，护肤霜等需要托运。登机箱中(随身)可以携带的液体不应超过

100 ml,液体瓶最好单独置于一个透明袋子中以备安检人员查验（请勿携带一些具有攻击性的

物品液体，如防狼喷雾等）。充电宝的容量不应超过 10000 毫安， 否则会被直接没收（充电

宝禁止托运）。 托运箱除 TSA 认证的锁外，不应添加其他锁，以防止被抽查后暴力破锁。 

2.3.1.1 禁止携带的物品 

           出于防疫的考虑，一些物品是美国海关明令禁止携带的。这些物品包括种子，蔬菜，

水 果，肉类（特别是生肉)，动物内脏，中药材。这些都是完全被禁止入境的。熟肉(如周黑

鸭) 有时也会被处理为违禁物。新生们需要在旅程中的海关报关表上如实申报所携带物品。如

果 没有申报所携带物品，并在抽查中发现违禁物品，首次将被处以$300 美元的罚款，并没收

违 禁物品。 

 

 

 



15 

 

 

 

 

 

 

 

2.3.2 启程 

           建议新生们至少提前三个小时前往机场，以免班机延误。在出发之前，确认好航班的

信 息，所在航站楼，停车位等各种信息，以防各种意外情况发生。出发部分的流程如下： 

 

 

 

  

2.3.3 长途飞行 

           国际航班根据情况不同，提供的餐饮不同。一般会提供两顿正餐，一顿点心。长途飞

行过程中由于心理及生理原因，进食欲望会减弱，但仍可以携带一些零食上机，以备不时之

需。机上提供毛毯，新生们注意保暖，不要着凉。 



16 

 

2.3.4 入境准备 

           即将入境美国的时候，乘务员会派发报关表。报关表上的信息需要如实填写，在机场

会有抽查。 

2.3.5 入关 

           由于 Gainesville 没有直达的国际航班，新生需要在一些大型的枢纽性机场入关美国

后， 转其他航班飞抵 Gainesville。一般是纽约的 JFK，洛杉矶的 LAX,旧金山的 SFO，达拉斯

的 DFW 等。这些大型机场拥有众多的 Terminal（航站楼），而且由于国际国内航班分离的

原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新生们需要在机场内转完另一航站楼，因此，建议新生在出现前查询

好 落地机场的航站楼信息，是否需要乘楼际列车转楼等信息，防止意外发生。 落地后，需要

到海关柜台办理入关手续（需要排队，注意安排转机时间）。持非移民签证（ F1/J1)需要排

在 nonresidents/visitors 的队伍中，持移民签证及绿卡的需要排在 Citizens/residents 的队

列中。到达海关柜台后，出示护照,I20 等表格。海关工作人员会询问 相关信息。例如，来美

的目的，来美后的居住地，携带的金额等其他相关问题。如实回答， 确认信息无误后，就入

关进入美国了。 

2.3.6 行李转运 

           行李需要在入关机场转运。首先，需要寻找航站楼中的 Baggage Claim（行李提取

台），从转盘上取下自己的行李后，一般需要一个推车。这时候之前提到的 Quarter（25 分

美元 硬币）就提上用场了。如果耐心等待后还是没有发现自己的行李，行李有可能滞留在了

之前 的机场，可以寻找航空公司柜台，凭行李托运存根填写报失单，并记下机场服务人员的

姓名 及电话，以便日后查询。 

           行李在前往转运柜台前需要验关，出航站楼前，海关会让旅客排队抽检。如果海关人

员 没有要求抽中，则直接上交机上填写的海关报关单。如果被抽中，需要开箱检查，检查中

如果发现违禁物品会直接没收。 行李的转运机场处理情况不同，有的在落地的航站楼有专门

的行李转运柜台，有的有转运带，有的则需要到转机的航站楼重新值机。旅客需要具体查看机

场信息，或者询问机场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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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转机 

           转机的航班如果相同，一般在始发机场就会拿到全部的登机牌。但如果所转的航班不

同，可能需要在转机机场再次领取登机牌。所有的情况以具体转机情况为准，发现问题可以及

时求助机场服务人员。请提前查询转机所在航站楼（Terminal)以及登机口(Gate)信息。同

时，在转机机场实时关注大屏幕航班登机口信息，以防登机口被调整。 如果在机场进行一些

购物或者进食。消费税是不可避免的。消费税因转机所在的地域不同而不同，可能会从 0%-

10％不等。如果在有 waiter/waitress(侍者)服务的餐厅进食，还需另付 10%－20%晚上的小

费(Tips)。小费的标准也因时间不同而受影响。中午的小费一般在 10-15%，而晚餐则建议在

15%－20%。 

2.3.7.1 登机安检 

           美国的安检和国内略有不同，需要将笔记本电脑单独放置托盘，同时需要将身上的金

属 物品（包括耳环等）放入托盘，同时需要脱鞋，解皮带全身扫描。因此，请配合他们的检

查，如果有时听不懂，可以观察前方旅客的做法。 

注意：所有航班信息的时间都是以当地时间为准，转机时注意广场机场内的时刻，或者将自 

己的时间同步为当地时间。 

2.3.8 注意事项 

          在购票时务必认真查看航班信息注意，为自己的转机准备充足的时间，如果由于客机延

误，导致无法及时赶完下一航班，可以尽快联系转机机场的该航空公司服务人员，他们将妥善

帮助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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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入学准备篇 
  

          在与 UF 确认录取信息，并确定进入 UF 学习后，还有许多的步骤需要新生们完成。在

这 一篇，我们将简要介绍新生在确认录取后需要关注的事项。 

  

UF 学生信息网站 https://student.ufl.edu 

  

注意： 

如果发现网络登录 ufl.edu 网站速度较慢，可以使用 UF VPN 

http://web.uflib.ufl.edu/login/vpn.html (需要 Gatorlink 帐户登录） 

  

3.1 申请 Gatorlink 帐户（邮箱）  

          在 UF 录取后，新生可以创建 Gatorlink 帐户，这个帐户同时是以 ufl.edu 结尾的 UF

邮箱。 

** gatorlink 注册的 username（用户名）就是 UF 邮箱的邮箱名，且这一用户名不可更 改。 

3.2 密切关注 UF 邮箱  

          在创建 UF 邮箱后，绝大多数学校相关邮件将发送到 UF 邮箱。请新生密切关注 UF 邮

箱传送的相关要求，并及时完成。UF 邮箱可以通过 IPhone 以及 Android 手机自带的邮箱软

件关联。 

  

 

https://student.ufl.edu/
http://web.uflib.ufl.edu/login/vp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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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确认 Preview (Orientation) 时间 

          在新生确认录取后，学校会发送相关邮件确认 Preview 时间。Preview 指开学前，新

生需要先达到学校参观并完成部分开学前教育。Preview 的申请在网上完成。同时 Preview

也是新生申请课前的一个解 hold 要求（hold 的说明请见 3.4）。 

 

3.31Preview（Orientation) 是什么？ 

Preview 过程中，学校将带领新生参观了解学校。同时，新生也将进入自己的学院了解 和掌

握相关的课程信息。本科学生需要在 Preview 中的学院会见 advisors 环节才能解开 preview

的 holds. 

 

注意：在学校邮件中可能只包含六七月的 Preview 申请，实际上，八月中下旬仍然有提供 

Preview，对 Preview 时间有问题，可以向邮件中的联系信箱发邮件，说明国际生的情况，学 

校会安排八月中下旬的 Preview 方便国际生。  

 

除此之外，CSA（中国学生会）针对中国留学新生也会举办一个中国学生迎新会，这一活动 

将在八月二十六日（周日）于 Grand Ballroom 举行，详情请关注 CSA 网络平台信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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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解除 Holds 

          在 UF 学生信息网站中，左侧有一个选项被称之为 Holds。Holds 是指新生开学前需要

完成的一些事项。注意：没有完成所有的 holds，新生将无法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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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国留学体检及 UF 疫苗要求 

          在确认录取后，UF 会通过校内邮箱向新生发送下列的疫苗表，新生需要前往医疗机构

完成这一表格，并尽快将这一表格送往 UF（注意：疫苗表为 Holds 的一部分，没有及时完

成，将无法选课） 

  

UF 疫苗表下载地址 http://shcc.ufl.edu/files/2011/09/ACL-

002.pdf 

  

由于体检是入境美国的强制要求，所以可以考虑在体检的同时完成疫苗表。 

注意：疫苗表需要由医生完成，医生需要疫苗注射史，因此请携带疫苗接种本前往医疗机构 

完成这一表格。 部分疫苗需要间隔一个月时间进行第二针的注射，请新生合理安排时间，防

止出现无法完成 疫苗表无法解 holds 的情况。 

  

3.6 学生保险 

UF 学生保险界面 http://studentinsurance.shcc.ufl.edu 

3.6.1 为什么买保险及买什么保险？ 

          学生保险同样也是 holds 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国际生在美国的健康保证，保险也是必 

不可少的。根据 UFIC（http://ufic.ufl.edu/ISS/insurance.html）提供的信息，在校外有三

家保 险公司取得了认证。留学生可以在这三家中选择一个保险计划来 Waiver 学校保险。 

 

• PSI:  Platinum Plan 

• ISO: ISOCare for UFL 

• ISP: Trail Blazer and Trail Blazer  Elite 

•  

         Waiver 学校保险指学生在校外购置了符合学校要求的保险，因此不再需要购置学校保

险。 Waiver 的步骤请遵循（http://studentinsurance.shcc.ufl.edu/waiverinstructions） 

 

http://shcc.ufl.edu/files/2011/09/ACL-002.pdf
http://shcc.ufl.edu/files/2011/09/ACL-002.pdf
http://studentinsurance.shcc.ufl.edu/
http://ufic.ufl.edu/ISS/insurance.html
https://www.psiservice.com/psiweb/html/searchPlans.do?page=result&domain=UFL
https://www.isoa.org/university_of_florida
http://intlstudentprotection.com/schools/university-of-florida/
http://studentinsurance.shcc.ufl.edu/waiver-instructions%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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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学校官方提供保险的费用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新生们可以比较校内外的保险价格决定购买何种保险。请注意：如果购置了 UFIC 推荐 

的三种保险，一定要在收到保险卡号后马上进行 Waiver 的操作，以防止出现无法解 holds 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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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8 Fall Semester Schedule 2018 年秋季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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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四章  

住房简介篇 
  

         本篇将对佛罗里达大学的租住房屋信息进行一些概括，提供给新生关于佛罗里达大学校 

内，校外房屋的基本信息。本篇在新生指南第二册中将有更大的扩充。需要找室友或校外公寓

的同学可以添加微信群群主 Lala_Jiabin，注明新生进入 2018 租房找室友群 

4.1 校内住宿篇  

         校内住宿以优异的区位和容易融入校园的优势收到了新生的青睐，校内的住宿被分为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科生住宿，第二部分为研究生（硕士及博士）住宿。 

4.1.1 本科生校内住宿 

         本科生住宿网址为 http://www.housing.ufl.edu/undergrad/apply/ 

4.1.1.1 本科生宿舍申请步骤 

1）创建 Gatorlink 帐户 

2）在网站提交申请书（申请书的提交时间决定了选择校内住宿楼的排次，希望校内住宿的 本

科生越早提交申请越有望拿到心仪的住宿楼），交纳$25 申请费（non-refundable）。 

3）合约签署。在被佛大录取后，新生可以选择签署住房协议。住房协议保证了新生一定可以

获得校内住房，但不保证是新生偏好的住宿楼。 

4）房间选择。排次较前的新生有机会在五月初至八月底选择住宿楼及房间。排位较后的将 由

系统根据喜好分配。 

5）付款。学期房租需要在每个学期初付清。 

4.1.1.2 本科生住房类型 

• 宿舍： Single/Double/Triple/Economy Triple 这一类住宅的洗漱间和厨房一般是楼层共

用的。Single 代表一间卧室内一张床。Double 为两张，以此类推。 

http://www.housing.ufl.edu/undergrad/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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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宿舍内一般包含的家具和设施有： 

床（包括床垫）书桌 ，衣柜，小型书柜。  

o 入住本科宿舍基本用品购买清单： 

台灯，衣架，插线板，床品，小冰箱，如果想在公用厨房做饭需自备碗筷厨具。 

• 校内公寓：Suite 2/Suite 3/Suite 4/5 这一类住宅比较类似于校外的公寓，除了卧室外，

每套住宅内有卫生间和厨房。 

o  校内公寓一般包含的家具和设施有：  

床，书桌，书架，衣柜，冰箱，灶台，烤箱，饭桌，椅子，卫生间基本设施。  

o 入住本科校内公寓基本用品购买清单：  

台灯，衣架，插线板，床品，微波炉，厨具碗筷。 本科生的校内住宿包水电，网

络为校园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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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本科生住房区域及费用 

2018 -2019 本科住房费用 

https://www.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rental-rates/ 

 

以下房价为 2015 学年房价，2018 学年房价并无太大变化。 

Murphree Area 

 

 

 

  

        Murpheree Area 位于校园东北部，靠近两个主要的图书馆 Library West 以及

Marston。 在大部分教学楼区的中部。 

  

 

https://www.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rental-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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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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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Campus 

 

 

 

  

        位于校园东部的住宅区，东临 441 公路，距离北部的 Marston 和 Library West 两个图

书馆距离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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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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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Infinity Hall，这是一座新建成的学生宿舍。位于校园开外的两条街 

外。新宿舍的硬件自然是更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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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Campus 

 

 

 

  

        西住宅区位于 Gale Lemerand Drive 的西侧，与 Reitz Union 相望，虽然距离主校区的

距 离相对前两个地域稍远一些，但距离传媒等学院的距离则近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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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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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Lakeside 作为一个特例，坐落在 Lake Alice 西侧。虽然前往主校区需要搭乘巴士

（ 15 分钟左右）。但可以眺望艾丽斯的湖景也不失为一种不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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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研究生（硕士，博士）校内住宿 

        不同于本科生的校内住房。研究生校内偏向于家庭式住宅。绝大多数的研究生住宅是公 

寓式设计，即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所有规格的研究生校内住宅都仅配置一间卫生间)。 研

究生的校内房租包括了水费以及基本的电视频道费。网络为校园网。但是，研究生的校内 住

宿并不包括家具。同时，研究生校内住宿的电费半价由住户负担。 

4.1.2.1 申请网站 

https://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apply/graduate-family-housing/ 

4.1.2.2 申请步骤 

        不同于本科生的申请。研究生的校内住宅申请需要在收到 UFID 后才可递交申请。同时，

由于研究生住宅的竞争较激烈，一般推荐至少提前 10-12 周申请才有可能准时入住。研究生

可以选择所居住的小区，但这建立在房屋空置的基础上。 

  

 

  

 

 

 

 

 

 

 

 

 

https://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apply/graduate-family-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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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研究生校内住宅费用 

https://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rental-rates/ 

 

以下房价为 2015 学年房价，2018 学年房价并无太大变化。 

 

(以上数据仅作参考） 

https://housing.ufl.edu/living-options/rental-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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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研究生住宅区位分析 

  

Maguire Village/University Village South 

 

 

 

  

          Maguire 和 UVS 作为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住宅之一，有着优秀的区位因素。西靠 34

街，东 邻校园的 SWC（校园免费健身中心）。距离 Butler Plaza 等购物中心的距离也非常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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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Village 

 

 

 

  

          Diamond Village 毗邻本科生的 East Campus，距离学校的两大读书馆，工科院校教

学 楼都非常近。但 Diamond Village 的面积是所有研究生住宅中最小的。Diamond Village 

的优势在于隔音效果好，离校园近。而缺点则是面积和层高小，相对感觉较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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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y Village 

 

 

 

  

          Corry Village 位于 Lake Alice 北部，毗邻兄弟会的住宅。相比 Maguire 以及 UVS 距

离校 园近，但房子部分没有 remodel 过，比较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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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lewood Village 

 

 

 

  

          作为唯一在校外的研究生住宅，也是唯一允许非亲属舍友共同舍友一起居住的研究生住 

宅。根据 UF Housing 的规定，除 Tanglewood 外的其他研究生住宅，不允许私人转租其 中

的房间。同时，Tanglewood 还有一个优点。研究生的其他校内住宅需要 Brown Decal(校内

停车证的一种，需要交纳年费）方可停车。而 Tanglewood 则是免费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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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校外住宿篇 

          校外住宿向来是大多数同学的选择。房价相对较低，居住更灵活是校外住宿的优势，本 

分篇将对校外住宿进行简要的介绍。 

4.2.1 校外住宿类型及注意事项 

4.2.1.1 术语 

Sublease:    转租，一般是指前任租客因为各种原因将出租协议转让给第三者。 

4.2.1.2 类型及区别 

• 校外住宿一般以 12 月作为一个合约期。转租的合约期则不定。 

• 校外住宿一般以 xByB 的形式划分。前一个 B 代表 bedroom 卧室，后一个 B 代表      

bathroom 洗手间（包括浴室）。x 是卧室的数量，y 是洗手间的数量。0.5 的洗手间一般

代表这个 洗手间不包括浴室。 

• 校外住宿的费用包括 rent（房租）和 utility（水电费）。 每个小区的情况不同，有的小 

区房租包括水电，有的包括水，有的则都不包括，绝大多数的物业经营小区，房费中包括

宽带费用。下列的小区简介中，如果没有特例说明，则房租为一间卧室的价格。 

• 校外住宿的装修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没有家具的空房，需要自备家具，有的则是 fully 

furnished（有家具）的拎包入住房。 

• 校外住宿的运营方也不同。有的是私人出租的私人房，有的是小型物业管理的小区。有 的

则是超大型物业公司，比如 collier 公司就拥有十几个连锁小区。物业存在的小区一般 包

含一些团体的活动室（包括健身房，游泳池等） 

4.2.1.3 注意事项 

• 校外住房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公交到校所需的时间。查询这一情况可以通过 Google Map 和

http://ufl.transloc.com 来实现。一日需要多次往返校内的新生需要认真考虑公交出入 的

班次和运行时间，以防止出现签约后发现居住太远的情况发生。 

• 每个小区的洗烘机器情况不同，部分小区洗烘机器是社区共用，如果偏好于洗烘机器入

户，可以注意在小区介绍中关于 washer and dryer 的说明。 

http://ufl.transl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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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是大部分小区的基本配置，但是部分小区提供木地板的升级房，如果对地毯有过敏 情

况，可以与小区物业联系，加价升级木地板房。 

• 小区并不是签约后就可以入住，小区入住时间在签约时会注明。 

  

          在本篇中为了更好的描述校外宿舍情况，我们将以校园作为中心，划分为东，西，南， 

北四个区域为同学们介绍校外住宿情况，下列的社区信息主要为中大型物业管理的小区， 我

们提供这些小区信息的目的是为新生提供佛大附近一些比较大的居住社区情况，所有小区的 

情况希望新生们最好可以实地考察后再决定。在这些小区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住宅区，新生 

们可以通过 Google，swamprentals.com 等方式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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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小区搜索方法 

• Google/ Google map: 打开 google map,进入 Gainesville 当地地图后，键入

apartment 搜寻公寓区位信息。在点击小区标志后，点击左侧面板官网信息，即可进入该

小区官网。 

• Swamprentals: 在进入网址后，调整所需求房屋规格及价格区间(右侧 BR 选项代表卧室 

数量）,即可搜寻租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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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南区校外公寓 

 

  

 

          南区是坐落在校园南部的一片区域，西靠 butler plaza，主要的公交线路有 9,34,35。 

南区内部相对的商业设施不多，相对比较平静安和，治安情况最好，公交线路入校较多，南区

距离 WalMart, Publix 等购物中心的平均距离大致是车程五分钟。在这个 区域主要的小区有: 

Lexington Crossing, The Polos, University Terrace, Campus Lodg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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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ngton Crossing 

          Lexington Crossing 是大型物业公司 Collier 公司旗下的一个住房综合，有两个 phase

（分区），这里居住上千名佛大以及周边学校的学生。LC 的住房是有家具的，可直接入住。 

房型分为 2B2B,3B3B,4B4B。房费分别为$534,425,400。房费含水费，不含电费。 

官网 https://lexingtoncrossingapts.com/floorplans/ 

  

The Polos 

          The Polos 也是大型物业公司 Collier 公司旗下的一个住房综合体。The Polos 的住房

是没 有家具的。房型为 1B1B,2B2B,3B3B。房费分别为$779,890,1020（整房）。房费不含

水电 费。 

官网 https://thepolosgainesville.com/floorplans/ 

 

University Terrace 

           University Terrace 多为私人拥有单元型住房。房价由户主制定。一般定价较大型物业

直属的房稍低。 

  

Campus Lodge 

          Campus Lodge 是一个独立的住房综合体。房型为 2B2B,3B3B,4B4B。房费为 

$585,520,489。房费包水以及$40 的电费个人上限。 

官网 http://www.campuslodgegainesville.com/en/floorplans 

https://lexingtoncrossingapts.com/floorplans/
https://thepolosgainesville.com/floorplans/
http://www.campuslodgegainesville.com/en/floor%1f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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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西区校外公寓 

 

 

 

  

          西区主要指 SW 34 St（34 街）以西的一大部分，这个地区的核心是 Butler Plaza,这个

广 场包括有 WalMart, Publix, Trade Joe’s 等多家购物中心。某些距离较近的小区可以做 

到散步式购物。西区北邻 Gainesville 唯一的中小型购物商场 Oaks Mall。这个地区的主 要小

区包括：West 20, Cabana Beach, The Pavilion on 62nd, Campus Club 以及 

Windmead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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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 20 

          West 20 南邻 Butler Plaza，北靠 WinnDixie（超市），是可以实现散步式购物的一个

小 区，适合没有车代步的新生。West 20 在今年刚完成装修，房费包括家具和水费。房型为 

1B1B, 2B2B,3B3B,4B4B,房费为$949，599，559，539。 

官网 http://west20.com 

  

Cabana Beach 

          Cabana Beach 位于西区稍远地区，但房费性价比较高。房型 2B2B 根据居住面积不同 

为$479494。房型 4B4B 为$389。Cabana beach 包含家具，房费包括水电费。 

官网 http://www.cbgainesville.com 

  

The Pavilion 

          The Pavilion on 62nd 小区与 Cabana Beach 毗邻，距离 Oaks Mall 非常近。The 

Pavilion on 62nd 包括家具，房费包括水费。房型包括 2B2B,3B3B,4B4B，3B3B 的房价为

$417457， 4B4B 则为$425。 

官网 http://thepavilionon62.com/floorplans/ 

 

Campus Club 

          Campus Club 位于 Butler Plaza 南方。Campus Club 包括家具，房费包括水电费。

房型 为 3B2B 以及 4B3B。房费分别为$429,395。 

官网 https://campusclubgainesville.com/floorplans/ 

  

 

 

http://www.cbgainesville.com/
http://thepavilionon62.com/floor%1fplans/
https://campusclubgainesville.com/floor%1f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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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meadows 

          Windmeadows 位于 Butler Plaza 北方。非常方便的区位。官网为 

http://www.mckinley.com/apartments/florida/gainesville/windmeadows-

apartments#.VtUTA 7TmyfQ 

 

4.2.4 东区校外公寓 

 

  

  

  

http://www.mckinley.com/apartments/florida/gainesville/windmeadows-apartments#.VtUTA7TmyfQ
http://www.mckinley.com/apartments/florida/gainesville/windmeadows-apartments#.VtUTA7TmyfQ
http://www.mckinley.com/apartments/florida/gainesville/windmeadows-apartments#.VtUTA7Tmy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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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指 SW 13th St（13 街）以东以及 west university Ave（大学路）以南的地区。

坐拥 学校东侧的大多为姐妹会住宅。这一区坐拥 13 街这条快速通道，拥有比较便利的交通条

件。这一地区的主要小区有：Bivens Cov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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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北区校外公寓 

 

 

 

  

          北区在 west university Ave(大学路)以北，大部分住宅靠近 441 公路（南段被称为为

13 街）。北区的中大型公寓社区并不多，以中小型公寓和私人出租屋为主。北区靠近两家中 

国超市：重庆超市以及瑞福超市。同时毗邻大型仓储式超市：Sam’s(山姆会员超市)。但 

是，北区偏东靠近 downtown（市中心）地区，治安情况相对会差一些。北区的主要公寓 式

小区为:Lux 13 a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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