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新朋友：

入学七件事

2017 爱荷华大学新生指南
爱加倍学生团契 (Agape Chinese Student Fellowship）
爱城华人福音教会（CECIIC）

欢迎您来到 Iowa City，直译过来就是“爱村（儿）”。在
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将会简要地介绍一些您在抵达爱村的头
几天需办理的必要事务和衣食住行等重要信息，希望可以帮
助您尽快熟悉爱村的生活。
在此之前，我们还想让您更多地认识我们——“爱加倍
华人学生团契”。我们是爱荷华大学的注册学生社团，也是
爱城华人福音教会的学生事工团队。我们的成员大部分是或
曾是爱荷华大学的华人学生，因着基督耶稣的爱而聚集在一
起，成为一家人，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称彼此为弟兄姐妹。
在这里我们把一些生活小经验分享出来，盼望这本小册
子能够给您带去一点帮助。
我们团契除了每周五固定的聚会外，还会不定期举办聚
餐、桌游、看电影、远足、体育活动等，我们也非常愿意为
新生提供必要的帮助。
如果您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您与我们一起
在主里成长，学习彼此相爱，一同服事、敬拜爱我们的主。
如果您没有车，在参加我们活动之前请与我们联系，我
们会安排车接送。如果您住得较远，也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如果您想更多地了解我们，请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UI_Agape）。本手册的信息也可以在公众号的历史消息内
或我们教会的网站（http://ceciic.org）上找到。 另外，我们提
醒您，本手册的信息有限且宽泛，建议您勤用 Google，获取
最可靠的官方信息以及满足您个性化需要的信息。当然您也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如果您想认识基督信仰，欢迎您来和我们一同寻求探讨，
因为圣经上说：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
他开门。”（马太福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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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脚安身
大 学 的 主 要 机 构 和 教 学 楼 、 城 市 交 通 枢 纽 位 于Iowa City
Downtown 附近。在这个地段住酒店或租房，在出行方面会比较
方便，但价格稍高，周末时比较吵闹。Coralville是Iowa City附
近的一个城市，有公交线路到达Downtown，环境比较安静，房
租稍便宜。
校内宿舍：本科大一新生必须住在校内，宿舍详情和申请
都可以在学校的Housing网页找到。宿舍于2017年8月12日（周
六）中午12点正式开放。如果您在这之前到达，则需要安排临
时住宿。您需要自己准备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等，但不能带锅
灶具、加热器、酒精饮料等。
临时住宿：本地宾馆名单可在以下网址找到，部分宾馆为
爱荷华大学游客提供特价（Special rates for UI visitors) 。
http://www.iowacitycoralville.org/index.aspx?NID=8
校外租房：https://offcampushousing.uiowa.edu/ 是学校官网
上关于校外租房的板块，其他信息渠道包括：中国学生会、论
坛、其他学生介绍、报纸、相关租房公司网站及其他综合信息
网站（如Craigslist）。你甚至可以漫步Downtown居民区，看到
For Rent的牌子就直接打给房东或中介询问。租房需要考虑公寓
的位置、环境、大小、租金（是否包家俱、水电及网络等）、
押金及交通等条件，若想看公寓，最好与中介公司或房东电话
预约。
另外几处常见的1室1厅或2室1厅包括：Finkbine Lane
Apartments, Emerald Court Apartments, Westgate Villa Apartments,
Seville Apartments, Benton Drive Apartments, South Johnson
Apartments等。他们都是由不同的租房公司提供，如Heritage
Property Management, Iowa City Downtown Apartments, Prestige
Properties，Jim Miller Rentals等, 可以Google这些公寓的名字，
然后在网上看房子的照片并且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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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置办家用
美国的本科生宿舍与国内差别不太大，但是研究生宿舍和
其他的校外公寓（Apartment）住宿则与国内是完全不一样，需
要自己置办家具才可以开始您的正常生活。
本科生校内住宿：这一类的宿舍提供床、床垫、写字台、
椅子等基本的家具，所以您需要置办的家具不多。您只需要去
超市采购常用的生活用品即可，如厨具（有的本科生宿舍可以
自己做饭）、洗浴用品、床单被子等。
研究生和其他校外公寓住宿：这一类就相对麻烦。您刚入
住时，就是一个空房子或空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比如研究
生的Hawkeye Court公寓）。这一类的住宿，首先需要解决基本
的家具，包括：床、餐桌和椅子。所以要记得来美国的时候，
准备一些床单和被子，刚到的时候前几天可以打地铺。美国的
床 由 Mattress, box 和 Frame 构 成 , 在 爱 城 可 以 买 床 的 地 方 有 ：
Lebeda Mattress Factory, Simpson Furniture, Costco等（前两家家
具 店 包 送 ， Costco 不 包 送 ） 。 餐 桌 、 椅 子 和 台 灯 ， 推 荐 去
Walmart买，有一套4个椅子加一个桌子的家具很划算。另外，
写字台等暂时不急需的家具可以等您熟悉了爱村的环境（最好
有车了以后）在Iowa City Craigslist上的Furniture版买二手的。除
了基本的家具，其他日常用品和小件的家具，比如台灯、窗帘、
灯泡、厨具、洗浴用具、枕头、被子等，全可以在超市里买到。
有了以上这些基本的东西，您就可以开始在爱城的正常生活了。
食品药品、日用杂货：即使不去大超市，Downtown周边的
小店里也能买到“实用”、“急需”、“必备”的小零小碎，
当然价格略高，记得要办卡攒积分。CVS和Walgreens类似于国
内的“屈臣氏”，可以买到非处方药和保健品，医生开的处方
药也可以在Pharmacy区领取。New Pioneer、Bread Garden Market
主打新鲜、有机、土产食品，但价格也略高。

2
5

三、办卡办证
学生证（Iowa One card）：请带上您的护照前往Jessup Hall
地下层3室，当场拍照取证（请 颔首
．．并微笑）。如果您是本科新
生，也可以尝试在线提交照片的服务，请留意截止日期。
社会安全号码（SSN）：如果您在美国有收入来源（比如获
得了Assistantship, Scholarship，打工等），则需办理SSN。请带
上护照、job offer和ISSS下发的employer verification letter,前往
Social Security Office（1100 6th St, Coralville）办理。SSN不必
随身携带，但号码是得记住的。

http://international.uiowa.edu/isss/current/employment/soci
al-security-number-itin-information-students
驾照(driver license)：考驾照分笔试及路考两部分。笔试内
容为交通规则和安全事项。通过后，您就可以拿到一张有效期
为两年的Permit，允许您在一位持正式驾照者的陪同下开车。如
果您通过路考，就能拿到正式驾照，独立开车了。
银行卡：分为Debit Card （借记卡）和Credit Card（信用卡）
两种。Debit Card只有把钱存进去才能花，不能超支，没有信用
记录，办理手续简单，只需带上护照和学生证，以及50-100美
金作为开户资金（当然上不封顶）就可以了。另外，还有
Checking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的区别，相当于“活期”和
“定期”的概念。简单来说，如果您 没有
．．搁置不用的闲钱，就
存到Checking Account吧。Credit Card是先消费后还账，信用额
度和信用记录可以累计，办理时需要有SSN，不过对于初次办
理、尚无信用记录的申请者，不是每家银行都会审批通过。
爱村的银行不少，有当地的Hills Bank和UICCU，全美性的
Wells Fargo和Us Bank，各有特点。比如，Hills Bank和学生证关
联，接受中国的转账不收取费用，提供免费支票；UICCU又叫
作Credit Union（合作信用社），提供存款奖励；Wells Fargo看
起来很小很落寞，其实是全美第四大银行，服务稳定。
健康保险：如果您是本科生，可以投保SHIP，如果您是研
究生，可以投保UI GRAD CARE，另外还可以投保Dental
Insurance。 看病前需打电话预约，如果是非常紧急、必须立刻
处理的情况，建议直接拨打911。

3
2

四、保持连线
网 络 ： 学 校 区 域 有 免 费 的 Eduroam 无 线 信 号 覆 盖 ， 使 用
HawkID@uiowa.edu作为用户名，HawkID的密码作为密码登录
使用。
手机运营商：在Coral Ridge Mall和Old Capitol Mall (UCC)中
有多家移动通讯运营商可选（AT&T, Verizon, Sprint, T-Mobile,
H2O等），价格不一，当然，信号质量也有所区别。请您根据
自己的习惯多作比较，理性选择合适的服务。
合约机：您可能发现在运营商店铺的手机价格奇低，那是
因为这些都是合约机，必须同时购买一定数目的上网流量套餐
（Data Plan），另外合约机是locked状态，无法随意更换运营商
或带回国使用。合约一般为两年，提前解约须支付违约金。合
约选择可以是：
1. 个人套餐：每个月话费大概$50~$100, 取决于选择的服务，
比如每个月通话时间，短信数，上网流量等。
2. Family Plan: 并不限于家庭，也可以朋友之间使用。几个
人凑在一起，以其中一人作为户主，申请一个Plan，可以平摊月
租。户主需有SSN，否则需缴纳押金。
非合约机：可以选择Pre-paid，充多少用多少，与国内话费
充值类似，不过要注意充值的话费是有过期时间的。
另外，美国境内通话收费统一，没有“国内长途”一说。爱荷
华州的区号为319，在本州拨打电话可以省略区号。
在美购买的手机能否带回国使用？
手 机 必 须 是 unlocked 才 能 带 回 国 使 用 ， 这 是 先 决 条 件 。
Verizon和Sprint使用的是类似CDMA的模式，无SIM卡，只能使
用固定运营商，所以无法带回国使用(当然如果手机的GSM功能
没有去除的话，仍然可以带回国，具体请询问运营商)。而
AT&T及T-Mobile，采用的则是我们熟悉的GSM技术，只要把里
面的SIM卡换掉，就能换成另一个号码使用，十分方便。
国际长途：使用Google Voice, Skype等充值服务，也可以使
用QQ、微信的语音、视频功能和国内家人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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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食为天
首先请记得两个短语：“for here”（堂吃） 和“to go”（外
卖）。Downtown最核心的那一小块地方，就有很多选择：
UCC：又称为Old Capitol Mall，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
个集餐饮、购物、娱乐、医疗、教育、办公、公安、IT、交通
枢纽为一体的综合商场。UCC近年刮起亚洲风，午间热闹得好
像国内大学食堂（都是亚洲脸）。在美式中餐店“华星”，您
会很快熟悉这些在中国根本找不到的知名中餐：左宗鸡、芥兰
牛/鸡/虾、蒙古牛/鸡/虾，以及Fortune Cookies. UCC里还有韩国
快餐Seoul Grill, 日（中？）式快餐Ichiban, 越南快餐I ♥ Pho.其他
风味有墨西哥快餐Chipotle, 意面快餐Noodles Company, 美式餐厅
Buffalo Wings 等等。每餐均价10刀，算是平价的了。
校 内 “ 食 堂 ” ： 河 东 Burge和 河 西 Hill Crest一 楼 的 Market
Place提供极丰盛的自助餐，每餐10刀。类似学校招待所的IMU
一楼的River Room和地下层的Union Station也有多种平价选择。
Iowa Ave: UCC附近的一条东西向的路，一路上除了热闹的
酒吧，还有西餐厅Atlas, 日式餐厅Takanami （高波）。
E. Washington St: 和Iowa Ave平行的一条街，选择有中餐厅
小食代、Osaka，法式餐厅Washington 126，快餐Jimmy Jone’s.
S. Clinton St: 和Iowa Ave相交的一条街，从北向南有糕点店
Molly’s Cupcake, 酒吧餐厅Summit, 酒吧披萨餐厅The Airliner, 汉
堡店Short’s Burger & Shine, 街角有墨西哥快餐Pancheros。
S. Dubuque St: 和S. Clinton St平行的一条街，选择有三明治
店Nodo和Which Wich，意面快餐Z’Mariks，印度餐厅Masala，
酒吧餐厅Pullman, 街角还有冰淇淋店Cold Stone.
Ped Mall: 从UCC中Noodle Company旁边的出口出来，面对
的是一条步行街，沿街的餐厅有冻酸奶店Yotopia，西餐与亚洲
菜混搭的自助餐厅Graze，吃得到寿司的Formosa，还有Bread
Garden Market，有称重购买的自助餐和蔬果、鱼肉及日用品。
一般来说，在柜台结账的快餐店无须支付小费，但有服务
生点单招待的餐厅就需支付15%到20%的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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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交出行
Bongo: 即时公交信息发布平台（www.bongo.org 或下载
Bongo APP) ，输入4位站牌号码，掌握车辆行驶信息和路线。
公交系统：分Iowa City白色巴士（单次1刀)，Coralville蓝色
巴士(单次1刀)，Cambus黄色校巴（免费）三种。
U-Pass: 如您需经常乘坐付费巴士，可到IMU对面的停车场
一楼的办公楼办理U-Pass (学生价50刀／学期)或其他折扣票。
特别提醒：与中国的公交系统不同，有的公交车并不是环
形双向的，请勿想当然地跑去马路对面等候回程车，而需要查
询最近的站牌号码和车辆到达时间。以下为主要“景点”：
Iowa City Walmart（站牌号8014）：在Schaffer Hall（站牌
号0001）坐Westport到Westport Plaza 2（8014）。
Sycamore Mall: 在0001坐Lakeside/Mall/Eastside Loop AM,
PM等公交达到（7135）。
Coral Ridge Mall: 在0001坐10th Street/Lantern Park到达
（4220）。（注：每周四周五晚上6点以后，凭学生证可免费乘
坐Night/Saturday.）
Mayflower宿舍（1000），白天有Hawkeye Interdorm/
Interdorm/Mayflower Shuttle，晚上9点以后和周末会有Red/Blue.
Burge/Stanley/Daum/Currier宿舍: Hawkeye Interdorm /
Interdorm/Mayflower Shuttle/Blue/Red. 共有两个车站： 1015开往
Downtown方向，1016开往Mayflower方向。
商学院（1021）：Hawkeye Interdorm/Interdorm/ Mayflower
Shuttle/Red；或者对面的MacBride Hall（0120）：Hawkeye
Interdorm/Interdorm/Blue/East campus Shuttle/Pantacrest等。
医学院（0263）：Hawkeye Hospital/ Blue/Pentacrest /Lantern
Park/10th street等。
Nite Ride：免费夜间（10 pm-5 am）安全小巴，可通过
TransLoc Rider APP叫车，也可拨打电话 (319)384-1111。
Taxi：路边拦招无用，需打电话：Yellow Cab (319)3389777, Marco’s (319)337-8294，Uber也开始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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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仰之旅
希望这本小册子里的信息能对您有所助益。我们十分欢迎您
常来我们的聚会，和我们有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对于
您在生活和学习上的需要，我们也很愿意尽己所能帮助到您—
—一如我们曾经接受过的帮助。
我们十分欢迎您在每个周五来到我们的聚会（Gloria Dei
Church, 123 E Market St, Downtown）。我们 5 点半开始摆设
“百家饭”，6 点半一起唱赞美诗，7 点开始分小组查经，8 点
半为需要搭车买菜的同学提供接送。所谓的“查经”并不是严
肃死板的上课，而是大家本着《圣经》一同研讨其中的信息、
与我们每日生活的关系，鼓励组员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想法、提
出问题。如果您想学习英文《圣经》，练习英语口语，我们也
有由美国教会的朋友带领的小组。
每周日下午 1 点半开始我们在 Parkview Church（15 Foster
St）举办主日崇拜，结束后一起享用点心。3 点后进行成人主日
学，查考、研讨《圣经》。同时，我们还有专门为孩子开设的
儿童主日学。
我们极力盼望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美好的信仰之旅，与我们
一同查考、研读《圣经》，一同经历神美好的恩典，一同吃饭
玩耍，一同建立彼此相爱的团契。
咱爱村的确是个好地方，被誉为作家的摇篮，有着全美数一
数二的医院设施，为全美最宜居的地方之一，并跻身全美受教
育程度最高的城市前十名。我们祝福您在此地满载而归，但最
重要的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箴言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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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您正好奇“爱加倍”是什么意思？
爱加倍是希腊文 Agape 的音译，意思是神圣之爱——不
求自己的益处，而求他人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新约《圣经》原文中，用得最多的是 Agape 这个词。Agape 的
最佳诠释，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使凡信靠他的人，都能被神赦免，得着永生。
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爱加倍”、成为了基督徒的人，
也在努力将“爱加倍”传递给更多的人。

团契和教会的常规聚会包括：
周二祷告
会：
周五聚会：

主日礼拜：

爱加倍学生团契
(Agape Chinese Student Fellowship)
爱城华人福音教会 CECIIC
(P.O. Box 1284, Iowa City, IA 52244)
网址：www.ceciic.org
联系人：潘小斐 xiaofei-pan@uiowa.edu；xiaofeipanzi (微信)
程伟 wei.cheng@uiowa.edu; chushanjian (微信)
何勇 yong.he@ceciic.org； 何勇 (微信)
黄若飞 ruofei.huang@ceciic.org； hrf (微信)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时间：6:30-8:30 pm
地点：弟兄姐妹家中
地点：Gloria Dei Church (123 E Market
St, Iowa City 通常是在该处聚会；若有变
更，我们会提前通知。若您不确定，请
与我们联系。)
5:30-6:30 pm 晚餐
6:50-7:30pm 唱赞美诗
7:30-8:30 pm 学习圣经
8:30 pm~ 搭车买菜（亚洲超市、Hy-Vee
或 Walmart）
地点：Parkview Church (15 Foster St, 距
离 Downtown 7~8 分钟车程)
时间：1:30-3:00 pm

无论您即将开始的爱城生活或只有短短一年，或是要历
时四五年甚至更久，我们都盼望您的这一段旅程中充满从神
而来的爱、喜乐与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