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P‐GPEP 项目申请问题解答
1. 我们到 MSUVIPP 访学是什么签证?
答:J1 学生签证(J1‐Student)。
2. 我打算访学 6 个月，哪种项目比较适合我?
答:6 个月或以上的访学，我们推荐 GPEP 项目。
3. GPEP 项目可以做些什么?
答:参加 GPEP 项目的访问学者，在访学期间要达到每周 18 个小时的课程和科研工作量，
包括上课，旁听专业课程，使用图书馆，阅读文献，论文写作，与学校教师专家交流，参
加各种校内外学术活动等。
4. 我可以先看一下课表吗?
答:VIPP 课表公布在 https://vipp.isp.msu.edu/applicants/vipp‐curriculum/. VIPP
设置大量语言，文化课程，例如:发音与公众演讲，学术阅读和
写作，对话，俚语，美国文化，美国与亚洲关系，职业与个人发展，探索密西根等课程，
也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课程，例如:第二语言习得， 教学方法，研究方法，教育心理和多
元文化课堂，领导力与创新变革，宏观经济，国际金融等。
5. 专科学历可以申请吗?
答:我们欢迎专科或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士通过国际职业人士访问项目办公室(VIPP)申请
到密西根州立大学(MSU)访学。
6. 自考本科可以申请吗?
答:只要是通过了国家教育部审核的自考本科和自考大专都可以申请。
7. 不是大学老师也可以申请吗?
答:除了大学老师外，其他职业人士也可以申请，如中小学老师，医生，律师，企业，公
司，政府职员等都可以申请。但是，每一位申请人都需要提供本单位或外单位提供的资助
文件(sponsor letter)。
8. 申请需要什么材料?
答:您需要提交护照复印件，简历，学位学历证书，研究计划，单位资助证明，以及个人
银行财力证明等文件。您还需要到我们的网页 http://vipp.isp.msu.edu/opensis/ 完成并提交
网上申请并上传以上申请材料，同时您还要缴纳 150 美元的申请费。
9. 如果我爱人和我一起来，这些材料一样要提供吗?
答:配偶只需要提供他/她的护照复印件。
10. 研究计划，单位资助证明，个人银行财力证明等材料有固定的模板吗?
答:我们可以提供这些材料的样本供申请人参考。
11. 单位资助证明必须由本人工作单位提供吗?
答:资助证明不一定要由自己单位提供。我们的学者当中，有的是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或
本省教育部门提供的资助，有的是由本人所在院校或公司提供资助，也有的是通过其他单
位或机构的资助。获得本人工作单位，国家留学基金委，或省教育厅以外的其他机构或单
位前往 MSU 访学的老师，需要说明获得外单位的资助的原因。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资
助方必须是单位(如，大学，学院，省教育厅，政府机构，公司等)，不能是个人(如父
母，朋友等)。

12. 银行证明开多少合适?
答:MSU 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对每一位访问学者申请人访学期间的花费会做一个估计。总
的费用包含单位资助的费用和个人出资，其中单位资助费用必须占总费用的 51%以上，资
助不够的部分由个人费用补足。我们会根据总费用和单位资助的多少来决定个人费用的数
额。比如说，MSU 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估计的总费用为 36，000 美元，单位资助为 24，
000 美元，那么您的银行证明必须要有 12，000 美元的存款。也就是说您要开一份不低于
12，000 美元的银行证明。
13. 我孩子访学时可以带过来吗?你们可以帮忙申请学校吗?都当地学校需要什么证明材料 呢?
答:孩子可以作为家属一起来访学。5 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免费入读当地公立学校。5 岁以
下的孩子只能入读私立学前机构，这些机构的费用都比较高，每天收费为 50 至 80
美元不
等。有一些教会组织也有学前班，收费相对少些。所有学前教育机构都要提前预定，但是
不能保证孩子能按期入学。孩子入读当地学校需要填写各种表格，并提供以下文件:
(1)护照复印件;(2)DS2019 表;(3)疫苗证明;(4)当地学区居民证明(如租房
合同等)。带孩子过来访学的申请人，VIPP 要额外征收 800 美元的家属服务费。
14. 我需要一封邀请函以便能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省教委，或者工作单位)的资助，能先发
给我这份文件吗?
答:可以，但是需要先填写网上申请表并缴纳 150 美元的申请费。
15. 申请费用怎么缴纳?
答:申请费缴纳方式请登录 VIPP 网站:http://vipp.isp.msu.edu/applicants/apply/。在线缴
费链接为:https://commerce.cashnet.com/msu_3800 。
16. 国内的储蓄卡能交申请费吗? 答:如果是双币卡是可以使用的。
17. 请问访问学者的学费是多少?包括食宿吗?
答:从 2018 年 7 月 1 日开始，12 个月访问学者的项目费用为 9000 美元，6
个月访问学者 费用为 6，500 美元，3 个月访问学者的费用为 4，800
美元。费用不包含住宿费，生活 费，以及健康保险的费用。
18. 学校提供宿舍吗?费用是多少?如何申请? 答:有的。访问学者可以选择住校内公寓(Spartan
Village)，一房一厅的公寓每个月的房 租约为 900 美元，两房一厅的公寓每月房租约为
1，100 美元。如果选择和他人合租，两 房一厅的分担费用为 500
多美元。您需要自己填表申请。申请流程中文说明和申请表链接 请参见:
http://vipp.isp.msu.edu/files/9815/0479/5381/Spartan_Village__CN.pdf。
我们也可以将申请表发给你们，填好后发给 MSU 租房办公室并到以下链接缴纳 40
美元的 申请费:

https://commerce.cashnet.com/cashneti/selfserve/EditItem.aspx?PC=3460‐
SVAPPFE&ItemCount=1 该链接只有在 Spartan Village 申请表格上可以点开
19. 收到申请费后，租房办公室将回邮件给您，确认有住房后会要求您缴纳首月住房押金并提
供网上缴费链接。收到这笔押金后，他们将会为您分配一套住房。
20. 学校公寓可以做饭吗?
答:学校公寓有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两种，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都属于精专
修，也就是拎包入住方式。房租包含了水电，暖气，空调，网络，电话等费用。也有冰
箱，微波炉，灶具，家具等基本设施。

21. 住学校的话交通方便吗?
答:MSU 校园面积非常大，校内有很多公交线路。如果您选择入住 Spartan Village ，可以
乘坐 39 路，35 路(周末)，以及 20 路等公交车到学校。大家可以买半价优惠的学期公
交卡，大约 50 美元，可以整个学期无限次乘坐所有校内校外的公共汽车。每个学生证限
买一张。
22. 我现在在申请 Spartan Village 的住宿，在线支付申请费 40 美金时，需要输入姓名和 PID
号 码。我有这个号码么?
答:我们在将 DS2019 寄给您时，同时会寄出其他重要材料，如邀请函，入学须知，MSU
资源信息，以及一份 NetID & APID Number。这份资料包含您在 MSU 访学期间将要使用到
的 MSU 电子邮箱 (NetID) 和您的学生证号码 (PID Number)。学生证号码是以 A
字母开头的 一串数字。在申请校内住房时，填入这个号码就可以。
23. 申请校外住房该由谁来负责?
答:VIPP 不负责帮助访问学者预定或寻找校外住宿，但是可以适当协助提供一些支援。寻
找校外住处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考虑方便性和安全性。East Lansing, Haslett 和 Okemos 这
些地区治安学区和环境都较好。对于不打算买车的老师，也要考虑是否住的地方有公交线
路，距离超市有多远等问题。
24. 访学申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答:从提交申请材料，到拿到 DS2019，整个申请程序需要耗时 6 到 8 周。
25. 申请费能不能优惠?
答:不可以。VIPP 费用是固定的，每年 9 月公布下一年费用。
25. 银行证明可以从任何一家银行开吗?
答:可以，但是要有中英文说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都可以。
26. 访问学者是否要自己联系导师?
答:我们鼓励访问学者在准备申请材料的时候同时能够联系导师。在院系的网站
Faculty/Staff 一栏可以浏览教授的研究兴趣和联系方式。在联系导师的时候，请提醒教授
VIPP 会负责管理访问学者项目并且不需要教授所在的院系提供任何经费和薪酬。请您准备
好个人简历和研究计划，请把格式调整整齐，避免错误的拼写和标点，避免使用其他颜色
的字体，力求简洁。如果需要 VIPP 联系导师，我们一般会在学者到校以后的 2‐3
周内落实
课程和教授，但前提条件是教授许可。我们无法保证一定可以联系到最理想的导师和课
程。
27. 可以现在就确定导师吗?
答:通过 VIPP 到 MSU 来访学的学者，我们不能在申请期间就确定导师。您在到达 VIPP
之 后可以边上课，边挖掘 MSU
的学术资源，了解与自己背景相关的教授，参加相关领域的 学术活动，并通过 VIPP
或自己与这些老师联系。
28. 可以提供导师的 CV 或网页吗? 答:不能。
29. VIPP 什么时候开学?
答:VIPP 学制和 MSU 相吻合，但接受学者在以下日期开始:2018 年 5 月 14 日，2018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9 月 5 日，2018 年 10 月 22 日，2019 年 1 月 14 日，2019 年 3 月 11
日，2019 年 5 月 13 日，2019 年 7 与 1 日。
30. 暑假可以休息出外旅行吗？

答：如果选择春季入学而且在一月底前注册，暑假可以不修课，可以利用暑假旅行。剩下
时间如下的，暑假也必需修课，不能长时间出游。
31. 平时上课出勤有要求吗？
答：根据 J1 签证以及 MSU 规定，学期期间必需保证 18 小时最少学习时间，其中 9 小时是
上课时间，我们有最低 80%出席率要求，除非有正当理由，比如生病或其他紧急情况。
32. 平时可以出游或去参加学术会议吗？
答：离开学校连续超过 2 周的必需事先挣得 VIPP 老师批准，做好相关文案。无故缺席
者，VIPP 将按规定向 OISS 汇报。这会影响您的 J1 签证。
33. 我现在在 MSU 一个学院访学，我的配偶持 J‐2 身份陪读。她可以申请 VIPP 访学吗?
答:J2 也可以访学。VIPP 接受以后，可以直接在 VIPP 上课。我们会颁发结业证书。但
是，J2 是否能申请纽约留学服务中心的留学证明，需要自己打电话解释并询问能否获得留
学证明。
34. 老师可以先把 DS2019 的扫描件或拍张照片发给我吗?
答:美国国务院规定 DS2019 表不能扫描，复印，或者拍照留存。我们会把 DS2019 表用
FedEx 邮寄给您，在邮寄前可以将 DS2019 表上的 SEVIS
号码和您的专业代码发给您，供您 预约签证用。
35. 健康保险可以买国内的安泰或者其他的吗?
答:MSU 在健康保险方面要求非常严格，虽然并没有完全制定学生和学者购买那种保险，
但是能符合要求的保险公司并不多。基本上 VIPP 的访问学者都是购买的学校推荐的
Bluecare Network 保险。
33. 我的学生证有什么用处?
答:访问学者的学生证是大家在学校的身份证明，用处很多。大家可以用学生证在图书馆
借书，免费使用学生体育馆的各种设施(游泳，羽毛球，篮球，网球，乒乓球等)，还能
半价购买公交卡。同时，大家还能通过学生证购买学生餐厅的饮食套餐。
34. 我要怎样才能去专业院系旁听课程呢?
答: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第一学期先上 VIPP 的课程。同时研究感兴趣的相关专业课程和教
授，VIPP 可以帮助联系旁听事宜。第二学期根据时间安排选择 1‐2 门课旁听。各个院系开
设的课程，可以查询以下网站:http://schedule.msu.edu。旁听是否允许，取决于教授和院
系，VIPP 不能保证。
35. MSU 有没有中国访问学者或学生的 QQ 群或者微信群? 答:有的，我们可以为大家推荐
VIPP 的访问学者微信群。同时也有 MSU 访问学者 QQ 群。
36. 我有国内驾照，如何申请美国驾照?
答:到 MSU 后，学者可以自己买车。通常会买一辆二手车，因为价格不贵而且卖车也相
对容易。美国的驾照相对中国驾照比较好考。也分为笔试和路考两个环节。在中国取得驾
照的老师可以将驾照带来，VIPP 办公室可以提供翻译服务。这样就可以缩短考取驾照中笔
考和路考之前一个月的等待学车期限。在中国没有驾照的老师，也可以在美国驾校或者找
会开车的朋友进行学习。考取驾照的手续费约为 75 美元。学者可以在学校公寓的指定停
车场停车，但是要缴纳停车费。
37. 我中途可以回国吗? 答:中途可以回国，但是要到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并在 DS2019
上签字。

38. 我想申请我父母过来探亲，请问他们可以申请 J2 签证吗?
答:只有您的配偶和子女才能申请 J2 签证。父母或其他亲友如您的兄弟姐妹必须申请旅
游签证(B‐签证)前往美国。
39. 我打算下个月初前往 MSU，请问你们会提供接机吗?
答:在您拿到签证签证以后，下一步就是预定校内或校外住处以及订机票了。定好机票以
后，请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和时间，我们将准时到机场或车站接您。接机只是我们为大家抵
达密歇根后的其中一项服务;除此之外，我们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校内住宿登记入住，
学校注册，办理学生证，办理银行卡，第一次生活必需品购买，健康保险购买，选课，图
书馆使用指南，学校各种资源介绍，等等，以便让大家能顺利和尽快地适应 MSU 的生活
和学习。
40. 我将要预订机票前往 MSU，请问最终抵达机场是哪里?在时间上有什么建议么?
答:飞行的最终目的地机场最好是兰辛机场。我们只能在兰辛范围内提供接机服务。如果
航班最后一站是底特律机场，您得乘坐从机场到东兰辛的 Michigan Flyer 大巴，我们会到
位于东兰辛的大巴站接您。机场到达及乘车中文说明请参见
http://vipp.isp.msu.edu/files/3715/0048/1435/Arrival_Instructions_Chinese.pdf。
在时间安排上，最好是能在周一至周五期间过来，因为周末的机票较贵，而且不能到学校
租房办公室登记入住。另外，如果您不能在下午 5 点赶到，您得住一晚酒店，因为租房办
公室 5 点后就不能登记入住了。我们可以为您预订酒店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