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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交通工具總結走遍天下都不怕啦！
在美國生活，除去買車，你可以利用的交通
工具有四種，也就是：
自行車、大巴車、計程車、地鐵和火車。
作為留學生的你在出門的時候該如何選擇這
些交通工具呢？現在就跟你說說美國出行這些交
通工具的使用吧！

小夥伴早上上學就要乘坐大巴！在城市，乘坐巴
士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你的學校是在美國的鄉
村，那麼乘坐巴士就比較費勁兒，所以呢，如果
你是村兒裡人，遇到急事儘量不要選擇巴士了！
長途旅行乘坐巴士挺貴的，而且等待的時間也蠻
長的。好處是現在美帝也開發了一款巴士 APP，
這款 APP 可以告訴你下班公交什麼時候過來，提
前預知巴士到來的時間，可以給小夥伴們節省許
多時間！

自行車
逛校園或是熟悉當地環境，自行車是你的首
選。不管你生活的地方是在城市還是在郊區，購
買自行車都不會花你很多錢，騎自行車還可以鍛
煉身體，可謂是兩全其美的選擇。在購買自行車
前，小夥伴們最好是提前查看下當地的法律規定
，遵守道路的相關規定，同時騎車的時候不要忘
了戴頭盔！自己購買的自行車也是個人私有財產
，不用的時候記得要鎖起來，以防丟失。一把鎖
在美國也不是很貴，所以一定記得買好鎖哦~

的士/計程車
對於學生來說，在美國乘坐計程車真心貴啊
！但是如果你此次行程乘自行車或是步行比較遠
，但是坐公交又比較耗時間，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選擇的士啦！在美國乘坐計程車的時候，首先要
查看下司機的 ID 確認司機身份。一般司機會主動
給你查看的。再就是確定計價器的運行。不要選
擇收取耽擱費的計程車！
在美國，乘坐計程車最好是拼車，這樣可以

大巴
中學的小夥伴們與大巴接觸的比較多，許多

分擔費用，下個 Uber 軟體就很容易找到一起拼車
的人了！只需要在 APP 裡輸入自己的初始地和目
的地。然後司機會過去接你，一般 Uber 的價格要
比計程車便宜。總體說來，Uber 跟國內的專車差
不多！

火車及地鐵
在美國的大城市裡，比如書紐約，波士頓，
芝加哥等城市，地鐵是人們的主要代步工具！因
為地鐵既方便便宜又快捷！如果小夥伴們是要去
美國的大城市讀書，那麼到美國後就要儘快的熟
悉當地的地鐵系統，因為你在這個城市的生活真
心離不開便利的地鐵系統！
關於火車，乘坐火車旅行可能要比乘坐大巴
貴不少！但好處是，火車要比大巴快很多！如果
小夥伴們心血來潮的要進行長途旅行，那麼最好
是購買火車票。但其實，乘坐火車進行短途旅行
才最划算！

租車

美國留學手機使用
三大注意事項解析

美國留學生活
應該注意的 8 大細節

4、 不能随便和他们开玩笑一些中国学生有时会说
一两句善意的谎言或者开个玩笑，大家认为这些都是正
常的。然而在美国，你和他说谎或者开玩笑说他不诚实
，这些言语都会使美国人不悦，因为美国是一个很讲信
誉的民族，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是建立在个人的信誉
基础上的，不能忍受别人没有信誉。
5、 同性别的行为不能过于亲密在美国，同性不能
一起跳舞，这是公认的社交礼仪之一。同样在街上走路
，同性之间的勾肩搭背，也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因此同
性朋友之间要保持适度的身体接触。
6、 不要随便抚摸小孩中国人看到喜爱的小朋友喜
欢用手摸摸脸蛋或拉拉小手，表示对孩子的喜爱，但美
国人认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即使是他们家的狗狗也不
喜欢别人随便摸摸或随便给喂吃的东西，这些都会引起
美国人的不满。
7、 拜访之“礼”拜访美国人时，进了门一定要
脱 掉 帽 子 和 外 套 ， 摘 下 戴 着 的 墨 镜; 进 门 应 先 问 候 女
主人，再问候男主人。宾客较多时，可以只与主人和
熟 人 握 手 ， 对 其 他 人 只 需 点 头 示 意 即 可; 做 客 时 不 可
随意翻动主人的东西、抚弄摆设，也不能打听摆设的
价格。
8、 女性需要注意的细节美国人对出入公共场合时
化浓妆，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化妆、补妆的女性有一定
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这样的女性缺乏教养，身份也值得
怀疑。而且在美国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系列的衣服，因
为美国人认为黑色是肃穆的象征，是丧葬用的色彩，所
以忌讳黑色。
中国学生习惯不拘小节，认为很多事情在国内很正常，
但在国外这些细节则是被相当看重的。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
，事无巨细，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差异到文化层
面的差异都不容忽视，应该提前了解，否则会被人认为很无
知。

这几年，我国每年都会有很多学生远渡重洋去美国
求学，学生如何能尽快适应、融入国外生活，让美国留
学生活更加快乐呢?留学 360 介绍，有八个值得注意的细
节，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啊！
1、 讲话要保持一定距离，和美国人讲话的时候要
保持彼此的身体间的距离，半米的距离比较合适。当你
和美国人聊天时，他如果一直向前进，可能你离他的距
离有些远;如果他一直向后退，你和他的距离可能靠得太
近了，因此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2、 打招呼切勿大嗓门中国人遇见熟人的时候大声
地打招呼来表示自己的热情，而美国的公众场合相对来
说比较安静，人们说话很轻，除非紧急情况发生，一般
不会开口大喊。见到熟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
3、 对话时要保持目光接触和美国人对话的时候，
要保持眼光接触。游离的目光或目视其他地方都会给美
国人留下不可信任和傲慢的印象。因此，在和美国人打
交道时保持微笑、眼光的接触很重要。如果对面一个陌
生人走来向你微笑，你也向他微笑，他会向你说“你好
”，这只是一种礼貌，并不表示他会停下来和你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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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頻段
由於世界各國的通信制式、頻段不
同，所以去不同的國家，需要的手機也
不同。咱們先瞭解一下有關制式和頻道
的一些常識，目前全球採用的移動通信
制式大致有 GSM 和 CDMA 制式，而根據
頻段的不同，GSM 分為 850mHz、900mHz
、1800mHz、1900mHz。我們國內目前採
用 的 是 GSM 900/1800mHz， CDMA 採 用
的是機卡分離的 CDMA 800mHz。美國採
用的是 850、1900mHz 頻段的 GSM 的網路
，因此我們在去美國的時候需要更換三
頻手機，目前三頻手機在國內市場上已
經有了相當的份額，主要集中在 MOTO、
諾基亞、索尼愛立信這三大品牌中，所
謂 三 頻 手 機 就 是 手 機 支 持 900、 1800、
1900mHz 三 個 頻 段 ， 因 此 可 以 實 現 在
1900mHz 頻段 GSM 網路中使用。

2)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資費
據介紹，在不同網路提供商所提供
的資費、方案和手機的選擇上確實存在
一些差異。然而，這種差異並不大。總
體來說，AT&T 和 Verizon 的資費方案是
相近的。與 AT&T 和 Verizon 相比，T-Mobile 通常會對其資費方案和手機提供一些
折扣，因為其信號覆蓋差。Sprint/Nextel
則更加注重商務用戶。

3)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運營
商
美國的手機運營商主要有四家：
AT&T，Verizon，Sprint 和 T-Mobile。以前

在 Atlanta 還有南方貝爾和 Cingluar，但是
目前這兩家都被 AT&T 收購了。Atlanta 的
許多人還習慣性的叫 Cingular，AT&T 有
個廣告還專門在結尾加上一句“Cingular
‘s name is now AT&T”。學校碰到的
人多是用的 AT&T 和 T-Mobile。
關於網路覆蓋範圍。網路提供商們
通常都會在其公司網站上公佈其網路覆
蓋 圖 ， 例 如 AT&T’ s coverage、 Verizon
‘s coverage、 Sprint Nextel’ s coverage
和 T-Mobile‘scoverage。通過在這些網站
中輸入郵遞區號，用戶可以找到任何特
定地方的各公司信號覆蓋範圍。一般地
說，Verizon 和 AT&T 信號覆蓋更廣更密
。但它的 plan 會相對貴一些，而且 Verizon 好像用的是 CDMA 制式的通訊網路，
它的手機都沒有 SIM 卡。也就是說，如
果選擇了 Verizon 的服務，就必須使用 Verizon 銷售的手機。Verizon 的所有手機都
使用它自己編寫的操作介面，和國內不
同品牌手機有著不同樣式的功能表不同
，Verizon 的所有手機都使用同一種功能
表並和它提供的服務緊密結合。所以，
除了智慧手機，Verizon 銷售的所有手機
的功能都差不太多。然後說說 T-mobile，
T-mobile 自己號稱它是掉線最少的網路，
用的人也很多。T-mobile 用的是 GSM 網
路，所以國內的 3 頻以上的手機可以拿來
。T-mobile 賣的手機會相對貴一些，但它
提供的款式確實是最多的，看個人喜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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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
學習，每個
小夥伴們都
會趁此機會
展開在美國
的旅行！在假期裡，跟小夥伴們一起出門旅行，
這在美國都是灰常常見的事情。一旦有了這種想
法，美國的小夥伴們就會想方設法的租一輛車！
美國許多的租車公司都很樂意把車租給留學生們
，但是在租車之前，你首先要取得駕照！如果你
們要進行一次長途旅行，那麼你們一行人至少要
有一人獲得駕照，還有，記得提前購買保險！
車池
這是互相不認識的人合作拼車的一種旅行新
途徑。
在美國假期，好多人都會找目的地一樣的同
伴一起出去旅行，但是選擇這種方式，小夥伴們
最好是提前瞭解一下一起出行的人。畢竟，陌生
人也是不安全因素！
去美國，旅行，上學，在當地閒逛，美國的
留學生活肯定離不開交通工具！美國交通這麼便
捷，選擇哪一項，小夥伴們要視自己情況而定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