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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特洛伊勇士大家庭！我们深知，您非常期待加入我们的学术社区，好好利用大学为
您提供的一切资源。本小册子将为您提供下列实用信息：学生账户，学费支付，财务服务，
以及您可选择的课程计划。 
更多有关学生账户及支付选项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sfs.usc.edu。

学生收费估算
右方的年度费用表为收费估算，帮助您做好财

务计划。您个人的费用会因应您的所学课程、

住宿和用餐计划选择有所不同。

学生账户简介
每一位 USC 学生都拥有一个学生账户。您的账户能反映就读期间的绝大部分财务往来，包括：

• 学费

• 强制性收费（如：迎新培训费、课程计 

划费、学生健康中心费、学生健康保险）

• 实验及课程费用

• 大学住宿

• 用餐计划

• 健康中心收费（如：处方药和接种疫苗）

• USCard 委托账户收费

• 保证金及住宿押金

• 财务援助金，如：助学金、奖学金及贷款

• 您向自己的学生账户支付的款项

• USC 支付计划贷方或借方金额

每年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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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等费用（两学期 12-18 学分） $58,133
大学住宿及用餐计划 $15,916
书籍和用品 $1,200
个人及杂项开支 $1,564
交通 $584
新生费用	 $450
总计	 $77,847

http://sfs.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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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账户交费截止日期
 2019 秋季 - 2019 年 8 月 23日                         2020 春季 - 2020 年 1 月 10 日

秋季的学费等费用及其他学生账户上的费用请在 2019 年 8 月 23 日周五前全额支付。 
春季费用请在 2020 年 1 月 10 日周五前支付。迟于上述日期交款需支付滞纳金及财务费用。

逾期注册及滞纳金

大学目前对所有逾期金额每月收取 1% 融资费用。 

第一周：$100                      第二周：$100                      第三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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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课程意味着您将承担具法律约束力的财务义务，须支付学生账户的所有费用。请于 usc.edu/soc  
参阅课程表（Schedule of Classes），了解更多学费等费用、支付日期、截止日期及注册程序的信息。

您的月度账单

您可以通过访问 sfs.usc.edu 并登录 USCe.pay 随时查看学生账户。

如果您有待付款项或当月学生账户变动，您的月结电子账单将在网上发布。通知会发送至您的官方 USC 电
子邮箱地址和访客用户。

如果您预先注册秋季课程，学费等费用将被包含在七月份的账单中。
住房、用餐计划及停车费用将在费用发生时计入账户中。

大学助学金和奖学金一般会在收取学费时划入您的账户进行费用抵消。但是联邦助学金则会在学期开始前  
10 天才存入。如有任何关于奖学金或贷款的问题，请通过 financialaid.usc.edu 联系 Financial Aid（财务援助）。

除非获得特殊豁免，学生一律必须购买学生健康保险。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usc.edu/uphc。若您不符合
豁免学生健康保险费用资格，请在估算收费时加上保险费用。

http://usc.edu/soc
http://sfs.usc.edu
http://financialaid.usc.edu
http://usc.edu/uphc


您的每月账单、当前活动、以及支 

付计划信息可在 USCe.pay 查阅。

您可通过 MyUSC 或 OASIS 获取该 

服务。请访问 sfs.usc.edu 查看完 

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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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e.pay 主页

http://sfs.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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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情况

• 信用卡/借记卡退款

如果您使用信用卡/借记卡缴交学生账户中的任何金额，

必须先退款至该卡，然后再通过直接存款处理剩余余额。 

在 sfs.usc.edu/refunds 提交信用卡/借记卡退款申请，启

动流程。	

信用卡/借记卡的退款处理通常需要 7-10 个工作日。

• 电汇

如果您的学生账户通过电汇超额支付，大学会将电汇的

全部金额退还至原银行，您也可以将超额部分保留在您

的帐户中，用于支付日后的费用。不允许部分退款。

• 联邦 Direct Parent PLUS 贷款退款

Parent PLUS 贷款退款会在 5-7 个工作日自动发给贷款申

请中的指定人士（通常是家长借款人）。

• 支付计划退款

关于支付计划退款请参见第 7 页。

进行支付 请求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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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支付 sfs.usc.edu
• 从您的支票或储蓄账户将资金通过电子转账至 USC
• 电汇
• 支付计划 
• 信用卡或借记卡（Visa、MasterCard、Discover）
•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信用卡付款将以每学期 $10,000 为限， 

请访问 sfs.usc.edu/updated-forms-of-payment 。

通过信件支付
         •  支票、汇票或本票收款人抬头请写上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写上学生姓名，须与您账单上的姓名相同。
         • 写上您的 10 位数 USC 学生证号码。

	 将支票寄至：
  USC Cashier’s Office
  620 W. McCarthy Way, Suite 21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89

本人交费：
本人交费可使用：
         • 现金（仅限美金）
         • 支票、本票或汇票（仅限美国的银行）
         • 信用卡或借记卡（Visa、MasterCard、Discover）

地址及办公时间

Student Union, Room 106 
3601 Trousdale Parkway
 （University Park 校区） 

若您的学生账户有贷方余额，您可能有资格获得退款。 

要获得退款，您须登录 USCe.pay 并注册 eRefund Direct 
Deposit。

如果您的帐单以现金、支票、网络支票或财务援助支

付且您有资格可获得退款，则退款将于 2-3 工作日内直

接存入学生的银行账户（无论付款人是谁）。

Seaver Residence Hall, Suite 101B 
1969 Zonal Ave

（Health Sciences 校区）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http://sfs.usc.edu/refunds
http://sfs.usc.edu
http://sfs.usc.edu/updated-forms-of-payment


USC 支付计划和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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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计划 预付
特色 针对大学费用的延期免息支付计划，每学期为五个月；需每学期

申请。 
牙医学、项目管理企管硕士（MBA-PM）、市场营销硕士以及法律

和护理学生可选择三学期制支付计划。

以当前费率预付最多 5 年的学费及某些强制性

收费；学费不会增加；最低必须预付 2 年；未

使用资金将在合同到期时退还。

收费金额 金额由您决定；根据您的估算及实际收费而定。 大学生估算金额：

 $116,266（2 年）

 $174,399（3 年）

 $232,532（4 年）

 $290,665（5 年）

支付 秋季学期：5 个月每月支付，从八月到十二月。 
春季学生：5 个月每月支付，从一月到五月。 
每月支付额为该学期收费金额的 1/5。 
三学期制：4 个月每月支付。 
必须通过自动扣款（ACH）从美国的支票账户或储蓄账户支付。

我们必须在第一学期交费期限前收到您的已签

署协议及预付款，协议才会生效。

费用 每学期 $50 申请费。 
不按时付款将罚款 $25 滞纳金。

无费用。

资格 任何学生账户状态良好的注册 USC 学生。 您必须被 USC 录取。

申请截止
日期

2019 年秋季：9 月 13 日 2020 年春季：1 月 31 日
在结算期限后申请支付计划不能抵消任何已经产生的滞纳金或融

资费用。

在下列日期前交付已签署协议，并全额支付 
  2019 年秋季：8 月 23 日
  2020 年春季：1 月 10 日

网站 sfs.usc.edu/payment/plan sfs.usc.edu/payment/prepayment

http://sfs.usc.edu/payment/plan
http://sfs.usc.edu/payment/pre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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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计划账户与学生账户是一样的吗？
不，学生账户反映的是您的大学费用及贷方金

额流水总额。支付计划是一个短期选择，允许

您通过信用额度对学生账户交费。 

支付计划的费用是多少？
2019-2020 年的费用为每学期 $50。

我应如何申请支付计划？
注册支付计划，请登录 sfs.usc.edu/payment/plan 。 

为避免滞纳金，请在账户交费期限前申请。

在支付计划下我应该如何付款？
必须通过自动扣款（ACH）从美国的支票账户或

储蓄账户支付，在每月 3 号进行处理。

如果我参加了支付计划，我还需要留意学
生账户吗？
是，任何不包含在您的支付计划金额中的学生

账户余额将单独向您收取，且必须在到期日前

支付。

退回到支付计划账户的款项是如何	
处理的？
必须付清支付计划当期的金额，退款才会从 

您学生账户上的贷方余额上发出。

我何时能申请支付计划？
支付计划申请将在以下日期开放：

2019 年秋季：7 月 22 日 
2020 年春季：12 月 16 日

USC 支付计划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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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fs.usc.edu/epay 创建访客用户

• 付款到期日前，请检查  
sfs.usc.edu/epay 上的费用。 

• 计算学期估算费用，用费用总额
减去援助金额（不包括工读金）。

• 登录 USC 邮箱账户，查看账单 
通知。

• 注意账单到期日。

• 决定支付方式。

• 注册支付计划，或通过  
sfs.usc.edu/epay 在网上全额支付。

• 注册预付选项。
 

快速指南

http://sfs.usc.edu/payment/plan
http://sfs.usc.edu/epay
http://sfs.usc.edu/epay
http://sfs.usc.edu/epay


Student Financial Services
Jefferson Blvd. Structure, Suite 100
1150 West Jefferson Boulevard
Los Angeles, CA 90089-1054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sfs.usc.edu

Student Financial Services
uscsfs@usc.edu
213-740-4077

Cashier’s Office
cashier@usc.edu
213-740-7471

Agency Billing
agbill@usc.edu
213-740-0427

University Collections
collect@usc.edu
213-740-9087

http://sfs.usc.edu
mailto:uscsfs@usc.edu
mailto:cashier@usc.edu
mailto:agbill@usc.edu
mailto:collect@usc.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