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CHousing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博士生住房
USC Housing 在 Sierra 公寓，以实惠的价格，提供具备安
全，方便，以及家具齐全于一身的住房选择给就读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的博士研究生。由于公寓单位
是保留给学位项目的参加者，它将能提供一个让同科系
的学生（Viterbi 学生）一起居住和学习的机会。该住房
项目提供两个房间类型的选择以及一份 12个月的住房合
约。

位置地图

Sierra

该项目的住房位置将会基于提交申请表格的日期以先到
先得的机制分配出。住房位置的优先权将会给予在 4月
28日 2017年之前提交申请表格的学生。住房申请表格将
在 4月 28日后继续接受，但住房分配将会以 space
available 的机制作分配。
Sierra（SIE）位于 North University Park，距离校园约三个
街区，是大学大部分研究生所居住的地区。该楼宇位置
也是位于 USC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的巡逻区范围
内，而公共交通也非常近。

合约期：
 研究生全年（12个月）的住房合约

CAMPUS

开始：星期一，8月 7日 2017年，早上 8:30AM
结束：星期二，7月 31日 2018年，下午 5:00PM
合约期是连续性的，在合约期间学生无需在校园休息的假日
（公寓楼宇将不会在 university break 的期间关闭）。

停车及交通：
位于停车库的停车位置是由 USC Transportation 部门以先到
先得的机制所分配的，住客们不是每一位都保证能够得到一
个停车位置。请浏览 Transportation 部门的网站查看更多有
关的信息：transnet.usc.edu。
位于该楼宇的大门前设有一个 USC 公车站；公车将每半小时
内来会穿梭几个住房楼宇和主校园地区。

设施费用：
所有公寓设施的费用，包括水，电力以及煤气，都包括在租金
金额内。

3 个房间 / 3个人

更多信息，包括 USC Auxiliary Services 所提供的服务网站链接，可到我们以下的网站浏览：housing.usc.edu

Sierra Apartments
2638 Portland Street
房间类型：
 Sierra 的平面设计提供三个房间给三位住客，一个共用的
浴室，厨房以及一个设有bartop 的用膳桌。

租金金额 *：
 3 个房间 / 3 人：$1,095 每人，每月*
设施：
 每位住客将设备有一张加长单人床（36” x 80”），一张桌
子，设有三个抽屉的柜子，以及一个共用的衣柜。

 设备齐全的厨房配有炉灶，冰箱和水槽。住客们只需为自
己提供床单，小家电和厨房用具。

 每间独立我是都设有空调机组。
 基本的有线电视和 WiFi 无线网络服务是已包括在租金金

设施描述：

额内。

Sierra 是一座三层楼高的住房楼宇设备有底层停车场，并设
有一个休息室以及宽敞的庭院提供给住客。该楼宇也是这地
区其他 USC Housing 的住房楼宇的客户服务中心。

 设有洗衣房和娱乐休息室。
* 该信息，包括租金，在出版时是正确的，但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3 个房间 / 3 人

SIE
SIERRA 公寓
一般三个房间的公寓设计图

厨房和 bartop 用膳桌

请注意：此处所列出的申请程序适用于新进的学生。希望申请
进 Viterbi 博士生住房并是现时的 USC Housing 住客的人士应透
过 1月份的 USC Housing Renewal 程序申请。

室友选择
如果你希望从申请 Viterbi 博士生住房的申请者内申请特定的室
友的话，你可通过输入他/她的姓名和 10 位数字 USC 身份证号
码将他/她加到你的申请表格内。室友请求必须是相互的
（mutual），你所申请的室友必须与你是同一性别。

申请表格和合约信息
到网上申请：housing.usc.edu/gradportal

你可搜索其他申请该项目的申请者，按‘Search by Details’并位
于下列目录内选择 Viterbi 的项目。

当学生已被大学录取为学生时，他们将被发出一个 10 个数字的
USC 学生证号码，而利用该号码开始申请住房的程序。2017年秋

你可透过书面联络 USC Housing 申请你特定的室友。

季的住房申请表格将于 2月 1日 2017年开启。

住房分配

为了能够正确地处理你的申请表格，你必须在申请时完成以下的
步骤：





选择“Graduate Full Year 2017/2018”（12个月）的合约期
列 Sierra 为你的第一项住房选择
选择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作为你的研究院住房项目

登入
被南加州大学录取以后，你将会收到一封由 USC Housing 所发出
的电邮，电邮内将会含有你登入的资料。在未有收到这封电邮之
前，你是不能申请大学住房的。
登入时，请输入你的 10位数字的南加大学生证号码（不要加进任
何空格或破折号）以及在你所给的电邮内的密码。

个人资料档案
你登入系统后，你将需要建造一个个人资料档案（一些基本的个
人资料）。

住房合约期
申请者应只申请“Graduate Full Year 2017/2018”（12个月）

申请表格
开始申请表格
个人及联络人的联络资料
个人资料问题
此资料可用于室友配对。
申请表格类别
新录取的学生应选择“New to USC”。
选择 “Viterbi School of Engineering” 为你的研究院住房项目。

申请人必须获得大学认证才能被给予一个住房的分配。住房分配
将根据申请日期和住房空间的可用性（space availability）作出分
配。Sierra 住房位置将会为在 4月 28日 2017年之前提交申请表
格的学生预留。原先未有给分配的申请者将被移到等候名单内，
当有透过被取消的住房位置空出是作分配。
当你已被分配一个住房位置，我们将透过电邮通知你到你的 USC
Housing 申请表格户口内复核并确定你的住房合约。
房间
登入你的申请表格户口查看你所给分配的住房分配。

住房合约
付交合约确定费
你的 $800 美元合约确定费用应透过 Visa，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或 Discover 卡利用电子方式付款。该费用的
一半将于秋季学期归还给你，而另外一半将于春季学期归还。
合约和完成
在这里，你将确定你的住房合约以及同意 Living Agreement 内的
条款。



如果你不于你的列明限期前确定你的住房合约并付交合约确
定费用的话，你的住房分配将会被取消并给予另一位申请
者。

取消
如果你在被给予住房分配之前或在确认住房合约之前选择取消的
话，请打印出及填写位于我们网站内的 Cancellation Form然后将
该表格发送到 USC Housing Services。在我们收到你的 Cancellation Form 时，你申请表格或其住房分配将会被取消；但 $55 美元
的手续费恕不退还。

列出住房选择
谨记要列明 Sierra 3B3P 的房间类型为你首要的房间类型住房选
择。你将需要列出其他的你有兴趣的住房选择，但所有 Viterbi 博
士生住房申请者将只会被轮候一个 Sierra 公寓的住房位置。

当你一旦确定你的住房合约并付交了合约确定费，你将需要为合
约内的所有条款负责。但是，你可在限期内透过填交 Cancellation Form 要求取消。

付申请表格手续费
如果你未能付清你 $55 美元恕不退还的申请表格手续费的话，
USC Housing 将无法处理你的申请表格。（该费用是不能免除
的。）你可透过 Visa，Mastercard，American Express 或 Discover
卡支付费用。







如果你的取消申请在 6月 9日之前通过，你将能给予退回你
的合约确定费。
如果你的取消申请在 6月 9日之后通过的话，即使你决定退
学，你仍然无法获退还你所付的合约确定费。
如果你的取消申请未被授予，你的住房合约将如期生效，你
将需要为合约内的条款负责。

USCHou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