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 F-1 签证实例二百篇（下） 
（拒签与 check 篇） 

注： 

1000=“一签”，第一次签证，同理 2000、3000 

VO=签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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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拒签案例 
 

一、3 月 15 日广州，1000 没过，准备 2000 

下面是过程：  

W: HI,GOOD MORNING,NICE TO MEET YOU,HERE IS MY METERIALS  

VO:（用中文，让我没晃过神来）你要去美国做什么？ 

W：（我以为今天碰到了一个希望我用中文回答的 VO，我就也用中文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

要去美国 XXXX 大学读 MBA 专业 

VO：你是做什么的？（还是中文）  

W：I am working in XXXXcompany,and i am a manager of xxxxxdepartment(然后我递上我的工作

证明)，in the future,i plan to create my own company.(签证官一直在看我工作证明，而且边看

边往电脑上打字，接着就不问任何问题了冷场了好一会儿)，my family support my overseas 

study very much,we have prepared 500.000.00for my study in the US(递上资金证明，VO 摆摆手

叫我不要拿进来)  

VO：把身份证给我看看 

WO：here you are(我把我厦门的旧身份证递上去，但是我申请签证时填的信息是福州的，于

是我马上解释)，i used to study in xiamen,so i haven`t changed a new ID card 又冷场了会儿，然

后 VO 把材料递给我，说了句 sorry ,i can`t give your visa this time. 

被拒原因：首先，MBA 签证率不高；其次，你的回答太公式化，是你的真实想法吗？第三，

没有主动地解释清楚你目前工作的具体情况，为什么需要到美国学 MBA，没有将二者联系

起来说明学习的必要性。签证时你的态度及心理真实的想法决定一切 

 

二、大龄女青年被拒 

女，30 岁，未婚，土硕，英语专业，工作一年，美国无亲属，申请其他专业的硕士，资金

已经解决，因大龄未婚女青年这项被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怎样证明无移民倾向呢？ 

你的签证关键并不只在大龄的问题，这还好说明，签证时可以告诉签证官你和男友已经交往

了多长时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要仔细说明你硕士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和你要去念的

专业的关系，要讲清楚你去念这个专业的必要性。其实也蛮好讲的，英语语言只是工具嘛，

要结合自己的职业，好好考虑吧  

 

 

三、4000 准备 

背景：2012 年夏天 6 月份两次签证，8 月份一次签证。 

第一次： 

VO：（英文）你的学校？ 

ME：（英文）X Christian Academy 

VO：（英文）你将住在哪里？（听成你将从哪里离开，白痴了） 

ME：（英文）中国。（我第一次干这么“撒小”的事情） 

VO：（中文）你在美国将住在哪里？ 

ME：（英文）寄宿家庭。 

VO 敲拒签理由……在问题的时候看过一眼，其余都是停留在屏幕前 

VO：（中文）今天不能给你签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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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中文）谢谢。（失望离去） 

第二次： 

VO：（英文）你的学校 

ME：（英文）X Christian Academy 

VO：（英文）你的父母做什么？（这个用法之前没听过，直接 KO 了） 

ME：（英文）对不起？  

VO：（英文）你父母做什么？（这个用法我懂了） 

ME：（英文）你父亲在 X 公司当经理，母亲在 X 商行做仓库主管。 

VO：（英文）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ME：（英文）（脑子里想了一下，就按实际情况说了）这个学校是全佐治亚州最好的学校之

一而且也是进步最快的学校……（被打断） 

VO：（英文）计划？ 

ME：（英文）啊……（出奇意外啊，递上准备好的准备表） 

VO：（英文）我不相信任何材料，你父母具体做什么？（我当时以为：你父母公司做什么？） 

ME：（英文）爸爸的公司是搞建筑的，妈妈的公司是卖酒的，例如：白酒。  

VO：（中文）白酒……  

ME：（英文）嗯。 

VO：敲拒签理由，拒签 

第三次： 

VO：（英文）去美国读书啊？ 

ME：（英文）是啊。 

VO：（英文）为什么去佐治亚啊？ 

ME：（英文）哥怕冷啊。所以选这个温暖的地带，而且父母不用担心我生病。 

VO：（英文）为什么来美国学习啊？ 

ME：（英文）因为我的外教是美国老师。 

VO：（英文）哦。你去过美国吗？ 

ME：（英文）没有。 

VO：（英文）父母呢？ 

ME：（英文）没有。 

VO：（英文）有没有亲戚在美国？ 

ME：（英文）没有 

VO：（英文）把你父母的工作证明给我看一下。（果断没注意） 

ME：（心里）好吧，不会有这么悲剧吧。算了，NO 吧。  

ME：（英文）NO.  

VO：（中文）你是没听清楚还是没有。 

ME：（英文）对不起？ 

VO：（中文）把工作证明，户口本，房产证都给我看一下。  

ME：递上 

VO：拿着跑了…… 

过了一段时间…… 

VO：（中文）你父母有没有出国过？ 

ME：（中文）没有。  

VO：（中文）你有没有出国过？ 

ME：（中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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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敲拒签理由，拒签。  

ME：（中文）谢谢。能不能告诉我拒签理由。 

VO：（中文）不能。 

ME：（中文）谢谢。 

拒签原因：整体感觉是英语的问题。一千将要住哪里，二千父母工作换个问法没听懂，三千

工作证明那里 vo 都直接问是否挺清楚了。而且去读书的费用是父母出吧，那么工作证明是

要带的啊！ 

 

 

四、2012 沈阳 ms-ee 1000 被拒 

一签过程： 

 VO 棕色头发络腮胡 白人男性 

 ME：Good morning, sir 

 VO:(要材料) Ok, What are u going to do in US? 

ME: I'll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XXX Univ. 

VO: What's ur major？ 

ME：Electrical Engineering  

VO: ......study English?(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紧张，没听清前半句，觉得大概意思是这一年是不

是在学习英语，因为我有 Gap year. ) 

ME：Excuse me, do u mean did i study English after graduated? I prepared for GREand TOEFL Test 

in the rest of my work.  

VO: where did u work？ 

ME：In a information company. And my job is Assistant Web Editor. 

VO: Ok, What's ur parents?  

ME: My father is a engineer and my mother is a teacher. 沉默了很久，不停地敲键盘，我潜意

识里觉得应该说点什么，问了下要不要看简介，被拒绝。 

VO： Sorry, I can't give u ...... 

整个过程完全是由 VO 牵着走，而且没有说出任何 VO 需要的具体学习、归国计划，中间过

程紧张的说话都不流畅了，而且最后问题也答在点上，没说明资金问题。 

 

 

五、上海第一次签 F1 被拒 

高中毕业，没有去上国内大学要上也是大专=。= 

毕业后报过学习班考过两次雅思才取得 5.5… 然后下周六又有一场雅思。 

申请的是美国 Interactive college of technology 的休斯顿分校的语言中心 Interactive Learning 

Systems 

拿到 offer 了，6 月 20 日开学。 

因为是去读语言然后这个学校不承认雅思分，就准备去学语言考托福之类的考美国的大学

or 大专。 

两年的语言，但是只要 ESL 过了达到成绩了就可以考大专 or 大学。就是两年的语言课程如

果你一年、三个月就结束了就可以上他们学校的大专或考别的学校。  

 

之前我自己没弄清楚就预约了去签证了，签证官是个漂亮的女生…我也是女生…（所以是不

是找男的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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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我准备去美国多久，我说两年，她当时就吃惊了，一听我留学就不笑了= =  

然后问我去读什么，我答成大专了（事先没搞清楚啊其实是语言！），所以 I-20 上 level of 

education 写的 Primary，她就说这是小学，大专没有这个。 

就拒了。 

被拒原因：你得先搞清楚你是什么情况，去那边读什么，跟签证官解释清楚啊。  

I-20 是不是搞错了？咋会是 Primary 呢？发信问学校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跟签证官说你是高中毕业，你想去美国的 XXX 学校读语言课程。签证官问你读完语

言要干啥不妨实话告诉她你可能会申请这所学校的本科或者其他学校的文理学院。但是记住

要强调你会回来。 

英文里大专是啥？我表示不知道怎样翻译。签证官也不一定听说过大专是啥，但是一看你 I20

上那个 Primary 估计也晕了，拒你没商量。 

先搞明白自己去美国要干啥，这是第一要务！ 

 

 

六、 1000 被拒……很悲剧 

VO：什么专业？ 

ME：工商管理  

VO：为什么选择西雅图？ 

ME：那里气候很好 

VO：谁资助你？ 

ME：我父母 

VO 跑去找东西……后来给我张白单子，然后说：对不起，我不能批准你的签证” 

被拒原因：为什么去西雅图怎么能回答天气很好？说点正经的，想去那学习，那里的教育不

错啦，之类的，怎么和天气扯上了。 

 

 

七、2011/07/18，一签，北京。杯具 

我：nice to meet you。 

VO：~~~~你去哪上学啊 

我：IUPUI。  

VO：为啥转专业啊？（我在国内学的金融，去了转的 art） 

我：因为不喜欢，那是爸妈选的专业。 

VO：你爸妈做啥工作的啊。  

我：啦啦啦啦~~给你看工作证明。 

VO：~~~~~~~~（说啥不太记得了，但是说的不是很多就已经开始打字了。。）  

我：呆 ing。。。。 

VO：sorry。 

2011/08/04，沈阳，二签。杯具 

VO（大胖子白人女人，沈阳的 VO 好像不是很多，所以一提都知道这个人。） 

我：nice to meet 。。 

VO：啊，你能说英文，那好我们说英文（笑嘻嘻的，我还以为很和蔼没准能过哦~） 

我：okay。。 

一下是 VO 问的几个问题，具体顺序我记不住了。 

VO：为啥改专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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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专业是爸妈选的，我不喜欢，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在我不喜欢的事情上面。  

VO：那你在国内都读了 2 年了啊。  

我：嗯是的。 

VO：那你去了能转学分吗？ 

我：好像不能，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专业跨度太大了。 

VO：那就是说你还要再去学习四年，除去你现在已经学了 2 年？？（这时候她的表情有点

惊讶的样子。可能觉得我就这么浪费了两年的学分，引起怀疑了吧。。） 

我：嗯，我想是这样是这样的。 

VO：那你毕业了打算干啥？（在看材料，差不多已经想打字了。。） 

我：我打算回国跟朋友开个画室画廊啥的。 

VO：哪个朋友啊？  

我：（当时有点愣，我说跟朋友开画室啥的就是那么一扯。。没想到还问这个。。）XXX（乱七

八糟的把男朋友的名字扔出来了。。） 

VO：你的去 IUPUI 学什么专业啊？ 

我：fine art。（那时候对于自己的专业不是很了解，就是按照 I20 上面的 major 说的，后来

才知道这个范围面很广。）  

VO：。。。。。。。噼里啪啦在打字了。。 

我：（瞎白话了点啥。。我忘了。。） 

VO：sorry。。。。。。 

我：我说为啥啊？为啥拒签我啊？我还有托福成绩呢啊。。这是我的成绩单啊（边说边想拿

成绩单） 

VO：（说中文了她）这张纸上有你为什么被拒签，我不想看你的成绩单，请离开，谢谢。 

 

 

八、史上最复杂拒签情况：6 月 29 日北京 F-1 签证被拒，说实话，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被拒 
vo 首先随意翻看了下我递交的资料，然后开问。 

vo：你去美国干什么？ 

me：去读书，作为一名艺术生去上大学。 

vo：一般像你这样的留学生都会选很多所学校，你为什么只选了 Salem State College 这一所

呢？ 

me：我在网上搜寻的，而且我伯父住在那，可以给我很多帮助。（事实上是因为我没怎么

操心申请学校的事，这所学校是伯父帮我选的） 

vo：你伯父是干哪一行的？ 

me：做骨关节的。 

vo：你在长沙理工读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你去美国要读艺术，而不读像英美文学这样的专

业呢？ 

me：因为我喜欢画画。（事实上是因为专业也是伯父给我随便选的，他说到时候过去了可

以换） 

vo：你来北京几天了？ 

me：两天。 

vo：你去了北京的 xx 艺术馆没？ 

me：没有。 

vo：那你听说过吗？它很有名气的。 

me：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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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说抱歉不能给我签证，他说他觉得我的学习目标和动机不明确，我对这所学校和艺

术专业都不了解。给了我一封解释信，然后说我可以再申请。 

第二次拒签： 

me: Good morning! 

vo: Good morning!(还对我微笑了） 

vo: What is your purpose for the visa? 

me: I want to study for my master degree majoring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vo: Ok, Why do you choose this university? 

me: Because one of current favorite teachers was the visiting scholar of this university. He told 

me that its college of education is outstanding and has a good reputation in China.(这只是我的

第一点，我还准备了另外两点，但是见她说 OK 了，就没继续往下说。） 

vo: How many universities have you applied ? 

me: 6(然后 blabla 地说出具体是哪 6 所） 

vo：Then why you want to study this major? 

me: because this major is consistent with my career goal of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in China and 

also,the direction of my major is very specific.It is to learn how to teach those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English, so I believe studying on this major, I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teach Chinese people English. 

vo: When did you graduate? 

me: in this month. 

vo: Oh, you just graduated? 

me: Yeah. 

vo: What is your current major? 

me: English. 

......看电脑...... 

vo：You have applied before? 

me: Yeah. 

vo: applied for studying art? 

me: Yeah,I remember at that time, the vo told me my study purpose was not clear, but now,you 

know, I have a very clear study purpose, that is , to study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and come back to China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 

vo: Do you remember the college you applied last time?  

me: eh...sorry, I can't remember it. 

vo: 不记得她原话，大概意思就是好像也没关系。  

vo: Do you have any family in America? 

me: No, but I have a relative in America. 

vo: Who? 

me: My uncle. 

vo: Which state? 

me: California. 

vo: Is he an U.S citizen? 

me: yes. 

vo: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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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My mother works in a xx company and She earns about 80,000 yuan per year. My father 

works in a XX company and his annual income is about 120,000. 

然后 vo 看电脑，打字，然后若有所思，感觉犹犹豫豫，然后就把我据了。我问她原因，她

说没有确信的理由可以表明我将来会回国，然后我就说和她说下我的归国计划，但是她说决

定已做出，没有必要。 

 

 

九、拒签 

第一次拒签： 

vo:what is your school? 

我：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Vo：what your major?  

我：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Vo:what is it about ? 

我：e~~~~（由于紧张，基本没有回答出几句完整的话，估计 vo 也没有听清楚，然后我又画

蛇添足地往自己想当英语老师上面扯） 

Vo：（感觉他当时是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不清楚，然后果断把我秒了）next one! 

1000 自我总结：由于临场发挥的确失常，加上长时间没有说英语导致了舌头打结，让 vo 很

怀疑我的语言能力及学习能力。 

第二次拒签： 

我：good morning,officer! I am very glad to be here and have the second chance to apply for my 

f1 visa.Here are my explanation letter for my last failure,admission letter and scholarship 

letter.(上次失败的原因都写在解释信上) 

Vo：where did you get your bachelor degree? 

我: I got it in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This university is specialized for fostering teachers to 

be. 

Vo; so,your major is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what is it?  

我：it is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low english proficiency.using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 as well as english.This program provides courses related with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ing teaching method and behavior science for an english techer,and 

some skill in teaching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Vo; why do you choose this major? 

我：i graduated fromtheuniversity where is specialized for fostering teachers to be.I have got 

teachers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I want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in CHINA and the major will help 

me a lot.In addition, the major is design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want to be english 

teacher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So i choose this major. 

Vo:(各种点头，认可)who supports you ? 

我：my parents are my sponcors. 

VO; what do they do ? 

我： they are businessmen.they run a company in china. 

Vo:Ok,e~~~~I am so sorry i still could not give the visa 

被拒原因：首先，你根本没有必要提供什么书面解释，也不用说什么“发挥失常”，vo 会觉

得：这和发挥没关系。你就本能的“表演”就行了。不需要发挥---发挥之中有几分真实呢？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羚羊网@lystu.com

8

羚羊网 

 
分享，让教育更平等 

 
@lystu.com



其次，你没有必要非得“表现好”，你觉得是表现好的，可能恰恰 vo 觉得是“做作”，说不定

哦。他们需要的是真实的自己的展现。  

再者，vo 考察的不是你的英语能力如何高，他们考察你的赴美目的(内心的）和你口头说给

他们的（表面的)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有没有“假借留学签证，达到非法移民的目的”的的企

图。如果 你越想掩饰什么，你有这个企图的可能性就越大----明白了？ 

为什么选这个学校，你答了那么多的“因为”都是虚的，都是“臆想**主义”类的，一点意义都

没有。你为什么选这个呢？它给你的 TA？还是给你了奖学金？还是有亲友在哪个地区可以

帮助你解决住宿、吃饭就是可以节约金钱呢？总得有个理由吧？要不，你为什么不选哈佛？

而选它？来点儿实际的、可让人信服的、具体的、感性的理由吧！别把假大空说给 vo，他

们不信。 

 

 

十、第一次被拒 

LZ 背景： UWS 的 admission 无奖 major ： computer science 本科  

1000：时间：2010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 点 

为什么去美国  

USA has the most developed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 got involved with computer 

science when I was very young. The US is the birthplace of computer, so they lea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So I want to absorb more advanced knowledge in the USA. Then when I come back。 

从哪里知道这些信息  

从因特网和一些朋友 

谁是你的朋友  

（当时那个中介，个体户） 

 你的朋友是做什么的 

哦，是我妈妈的朋友 

我都没 show 我的资料，然后给我一张白纸。表示拒了。 

被拒原因：第一次“为什么去美国”的背诵式答案。 

第二次： 

我穿了 vancl 的 shirt 有一副绿色的世界地图,牛仔短裤（蓝色） 

签证过程：  

 nice shirt 那件衬衫有什么意义？ 

我想环游世界 

 递交资料 I-20 和护照  

smile 

 哦，好主意  

他转过身去整理一些文件  

 please don't hesitate ask me about anyting.  

 好的，（他笑了）。 

去美国干什么？ 

我去 pursue 我的 bachelor degree。 

然后我递交资料（成绩单，存款证明） 

这是我的成绩单  

 看完说，你的成绩很不错，我随口副了句，I'm a top student(说完后悔恨不已。。不知道为

什么冒出那一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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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你多大了， 我答到，我 17 了。 

完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 

 （高考这个词他发不准，我没听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开始紧张了） 

然后我说，I don't want to.后面还有但我忘了我说什么了（估计就是这个问题犯傻了） 

 then 

银行的存款证明 （**万） 

你知道这个学校多贵吗  

 这个问题当时有点蒙，准确的数字记不得了，结结巴巴顿了一会，说了一个大体的数字。

（他指给我看了一下） 

后来他一边在电脑写东西，一边说一些离题的问题，沉默了一会后， 

 我能得到我的签证吗 

后来我看他签白纸的时候，意识到又拒了，我说 please，don’t do that。  

我又说 please，this is my last chance。 

他跟我说，always have another chance。 

被拒原因： 

 

 

十一、拒签 

本人 女 在一个三本院校读计算机专业 学校也不太出名 作为交换生 去美国一个大学 

6 月 3 日第一次签证 8：00 沈阳  

本人 女 在一个三表院校读计算机专业 学校也不太出名 作为交换生 去美国一个大学  

第一次签证： 

面签官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没听清。然后 我啊 了一下 他就在重复了一次。 

我还是没听清。  

我就瞎说了一个。 

第二个问题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大学。 

我说我们是合作办学。毕业以后可以拿到两个毕业证。（但是估计太吵 他也没听清我说是什

么 而且本人说话声音非常小） 

第三个问题 他问我 你父母在哪个公司？（用汉语） 

我说我可以用汉语回答么？  

他说可以 没关系 

我说在**场子（其实是有限公司太紧张 说顺嘴了） 

他说 对不起 你被拒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 虽然是合作办学 但是你听不懂英语 

被拒签以后 开始 补习面签辅导  

7 月 17 日 第二次签证 

抽到的是亚裔签证官 

I:hello sir 

V: hello can you give your passport and 1-20 to me  

I:sure here you are 

V:why do you go to America. 

I:I want to go America to study as an exchange student. 

V:oh?exchange student ...你在那所学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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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ilongjiang east university。 

V：what's your major in your U.？ 

I：my major is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you got up before you come here 

I: you mean what did I do after I got up 

V:yes 

I:after I got up I went to bus stop and took bus arrived here 

V:you mean you come here by bus ...from harbin 

I: no I come here by train yesterday. 

V 看 1-20 .他发现表格上要在 herzing 学习 48 个月 

V：why your 1-20 say you will study 48month ？你在 east university 读几年了？ 

I：i am a sophomore now  

V：oh .. you are a sophomore.. 

开始打字边看 1-20 表格 

V：what kind of type is your parents company？ 

I：Thermal Meterial 

V：你父母干嘛的 

I：my mathor is an acctant my father is a sales manager 

V：sorry i cant give you visa 

i ：why？ 

V：黄条纸上有写  

V 又开始说了一大堆英文，什么 the 1-20 表格 怎么怎么的了 大致就是我英语能力不可以 下

次来怎么怎么样的。 

 

 

十二、1000 被拒 

我 2011 年大专毕业读的酒店管理，毕业后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就开始自己准备雅思考试和

申请学校，中间就这么空了两年，然后申请去读本科，工商管理 4 年。 

VO：之前的学校？ 

我：、、、学校，专业酒店管理 

VO：多大了？ 

我：24 岁。就是从这时候开始，VO 开始摇头了 V0：毕业后干什么了？  

我：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就开始准备英语考试，准备申请学校。 

VO：申请了几所学校？  

我：职申请了一所，因为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我符合其申请条件，而且有信心可以录取。 

VO：你爸妈做什么工作的？ 

我：我爸爸是销售经理，我妈妈是技术部主管。 

她边问边敲键盘，然后告诉我，今天不能给我签证，我不符合签证。 

被拒原因：1. 问及父母工作的时候，可以相应的将父母的中作证明什么的相关材料展示下，

至少问下要不要看，这就是主动的一种表现。2. 两年的空期是大问题，以前参加中介的签

证培训的时候教的最好不要有这样的空闲期，用英语学习，考试，专业学习，实习工作等东

西填满它，简历里要写上。签证官一看，24 岁了，没工作，还两年待业，突然要去美国上

学，不是肯定觉得特别像要去打黑工的么。再加上只说一所学校更有问题，会让签证官觉得

就去这么一个地方是有特殊目的的，因为美国差不多的学校多了去了，大部分人都会申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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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校。 

 

 

十三、广州拒签 

本人 2011 年高中毕业，男生，毕业后复读了一年，然后考到的学院不理想，打算出国进修

marketing 专业 商科，已经申请两所社区学院 FOOTHILL 和 DVC 两所高校都录取了我。有餐

厅工作经验，雅思成绩 6.0，我中介教我不要暴露复读，于是开了工作证明，证明我高中毕

业后在餐厅从事市场运营主管助理两年，视为 gap year。 

VO: How many schools do u want to go? 

ME: 2…….. 

VO: What degree now? 

M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in 2011. 

VO: What are u doing now? 

ME: Working in restaurant. Because lack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 want to go to abroad. 

VO: Sorry. U are refused. 

拒签原因：没有向面签官解释清楚 Gap Year 的原因。 

 

 

十四、GZ F1 1000（11.19）被拒 

本人申请本科， 07 年 6 月毕业，这一年考了 T，口语是还不错的。然后我是福建的。 

ME good morning, I am here for my international student visa. 

VO hi 

ME these are my papers.（我很紧张，但是在微笑）  

VO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want to attend?  

ME xx university 

VO why you choose this?  

ME It offers becholar's degree program in advertising...还想继续说，可是被打断  

VO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major 

ME It is the action of calling something tothe attetion of the public especially by paid 

announcement. It i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at typically persuade potential customers to 

purchase. 

VO what difference in adverstising between china and us. 

ME I am sorry? 

VO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他在打字，按手印，SORRY, 给了我一张白纸。。拒签 

被拒原因：后来我觉得是因为我没能回答上问题，他说我有移民倾向，的确，不知道为什么

要去学，当然有移民倾向。。。说真的，我觉得我准备地挺好了，但是我第一次没有明白，为

什么他问我这个问题，目的是什么，接下来他会想了解什么，了解的目的又会是什么。。。 我

在思考，然后准备了回答。。之后有很多延伸，最后，事实上，有很多问题，可以用同样的

思路回答。 

比如，你参加高考了吗？ 事实上，VO 并不想知道你是否参加了...参加了也好，不参加也好。。。

只要告诉他，你的理由就好了。。。VO 想知道的其实是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如果你是去读书，

就也许会想知道说，你学的东西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你非要去美国学吗？对于之后回国有

什么帮助？还是你就是想要留在美国找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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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20116.8 北京 F1 签证 1000 被拒 

进入之后的一系列我就不说了，不是重点，终于 2 点左右，我见到了签证官。我是我这一组

的第二号。我前面的是拿着 B 类签证的男生，听他说应该是因公出国，但是被拒了。我注意

到签证官是个亚裔，男士。因为我之前的两个人都是用中文的，所以我注意到他的中文也说

得相当好。 

于是我的面试开始了，我先用英文问：我需要用英文讲吗？  

签：是的，English。 

（提交给他 ds160,录取书，I20，SEVIS FEE 凭证，study plan，resume）我：我申请的是 F1，

在芝加哥，IL。  

签：读的什么专业？ 

我：Computer Science。 

签：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我：我本科就读的是这个，我想继续发展，对这方面也比较有兴趣。 

签：你有参加过 GRE 考试吗？ 

我：是的，参加过。 

签：多少分？ 

我：1250。 

签：（这句话比较重要，也让我觉得有点困惑）Do you have specific interest in Computer?  

我：Yes,I am interested in Computer Science. 

这个时候有点突发状况，有人找签证官，于是他关麦离座离开了大概 2 分钟，我就那么等着。 

 其间我对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很困惑，问我 interest 就算了，怎么还加个 specific？ （回来之

后签证官突然改成了中文，又让我困惑了一次） 

 签：你有考过别的什么资格考试吗？ 

 我：是的，TOFEL，IBT。（没说分数） 

 签：你有收到过别的学校的 AD 吗？ 

 我：有的，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但是他们给的是条件录取，所以我就给拒了。然后就

是：sorry,you can not pass in this situation。然后给了我一张纸，在上面列出了拒签原因，其

中“缺乏约束力”被划上了勾。（我记得意思是你缺乏足够的证明你在除了美国的别国有足够

的经济，家庭...约束力以证明以会在美国做短暂停留后回国）  

然后我就很郁闷地出去了。。。 

刚完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冤，签证官其间没有要我任何的资料。 

后来静下心来想想，我觉得  

1。自己应该在签证官问考试的时候就主动出示 score report 才对。  

2。路易斯安娜的那个学校其实排名比我现在的学校高，但是我却拒了，是否让签证官觉得

我想出国的欲望很强烈？  

3。中途签证官突然变成中文也是只是想考察一下我？我是不是应该接着继续说英文而不是

英文？ 

 4。自身准备很不充分，study plan 我是前晚才赶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本来

就差不多按照学校的安排按部就班呗，只不过后期会细分专业。 

 5。resume 也是把以前申学校的拿出来稍微改了一下就用了，简单写了一下学习经历，别

的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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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2011420 被拒 

4 月 20 号上午 10 点 15 进入大厅。。。。。。前面还都顺利  

我在读初三，英文基础较差，原本父母让我用中文，可是一个组的 F1 姐姐总说不能用中文，

只好硬着头皮说英文。 

打招呼之后 

VO：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我:（出示照片）这个学校很漂亮很大，我很喜欢，还没来及说别的就下一个问题了 

VO：去过美国吗？ 

我：no 

VO：去过国外吗？ 

我：no 

VO：你在国内旅游过吗？到过哪里？ 

我：是的，上海、云南、西藏。。。。 

VO：你怎么知道这个学校的？ 

我：我大伯给我介绍的 

然后就拒了 

被拒原因：口语什么的都不说，我觉得学校是个大问题，你是去那个学校读书啊，你去读书

你什么都不了解，那你去读什么，签证官一下子就怀疑你了，大和漂亮都不是理由，你应该

说这个学校有你喜欢的专业，然后在这个方面的研究都比较强，起码也是你心目中标准的，

你还可以举点例子，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学校。。知道我下飞机后海关问的第一个问题吗，他

就是问我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 

 

 

十七、201010.25 北京 1000 被拒 

12 点半不到进去。3 点 10 分才排到。 me: good afternoon sir. 

vo:你好(中文)。 你去美国干什么。 

me：去读书。会计专业（我也说中文了） 

vo：你的学习计划是什么。 

me：给他我写的学习计划。  

vo：（看了看） 你已经大学毕业了？（语气有点诧异似的，估计是这个出问题了。 我是国

内大专毕业的。由于不读本来专业 所以要重新读 4 年大学） 

me：是的。  

vo：美国学多少年 

me:5 年。 读半年语言学校。然后去 college 读专业 完成学业转学去 uni。 

vo：（写一些东西。 打字）  

白条。。对不起 我不能给你签证。。 

me: 能跟我说一下原因么  

vo：白纸上有 

被拒原因：您没有足够的证明说明您在美国之外的一个国家具有很强的家庭、社会，或者 经

济的约束力，而这些约束力将迫使你在美国作短暂停留后离开美国。 

第二条是： 您没有能够使签证官员相信，您符合您所申请的签证类型的标准，或者将会遵

守此类签证对申请人的具体要求。 

第一：你要去读 5 年，好久，而且你还没有语言成绩，会觉得你是去混日子或者目的不在学

习，毕竟你已经毕业了一个大学，还要去美国重新读。。。有点觉得你是要去赚钱呢。。。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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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下次记得说是 universty ，别说 college，会以为是社区大学或者学院 

 

 

十八、广州 1000 杯具啊！ 

直接过程了！ 

VO：你好！ 

我：下午好！（我的是英文，VO 中英混合）  

VO：你在美国有亲戚吗？ 

我：没。 

vo：你为什么去美国？  

我：为了学习。 

VO：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工商管理。 

VO：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我：因为我父亲做生意。我将来可以帮助他。  

VO：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balabala  

VO 又问了我 是什么 

我说 茶叶。 

然后对着电脑 过了大概 30 秒  

然后用中文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 

被拒原因：没有提供家人的工作证明；学习目的应该更明确。 

 

 

十九、1000BJ 被拒 2000CD 

本人今年大四在读，由于大四没有任何课程，大学的课程已经在大三都全部修完，所以我想

利用大四这一年的时间去美国学习语言考托福，明年 6 月回来拿毕业证在申请研究生！语言

学习时间是今年 9 月到明年 6 月！ 

签证官问我去美国学习多久？为什么去美国学习语言而不在中国！我说我准备学 9 个月英语，

然后回过领取我的大学毕业证，拿到我的毕业证后在申请研究生！接着就把我拒了！ 

被拒原因：个人感觉 你的这个情况的确有点不好签 只是去读语言 然后回来拿毕业证 再去

申请研究生 太绕了 别说 VO 我都想问问 难道语言在国内学不了吗 为什么不在国内这段

时间内把语言学了 把学校申请了 明年拿到毕业证直接去读研呢 没有毕业证 可以让学校

开证明啊 也是可以申请学校的 申请明年入学的呗 而且国内有许多好的语言培训机构 还

有 你的专业是篮球 那你出国能读什么研究生呢？ 有篮球专业吗？这个不是太清楚 

你就说：学完语言争取到 xx 大学学体育管理。因为你是篮球体育专业的，想学习美国 NBA

的管理、学体育经纪......回来在国内体育经纪领域工作。 

二十、拒签过程 

女，25 岁（不知道算不算大龄），本科毕业（本科是自考），我属于专升本，专科毕业后就

考了一个自考本科，今年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除了学历这点有点和别人不同其他材料都没

什么问题。哦，最重要的硬伤英语极差，基本属于不会说，但是考了雅思但成绩不高。申请

的双录取 MBA 专业，学校排名 200 左右。 

VO：**********（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开始啦，我没听清） 

ME：不好意思，我今天感冒了，没有听清，能用中文吗（我竟然说中文啦，我确实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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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退烧，脑袋昏昏沉沉的） 

VO：去哪个学校（中文） 

ME：XXXX（英文） 

VO：申请了几个学校（英文） 

ME：two 

VO：另一个是哪（中文） 

ME：XXXX（英文） 

VO：哪毕业的 college diploma（英文） 

ME：XXXX University（英文）我说的专科学校，我哭 

VO：XXXX University (英文) 

ME：yes 

VO：什么时候毕业的（中文） 

ME：2008 年 

VO 开始打字，我感觉到好像我说专科学校她没明白，因为她重复问我了一次 

ME：我在 XXXX 大学读的专科，毕业之后在 XXXX 大学继续学习取得了学士学位。（中文） 

VO 没有理我，我问她用不用看一下我的学位证书或者别的，她仍然没有理我。 

不到 10 秒她抬起头，拿了一个粉单，我已经知道我被拒啦，她把东西还给了我 

第二次： 

VO：去美国干嘛（英文） 

ME：xxxxxxxxxxxxxxxxx（英文）  

VO：***********（没有听清，感觉是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ME：XXXXXXX（中文，我又说中文啦，而且答完之后就知道自己感觉错了） 

VO：申请了几个学校（中文） 

ME：two XXXX university（英文）  

VO：录取你了吗（英文，又没听清，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ME：NO  

VO：哪毕业的（英文） 

ME：XXXXXXXXXXX(英文，我在 XXX 取得了学士学位，我在 XXXX 取得了专科文凭，因为一签

的时候自己听错了，所以只说本科学校怕 VO 怀疑我和上回说的不一致，所以就都说啦) 

VO：成绩单 

我把专科和本科的成绩单都给了 VO 

VO 并没有看我的本科成绩单，指着我专科的成绩单：毕业设计那科 

ME：xxxxxxx（中文，我把毕业设计名称告诉了 VO） 

然后 VO 开始打字，我问 VO 要不要看我的雅思成绩，她说不用啦，她还在打字，我就没在

吱声啦，她喝了一口水，停顿了一会又敲了一会的电脑，我又看见了白色的单子，拿着退回

来的护照 I-20 我对 VO 笑着说了句 THANK YOU 

被拒原因：听清楚 VO 问的是什么，答的慢点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听清楚再回答，不要回答

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VO 会怀疑你能否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你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的确

非常需要提高，多听听，多练练，如果有条件找老外聊聊天，消除紧张感。 

 

 

二十一、20108.3 BJ 1000 被拒 

语言中心的 I-20 和 AD, 以下提问回答都是英文 

VO: 去美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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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I am going to study my master degree in ecomomics. 

VO: 哪个学校？ 

ME：XXX 大学 

VO: 为什么选择这个大学？ 

ME：这个学校的商科非常出名，而且 XXX 作为美国的大城市，这个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并

不像其他学校昂贵。并且这个学校具有很好的地理位置。  

VO: 以前去过美国没有？ 

ME：没有，这是第一次。 

VO: 申请了几所学校？ 

ME：就这个一所。我只知道这所学校的商科比较出名。我是通过新华网的一条新闻知道这

所学校的。 

VO: 你有硕士学位吗？ 

ME：是的，我有（我把硕士听成了学士，所以我回答有） 

VO: 那（美国）这个是你的第二个硕士？ 

ME：NO,NO,NO 我在国内有学士学位，没有硕士学位。（我意识到自己刚才听错了） 

VO: 什么时候毕业的？ 

ME：2004 年 

VO: 毕业后都做了什么？ 

ME：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第一个工作单位是 XXXXX 公司。目前在 XXXX 工作，担任采购，发

现这个工作与经济学有很大的关系，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把工作做好，并且得到晋升

的机会。  

VO: 你怎么支付你的学费 （当时没听清楚）VO 又问了句：谁是你的资助人？ 

ME：MY UNCLE，他在美国工作，他将支付我的学习费用 

VO：你结婚了没有？  

ME：结了，你要看我的结婚证吗？（VO 示意不看） 

VO：你老婆会和你一起去美国吗？  

ME：NO， 我想最好是确保我在美国学习期间一切都妥当稳定了，她有可能在过去和我一

起。 

VO：有没有小孩？  

ME：没有，我们才结婚一年，我打算从美国毕业回来后再考虑这件事情。  

VO:你考托福了吗？ 

ME : 没有 

VO： 你有 GRE?? 

ME: 没有，我没有语言成绩。学校将先安排我在这个大学的语言中心读语言，读完语言后，

再进入硕士专业学习。我的录取通知是有条件录取的， 

停止提问，一直往电脑里打字。打完字后，  

VO: 对不起，不能给你签证  

被拒原因：1.只申请了一所学校 

2.uncle 在美国并支付学费 

3.没有小孩 

4 没有托福  

5 没有 GRE" 

6 我想最好是确保我在美国学习期间一切都妥当稳定了，她有可能在过去和我一起 

这全都有问题，一不可能只申请一家学校就录取了，加上你上研以上也要考托福跟 G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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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好不要提亲人在美国，你说亲人在美国，他帮你交所有费用，美国人心里不会有这种

事，因为全 AA 他为什么要帮你这样做呢？ 你给 VO 感觉根本不是去上学，是移民办身份，

当然这是后话，你要让他相信你真的只去上学，还是上完学就回来中国发展的感觉！这是重

点！ 

 

 

二十二、20107.28 广州 1000 杯具 

本人 6 月份刚高中毕业，申请到 MC 这边读本科大众传媒，英语一般，无托福雅思成绩 （学

校本身并没有要求这个成绩,可以入学之后参加入学英语考试即可）。家里条件还不错，父母

正规工作，父亲公司经理，母亲工程师，存款收入 60 万以上，都符合规格，很无奈居然给

VO 问了三个问题就拒了 

VO：Good Afternoon 

S:Good afternoon 

VO:Why do you choose to go to this college? 

S:说什么美国教育一流啊，到美国留学是一直得愿望啊（个人感觉回答得不是很好，问题居

然是一个英语教授教的答案，无语 Ing） 

VO：What do your parents do? 

S:父亲是 assistant manager,做。。。。母亲是 engineer,做。。。 

VO:Did you go to other place before? 

S:出国旅游过，新马泰。 

VO:I am sorry I can't issue you the visa。 

被拒原因：可以把去美国学校的原因总结清楚，阐述自己的学习能力，以及自己的回国计划，

最后是财产来源的说明，按照这个顺序自己有条理的将给 VO 听，其间不断给 VO 相应的材

料，让 VO 没有问你问题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 

 

 

二十三、2010712 拒签 

去见 vo, 是个女的, 她看了很长时间,我的资料,有 160 跟 i-20, 然后问我怎么还没毕业。 

 我说我是在读生 [在读高二年]  

她说 你已经 19 岁了  

我说 我一年级在老家读过一次,后来搬到城市,又读了一次一年级.[就是我一年级读了两次,

导致我比我的同学大了一岁]  

她打键盘,然后问我有去过美国不?  

我说没有. 

 她说从来没有? 手就伸向了白条. 

我就这样被拒了.我当时呆住了. 

被拒原因：你的名字是否是那种很容易重名的呢？你是否有过拒签的历史呢？你的家人是否

有移民的呢？ 

 

 

二十四、6 年前被拒，6 年后又被拒签 

本人国内大专毕业，6 年前申请去美国社区大学读书，被拒签。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去了日本，

读语言，硕士预科，然后读了一个教育硕士，去年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了一年后，又萌发

了去美国读 MBA 的念头，于是花费了半年的时间去申请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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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一个年轻的女签证官。  

VO： 你要去什莫学校读书？ 

me xxxx 

VO； 你工作了吗？ 

me 我在日本工作了一年 

VO； 你之前也工作过吗？ 

me 我在日本呆了六年，前五年都在读书，去年毕业工作了 

VO； 你有硕士学位？ 

me 是的 

VO； 你是什莫 college 毕业的？ 

me（我当时就蒙，这个 college 是不是说得我的那个大专学校？我不确定，我就直接问她）

你说得是在日本的大学还是中国的？ 

VO； ……—*（* （我不知道她说了些什莫） 

me 我在日本 xxx 大学毕业，中国 xxxx 学校毕业 

VO；你有 bachelor degree 吗？  

me；我有 3 年的********，之后去日本学了 2 年的 pre-master course and then studyanother 

2yrs master course 

然后她就说对不起，把我拒了。 

被拒原因：你申请美国的 MBA 的时候，你考 GRE 了吗？这个成绩如果有，下次一定要给他

们出示----这就证明你有本科水平可以上 MS 的学业。什莫 college 毕业的？我觉得你回答的

不够好而且国外的工作经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已经有一个 master 

degree 了,而且也是一个国外的,为什么还要再去美国拿一个 master degree,我有英国的了,现

在也在烦恼这个问题中,我阿姨在美国 N 年了,她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想个圆端的

回答,尽量考虑两个 master 的专业方向不同这么来回答吧。 

 

二十五、1000 BJ 被拒签 

本人今年硕士毕业，然后在美国也申请的硕士，但是专业不一样。以前是做自动控制的，现

在去学计算机。 

vo：为什么要再读一个硕士？ 

我：因为我喜欢做软件，我以前的研究是自动控制，但是我的兴趣在软件，想当软件工程师。 

 vo：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软件的呢？ 

我：做研究的时候，做了一些软件，帮我解决一下问题，所以发现真的喜欢做 software 

vo：你毕业之后找工作了吗？（这个问题我开始没听清，以为他问我毕业之后会不会找工作。

后来又问了一次，才听懂） 

我：没有找，因为学校已经录取我了。  

 vo：你的学位是 enginnering 吗？ 

 我：是的 

被拒原因：问你问题时，为什么不顺势递上你的相关材料呢？比如说，你的“研究”课题，你

的毕业证、成绩单（问学位的时候），不够主动。 

 

 

二十六、F1 1000 被拒 

本人：F1 student visa 目的:XXXXXX(Grade 10)年龄:16 

Me:(走进窗口，放上一个文件夹。递上该递的)Good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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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Good Afternoon.How are you? 

Me:Thanks.Fine 

VO:So,you go to America for high school.Have you ever benn to America? 

Me:(摇头)No. 

VO:Let me see your offer. 

Me:(嘴里小声重复，翻文件夹。递上)Offer.  

VO:Where is it?（没听清。盯着他，露出疑惑的表情） 

Where? 

Me:In Florida.  

VO:Florida.  

What's your grade now? 

Me:Grade 10. 

VO:Wha'ts your school now? 

Me:XXXX. 

VO:What?  

Me:XXXX in Shenzhen.  

VO:You live in Shenzhen?  

Me:Yes. 

VO:Do you get an ID Card?  

Me:No.I don't. bring..... 

VO(接过来):don't bring it?  

Me:Yea... 

VO(退回 I20、offer.此时我在随意翻文件夹。水果？VO 狂敲键盘)I can't give visa to you this 

time.You can read reasons in this paper. 

被拒原因：其实从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你是个容易交流的人，一个敢于面对生人的人，一

个性格开放的人。照理你应该容易得到 vo 的信任，但是你却没有让 vo 信任你，以至于要看

你的身份证来验证你是否是居住在深圳。为什么呢？ 

10 年级就是高一，高一的孩子应该不要太潮，否则容易被怀疑不是去求学习而是去求“居住” 

 

 

二十七、北京 6.22F11000 被拒 

本人 06 年大专毕业工作 4 年，转了 98 个学分到 CSU 继续读大四，一年半后拿本科学位。

专业市场，大专专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 

VO：这个学校的在。。。市？ 

我：No，他在 XX 市  

VO：你现在是学生吗？ 

我：不是，我毕业于 XX，目前在工作，我是转学生，转了 98 个学分到 CSU，我再修 30 个

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VO：你为什么要转学分去美国？ 

我：因为我是 3 年大专毕业的，我几年我发现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受阻，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

我无法再往高处发展，所以我需要去美国深入的学习一下，拿到本科学位后我确定我可以在

中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前景。 

VO：你年薪多少？ 

我：4-5 万每年（我没敢多说，我在北京啊，4-5 万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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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 am sorry i can not give you the VISA,I am sure you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in China。 

我：为什么拒我？  

VO:sorry，thanks for your applying.(然后拿出一张纸，在移民倾向上打勾给我了) 

被拒原因：感觉专业本身就有比较强的移民倾向性,而你说明理由的时候一味的说去美国才

能达到你的职业目标,但这个理由似乎很 weak,难道你在中国或其他国家读书拿本科学位就

不能么,为什么偏偏要去美国才能实现呢?什么原因或客观因素迫使你"只能"去美国读这个学

位才能实现你在国内的职业目标呢? 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拿学位，中国的大学也可

以啊？ 另外是不是资金方面有问题，没有奖学金吧？年薪 4-5 万不够支付相关费用吧。 

 

 

二十八、2010621 拒签 

VO 问我 你有亲戚在美国嘛  

没有  

那你父母有申请移民吗 

有 

他们为什么要申请移民 

因为工作和喜欢那的环境、、（我也不知道就瞎说的） 

那你也会和他们一起移民吧 

这个很难预测 爸爸的公司还在中国我毕业以后还要回来接管公司。。 

@#￥%……&*扯了一堆  

那你爸爸过去干什么 

这个不太清楚  

你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不然我是不会给你 VISA 的  

恩。。 

我又重新讲了一遍。。。  

VO：你需要你爸妈写一份申请移民的原因。下次来的时候给我。 

 

 

二十九、2010610 拒签 

由于我是 30 岁去读本科，所以他首先在学术方面问了不少，然后就是工作经历，这些我回

答得也行，他没表示啥异议。问题就出在最后的财产环节，他看了我的银行存款和股票，没

说什么，然后就问我的年收入, 我犯了个混，说是年收入 1 万 2, 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12 万！ 

被拒原因：大龄女青年，有移民倾向 

三十、各位请帮忙分析为什么 F1 签证被拒 

昨天签证被拒，一共已经签证两次。先说一下我的情况。  

东北大学 5 月 10 日入学。各种资料齐全，资金证明 80 万，房产证等。 

第一次签证对话如下 

签证官：要去什么学校 

我：东北大学 

签证官：知道学校在哪里吗  

我：波士顿  

签证官：（拿起我老公的收入证明，证明上我老公年收入 11 万）你老公的工资好像不够你上

学？  

我：（拿出存单）不仅我老公供我，我还有存款（忘了说总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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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官：为什么从华为换工作到铁路局（我在华为工作过，然后回到铁路局吃铁饭碗）  

我：（有点懵）因为我更喜欢铁路局的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有点儿假） 

签证官：对不起 

  

第二次签证对话如下： 

签证官：你上班了吗？ 

我：上了 

签证官：你多大了 

我：２８  

签证官：你是不是在华为工作过 

我：是  

签证官：为什么换工作到铁路局 

我：因为铁路局是国有企业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更适合女孩子工作（这是专门准备过的答案） 

签证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华为和铁路局性质有什么区别（这时他开始用汉语，我也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我：铁路局是国有企业，华为是私营企业 

签证官：为什么你老公不和你一起去？  

我：因为他有很好的工作，不愿意丢。而且我去读书的费用是我老公提供 

签证官：对不起。 

被拒原因：从华为跳到铁路局仅用混个“铁饭碗”的解释给 VO 的感觉你是在混日子，没有上

进心。与美国学校培养学生应具有领导才能、具有挑战性、具有侵略性的要求不符 

 

 

三十一、09820 福清人，作假，调查 5 个月，被拒签 

福清人，09 年 8 月 20 号，阿肯色州立大学 mba 

去签，当场签证官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留下我的身份证和护照说要调查。 1 月 10 号拒签，

经历漫长的 5 个月的  

等待，期间电话，传真催进度无数。拿到拒签信一看，前后套话，中间一段 ：“你在面谈时

和面谈后，均未能证明你在美国境外有牢固的约束力，也未能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材料。。。。。。。

一般来讲，只有当你的目前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只有你面谈时出示真实的信息 和材

料，你才应该考虑重新申请。”  

我是中介全包的，公司方面由于调查时说错了，使馆打了 2 次电话，产生怀疑，之后就拖了

5 个月时间。现在拒签信这么写，是否已经查出我做假材料了，我去再签还有没有希望，请

大家告知谢谢。原来没有雅思，现在考了 5.5 分。学期可以缩短一点。 

 

 

三十二、被拒 

我是转学的，学会计，vo 有两个问题，我答得不好。特拿来求助一下：  

1.她问我会读几年，我说三年吧，然后她说你怎么知道三年读的完，我说在中国有一年的学

习了。  

2，然后问我转学分的事，说老实话，美国大学那边也没给我明说在中国的学分可以抵多少，

我就只又说不清楚，要到美国向他们询问~ 

被拒原因：原因回答模糊，不能让 VO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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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20086。25 BJ1000 被拒，本科转专业，ESL 和 UNIVERSITY 有条件录取 

本人国内一本的大一在读生，读工商管理，今年决定留学去美国读本科，专业 是生物，已

经拿到了亚利桑那大学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和 CESL 的通知书，雅思成绩今年 5 月考的 5.5，

没参加托福和 SAT。还有我的 I-20 上显示的是我被压力桑拿大学的 CESL 录取，但是在通知

书上也和 I20 的 REMAK 上显示我也被 conditional 录取了。 

以下是签证过程。我的 VO 是 8 号窗口的那个很黑很胖的女亚裔。感觉很不幸。 

 

  

一上来问好，之后问我去美国干什么。 

我说去美国在亚利桑那大学学生物，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还没拿，她就问别的了。 

好像是问我时--大学的学生，我说是，我是个 freshman. 

下一个问题就时为什么转学还是转专业。我的回答很流利，还没说完就被抢话问下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就出现情况了，她问我参加过雅思和托福吗。 

我说我有雅思 5.5,还给她 IELTS 成绩单 

VO：什么时候考的 

ME:今年 5 月.  

 这时她找我要录取通知书。我给她了 

VO：你会再考一次雅思吗？ 

我觉得好奇怪的问题啊。我说也许我会，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考的更高

到 6.5。 

其实时这样我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你要雅思 6.5 或者 IBT61 或者你在 CESL 拿到 70 分就可

以被录取了。所以我说我也许会再考。  

VO：你会考托福吗？ 

ME：不会。 

VO:WHY>  

ME:我说我已经准备雅思了。 

之后他又问我要学什么课，我听成毕业之后干什么，刚答一会他又重问，听懂之后我说了要

学什么什么课。她接着问要在 US 学多久英语，我以为是要学多久，我答了个 4 年，她又重

新问了一遍，我说 2 个月，因为我的 I20 上的 ESL 就是 2 个月的课程，同时补充到 after I finish 

this couse,i will be immediately addmited to the university  

VO 问，你看这份通知书了吗，我说我看了。然后 VO 说，it is not immediate, 

我就觉得情况不妙，我又重复在我 FINISH 这个 ESL 课之后我会被立刻录取的，她就说有条件

录取不是这个意思。我无语。之后给我白条，被拒了。 

 后来我和中介说了我的情况，他们说我没有解释清楚 ESL，因为上面写我要雅思 6.5 或者

ESL 读个 70 分才可以，而我说  

after I finish this couse,i will be immediately addmited to the university.VO 就抓住把柄说不是

立刻被录取不是 IMMEDIATE，她也许想说我必须达标才可以，我认为 finish 就是达标的意思，

之后我门就发生了争执。 

被拒原因：IMMEDIATE 这个是个问题. 她已经强调她觉得你说的有问题了.你要马上修改,作

出解释.她可能以为你没好好看录取,而且之前问题回答不清,肯定让她对你的语言能力产生

怀疑了.下次准备完善点应该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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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F2 2000 沈阳被拒 

开学上大四，与老公相爱快四年了，今年 6 月 29 日登记，婚纱照和婚宴照都有。老公在美

国两年半了，今年他刚够年龄登记。我们是高中同学。 

VO：你会说英语吗 

me：会，但说的不好 

VO：（皱眉）你不是学。。。 

me：我是学日语的 

VO：你老公叫什么名字  

me：。。。 

VO：你是本科生么？  

me：我是本科在读（我本人认为我这句话是被拒的原因） 

VO:那你怎么和你老公住在一起? 

me:我现在放假了啊，而且我的学校就在当地啊。  

VO:那你学校要怎么办？ 

me：我都修完了，这段时间就剩实习和论文了 

VO:她似乎是不明白，就找来个中国人帮我翻译， 

me：我就重复了刚才的话，可是她就打断我，我说实习，她就问，在美国，我说不是 

总之就是很混乱  

一会，中国人走了后， 

VO：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me：6 月 29（我也没有给她看我们的结婚证） 

VO：对不起，你不具备去美国的资格 

me：为什么，为什么不具备？  

VO:我已经决定了（转身就走了，没有给是我任何说话的机会） 

我就哭丧着脸出来了，看见老公那期待的表情，我足足哭了一下午，于是我们马上决定 20

号再签，因为老公 22 号就要走了，本来以为签好了和他一起走的，可惜。。。  

 

 

我简单总结了一下，整理了一下心情就去了。 

 

这次是下午一点，但是上午的情形感觉不是很好，可是那我也得上，起码让老公放心啊！  

这次我遇到了小黑，就剩他和小美女两个人了。 

小黑的态度真的是没的说，但是他还是没有让我过。 

黑：you want to study in America? 

我：下午好 

黑：Your husband is in America?  

我：嗯 

黑：你要签 F2？ 

我：是的 

黑：他在美国干什么  

我:他是美国的留学生 

黑：你毕业了么？ 

我：没有 

黑：那学校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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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课程都修完了，明年 5.6 月回来毕业就可以了，而且要考的证我也考了，这有证和

成绩单要看么？ 

黑：（摇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我们 6 月 29 号登记的，7 月 7 号结婚的，这是我们的结婚证和公证书，要看么 

黑：（看了下，敲电脑）你有他的 I20 么 

我：有，（递过去）我们还有婚纱照和婚宴照你要看么 

黑：（摇头),等下，又问了一遍什么时候结婚的，还补充了句，今年么  

我：是的 

黑：他现在几年级 

我：大二 

黑：他在美国呆了多久 

我：2 年半 

黑：他呆了哪三所学校 

我：blabla  

黑：为什么呆了三所 

我：blabla（还好去年老公回来时我帮他准备签证时准备过这个问题） 

我以为这次没问题了 

黑：不停地敲电脑，把东西退给我，笑着说对不起，我还是不能给你签，你不具备去美国的

资格 

我是真的生气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于是，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那我怎么样才能有资格啊？他就把那封 214 给我，我就说，

不用了，我已经有一封了，我就想知道理由，我还需要准备什么，我不想和我老公分开了，

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然后就说他很忙，这次面谈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可以下次再去，我就

说，你也不说原因，下次还不是一样么？他就又把信递给我了，说，下一个已经来了，你再

不走我就叫保安了，我就说，你起码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不是讲究人权么?然后我就被保安

带走了。 

被拒原因：这两次被拒签可能和你老公年龄太小有关系吧，你说你老公去美国 2 年半了，现

在读大二，那么他自然会分析他走的时候你们才高中吧。这样也许会对你们婚姻的真实性产

生怀疑。我想你几次签证时间也距离有些近，如果材料上没有新的突破，加上你的自身状态

没有新变化的话，再签还是一样啊。我觉得第一次你找其他人来翻译挺不明智的，虽然你是

学日语的，但至少简单交流几句应该没问题吧，讲的不好不要紧，至少能和签证官直接交流。

如果你坚持去签第三次，你可以找个明白人为你培训一下签证过程，在回答问题上要掌握主

动和把握技巧呀，你前两次都太诚实了，而且不懂得回答的艺术。下次穿漂亮些，自信些，

主动点，脸上保持微笑。 

 

 

三十五、1000 被拒 

本人本科毕业，工作了三年，去美国的一所一般的学校申请的 MBA，要先读语言。本科是

国际贸易加英语。 

vo 问的以下问题：  

vo：Which nui.will you go ? 

me: ***  

vo: how long will stay in US？ 

ME : About two and half years ,the first half year I will take the language program and th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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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years I will take the MBA program . 

VO：Who support your study?  

me: My patents . 

VO :What do your parents do ?  

me : They are all doctors . 

Vo : where do they work ? 

me : My mother work in the hospital ,and my father work in the school .  

VO ; 他们具体是做什么的？（我忘了怎么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ME：大概解释了一下，然后 VO 要了我父母的收入证明。我问她要不要医师证明，她不要。 

VO：What have you done after gratuated ? 

me : In **** .... 

VO ;具体是做什么的？ 

me: 我解释了，VO 没明白，就让我用中文，我就用中文说了，这时，她又要了我的工作证

明等等。在上面写写画画了一会，就说 SORRY 了，我问起原因，她就发了一张拒签函给我！ 

被拒原因：拒签并不是因为口语不好，可能正式因为你很流利的英文坏事了，读语言说英语

还这么好啊？而且还是有过工作经验的人，申请的 MBA 玄，给人感觉有移民倾向 

 

 

三十六、2009⒏月⒈⒊在次被拒 

打招呼、因为我是下午、我居然说 Good morning Sir。 我狂晕、当时自己都没反映过

来。。。  

小黑一看我说错了、他就说了一句很长的英语、应该是说现在不是早上已经是下午了、 

Me; oh I'm sorry(下面用中文了) 

Vo: 你打算去美国么 

Me: yes 

Vo: 你将在美国学习什么 

Me: 我将要在美国学习高中课程 

Vo: 你的学习计划是什么 

Me: bla bla bla 详细的介绍了一遍、 

 Vo: 一句很长的英语。。。。。。 

Me: 没慌、站在那冲他笑、我说你能用中文、问我么。 

Vo: 没理会我、又拿英语问了一遍、  

Me: 我坚持又问了一遍,你可以用中文问我么(很显然这句英语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他没

有 

Vo: 沉默、打电脑。。。。。。。。。过了一会 

 Vo: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Me: 我的父亲是 XX 的厂长、妈妈是 XX 的娱乐经理、 

Vo:OK、同时要拿拒签信。。。。 

 Me: 一看情况不好 NO NO NO sorry sir 直接上中文、我说我能用中文表达一下我的想法么。 

Vo: 可以你说吧、  

Me:要知道从第一次拒签到现在已经过了 5 6 天的时间了、这 5 6 天我在家等的很焦急、

因为我的开学日期已经延期了、我很着急也很期盼这次的签证成功、我很想去美国学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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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有吸引我的先进科技。。。。。现在机会就在你手里/希望你给我这次学习的机会 

Vo:中文说的/我也知道你很想去美国、但是根据美国的条例我不能给你签证、 

Me:真的不可以给个机会么、 

Vo:不可以、我不能随便的给你签证、你还很年轻还有机会、小黑耐心的说 

Me:还在努力、oh 我真的很想到美国学习、你知道如果这次签证不成功事情会发生很多改变

的、也许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去美国了、（这时我身后已经有人等着了 

Vo:我了解、但是这个签证真的不可以随便给你、这时指着我的 I—20 说、根据你的 I—20 对

你个人的介绍、和这次的面谈、所以我不能给你签证。 

Vo: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了 

Me:I Konw 见以无力回天、不在纠缠、Thank you very much sir 

被拒原因：口语太差。与 I20 表不符。 

 

 

三十七、2009⒎月⒉⒎日、沈阳 1000 失败告终。 

今年 5 月份我在一家中介的帮助下申请了美国的 High school programs.本人没有语言成绩、

年龄 17。 

ME：Good morning Madame 

 VO：Good morning 

VO：Are you going toenter USA? 

ME：Yes 

VO：Ok,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 study in? 

ME：I will study high school programs in XXXXX  

VO：Ok,XXXXXXXXXXXXXXXX(很长的一句话说的很快,由于我很紧张一个单词也没听懂)  

ME：Pardon? (整个人僵在那里、太紧张了。) 

VO：XXXXXXXXXXXXXX（又没听懂。） 

 ME：呆。。。。  

VO：Ok, What courses will you study in your major? 

ME：I Will study high school programs. 

VO：打字、然后拿笔在我的 I-20 上划了什么。直接护照丢出来。一点机会都没给我。 

拒签原因：问题出现在你不能够和她流利交谈上。你回答的答案和她所问的问题不能相互匹

配，就是所答非所问。这样的话，假如你的材料不出众，本身她就很犹豫是否给你签证，如

果你在语言上又不能和她良性沟通。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和一个听不懂你说话的人交谈，

你是不是也很苦恼？金发美女喜欢刁难语言问题，所以既然你没有语言成绩，就一定尽力做

到能听懂她说啥。强调一点，口语发音并不重要，重要的交流。签证也不是练口语。一定要

把你的明确赴美目的抓住机会告诉她。 

 

 

三十八、20096.17 GZ 1000 被拒 ms 自费 

I：Good afternoon, madam 

V: Hi，how are you? 

I: very well. What about you?  

V: fine.(很和蔼的微笑了下) 

I：递 I20 和 DS 表，护照 

V：What’s your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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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got my bachelor degree in(还没说完打断) 

V：no,no，I mean your major. 

I: My major is ####. 

V: Could you give me your admission letter.(停顿了一下，附加了一句 and deposit certificate) 

I: Yes(递给她 AL，然后她就在看).我就说：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study plan? 

V: no(摇头微笑) 

I：这时我把我的资金证明，爸爸的工作证明都递给她了，一边递一边解释：This is my father’s 

deposit certificate, this is##(在这个地方，我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资金证明有两张单

子，一张是年初到五月份的定期，后来定期到期了在五月份又开了一份，所以两份一起给她

的，结果她没有翻，只看到五月份开始开的那张，估计觉得时间短，数量是 50W，不知道

她是否觉得太少，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解释下，但是她一边看资金证明和工作证明，一边又

问我别的问题了，我就没绕到资金上来了) 

V：Could you give me your transcript?  

I: undergraduate study? 

V: Yeah(还没有等我找完递给她，她又问) How many universities did you apply? 

I: I applied to five universities. 

V: So what are they? 

I: balabalabala Two of them give me admission  

V: Why didn’t you choose##(这所比我现在去的这所综合排名要高很多，但是学费和生活费也

贵很多，这题我也答的不好，我光说我现在选择的这个我有多有兴趣，多适合我，没有横向

比较为什么不选另外那所，估计 VO 默认为我选便宜的学校上了)  

V：Could you give me your father’s bank book? 

I:（这个是始料未及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资金证明，存折就无所谓了，关键是资金证明的

这笔款是以存单的形式开的证明，没有折子，我在想说她是不是还要我爸爸其他有资金流通

的存款记录，斗争了好久然后说）Sorry, I didn’t have bank book because the bank book is in my 

father’s. My father works in ## province. He didn’t send it to me. 

然后她就拿着我的资金证明走开了一会，然后回来的时候问我，你爸爸是在湖北工作么，我

说是的，你爸爸也住在湖北了？我说是的，然后就把我拒了…… 

被拒原因：资金交代不清。 

 

 

三十九、20097 月 8 日 F1 签，第一次签证被拒啦 

小白 M 看上去还蛮 NICE 的， 我们相互打了声招呼后，我就把我的东西递进去了.. 小白 M

打了个喷嚏，转身去拿了张纸巾再转回来 .. 继续 

VO: so why do you wantgo to the united states? 

me: i want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in CA  

VO:ok... u study for a high school before? 

me: no,i am study chinese pharmacy university 

VO:2 years? 

me:no... 3 years 

VO: you work in KFC now?  

me: yes.. i am work in kfc as senior public relations..after i finish pharmacy degree..i got an 

opportunity work in KFC and kfc is mnc company so i am interested.. (她在一边听一边打字） 

VO: how much money u get pay salary for1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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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it is different for every month.. somtime if i do too much. i will get pay good salary.. if i do 

justbit.... i will getsmall pay salary.. but mostly it is maybe xxxxx yuan for every month.. 

VO: how much money you get for week? 

me: it is pay for every month.. i dont know for week 

VO: ok ( 狂打字） 

VO: so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 now? 

me: because i think computer are used widelyacross all industries. and mostly companies have 

started using computers in a big way. so i want to learn computers to use this technology for my 

industry .  

VO: ok... (不停的狂打字） 

me:(心里有点紧张，但保持微笑...）waiting..... 

VO: （最后一个问题）what is ur parent do?  

me:my mother isan accountant. my father is a transporter  

VO: what?what is ur father do?  

me: transporter 

VO: i dont know about that 

me: (开始紧张，我怕她听不懂我说什么，所以就换了另外一个词：forwarder) 总之我怕她不

明白我就拼读 transporter 给她，她还是说不知道..之后她又叫我读 forwarder 给她听并让我

拼给她，但是我当时超级紧张，想翻一下资料看一下但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最

后我只能说：“sorry i dont know how to spell it ..  

VO: OK...（开始再次狂打字）  

打完字之后叫我在按手印那个地方按一下我的食指还是中手指我不记得了，总之最后时候真

的很紧张哦，前面的感觉都答得挺顺的。。按完手指后她给了我白条..连声说 i am so sorry..

给换了东西... 我当时还一直保持微笑，拿了东西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被拒原因：VO 是很疑惑你的学习动机，我不知道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但是是在中国药科大

学是吧，不知道 VO 有没有去注意你本科的专业是什么，如果她没有仔细的看 DS 表可能会

默认为你的专业是跟药学方面的有关系，然后你说你要去学计算机，这个就开始诡异了，结

果你说你在 KFC 工作就更诡异了，按理说如果你要去学计算机的话毕业后怎么也找个相关的

工作做是吧？这点让人看起来很疑惑的，或者你应该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3.不知道你是不是自费的，但是当她问你父母的工作的时候你应该要反应到她是要考察你的

家庭背景和经济实力，而且你完全没有必要跟她纠结于 transporter 或者 forwarder 的拼写和

意思，你应该拿出工作证明和薪金证明给她看，这样就有效的绕开了解释这个。而且这个时

候也是你出示存款证明的很好时机，你怎么没有主动的递呢？ 

4.最后一个问题肯定不是导致拒签的核心原因，但是 VO 在一个方面也考察到了你的英语能

力，觉得你无法解释一些东西，而且迂回了几个回合让她的心情很不爽，最后导致被拒。 

 

 

四十、20096.22 2000 面签 20 来分钟被拒 

双录取 语言 3 个月+master 2 年可以完成学业 全自费 

Vo:How are you? 

Me:How are you? Oh..fine thank you.(太紧张了,突然发现自己先前答错了,vo 笑了笑)  

Would u mind if I explain sth first? This is my 2nd time to apply for student visa. last time I was 

too nervous so…(他看着我笑了笑,说 its ok 然后我继续) and did not make good preparation. 

This I take more materials to show u I make more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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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准备好要先解释的,1000 我很被动没说什么话然后被 check,这次我想主动一点.把资金

证明(一张信用社 40 万,一张中行 20 万)和信用社的对账单给他,他接过去看了.递存折的时候

他笑着说 slow 

  

Vo: what do your father do? 

Me: my father owns a small hardware handicraft processing factory he is the manager 

Vo: what kind of hardware handicraft?  

Me: necklace dog chains earrings I take the photos would you have a look?  

Vo: yep. 

照片递给他,他看完换给我,问 

Vo: how many ppl in the factory?  

Me: about 15 ppl. 15 or so. 

Vo: what? 

Me: about 15 ppl .sometimes we hire part-time workers. 

Vo: ok 

wait a second 

他离开座位到身后的小办公室, 拿着我的两张存款证明在电脑前查资料,查了好久,回来 

 

 

Vo: there’s a problem..e..do you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Me: yep?? 

Vo: u know the problem? 

Me: no.我摇头 

Vo: I think this certificate is fake. 指着信用社的存款证明. 

Vo: u know if you show the fake materials u will not allow to go to the us forever? 

Me: (超惊讶,没想到信用社的存款证明会被认为是假的!) I know. But that certificate is real!  

 

U know I cant take the money out until 9th july b/c the money has been frozen.  

Vo: do u want to continue your interview? I can close it now if ..那么这次面签可以不记录,下次

你可以继续预约申请来面签 (忘记他英文怎么说了,中文大概是这样,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遇到!!) 

Me: yes. My certificate is real. My father save the money in the bank b/c the bank is near my 

factory. 

(我的存款是真的,所以我不打算离开约下次,不过没想到他给我这个选择) 

Vo: ok wait  

 

又跑去后面的办公室,查看电脑,还打电话,我站窗口等了好久,旁边的 vo 说的话我都听的蛮清

楚的..每个 vo 都有拒签,不过好像拒旅游的比较多吧.vo 回来.  

他回来我给他看信用社存折,他看了一下还给我.  

 

Vo: what do u do in the factory?  

Me: im a purchasing assisitant. Buy some hardware materials. 

Vo: so your father works in..?  

Me: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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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我父母和我的工作和收入证明给他. 

vo: XXXis ur father?我点头.XXXis ur mother? 

me: yes. 

Vo: what univ will u attend again? 

Me: 讲了一遍学校的名字. 

Vo: What will you study in the us? 

Me: Economics. I will study the English program for 3 months. I think my father’s factory has the 

protencial to a big company .I hope I will work in the factory when I come back and have I own 

business in the future. 

Vo: I see. how did u know this univ? 

Me: first know it form internet. Found a professor has done some research of economics 

education for years and from the graduate business rankings 

Vo: The professor’s name?  

Me:Jane lopus 递给他我打印的这个教授的一页材料,在网上的一个新闻. 

Vo: what’s the excellence Wang award? 指着那页材料上的一个很醒目的副标题,问我那是什么

奖 

Me: im sorry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大概是个给加州学校教授的奖.回答完 I don’t know

我就后悔了…这个回答有影响么? 

Vo: it’s ok. 

Vo: give me your T transcript 他看到我托福成绩在文件夹里. 

Me: my enlish(80 分) did not meet the English requirement so I will go to study English program 

for three moths.  

后面他去打电话回来问我的的问题顺序我不太记得了,问题就是这些… 

…………..  

Vo: Im sorry I cant give u the visa.  

Me: Can I sak why? 

Vo: I don’t think your money is enough for your study there.给我拒签白纸.  

Me: why? 600,000yuan is not enough for my study? All the materials I show u are real. 600K yuan 

is not enough for my study there?! (很惊讶,因为我 i20 上的总费用是 2 万美元)  

Vo: That does not mean u cant apply for the visa again.u can come back maybe a year later.. 

Me: ok. 

被拒原因：建议不要拿信用社的存款去签证了，因为美国人不是非常了解这种金融机构，很

容易就否定它的信用。 

 

 

四十一、Check54 天被拒，说是专业敏感 

本人 6 月 14 号面签，8 月 7 号被拒，客服说是涉及敏感专业，拒签信（会有这个吗？）、护

照什么的还没拿到。 

出去读 phd，ME 专业，有全奖 TA，但是没有确定导师，系里面说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自己选

择。 

已经跟那边系里联系过了，因为还没选方向，所以系里也说应该跟未来的专业没关系。 

我是学的流体力学，涉及过航天航空领域，所以涉及到一些敏感方向，火箭的超声速飞行，

作为实验设备的高超声速风洞等。但是，签证材料里面，我已经回避这些问题了，根本没提

到这些，而且签证官根本没问及任何专业方面的问题，只问了专业名称：ME。可能是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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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自己查到一些资料吧，比如以前导师的文章，研究方向什么的。 

被拒原因：敏感专业和方向。 

 

 

四十二、2009615 拒签 

1. 你要去哪个学校 

答：我要去 DES MOINES 社区大学  

2.你参加高考了吗  

答；参加了 

3.你为什么仅仅申请了这一所大学 

答：因为这一所大学提供英语课程，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语言教育在去一所真正的大学

之前！而且这所学校有多年交亚洲学生的经验，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我 

4.你父母是什么工作  

没有找我要任何资料，然后疯狂的打电脑！最后被拒 

被拒原因：感觉是因为你说去主要是去学语言才被拒的。你应该说你的学校有什么特色，哪

些专业有优势，你很喜欢之类的。估计 VO 认为，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学语言，没有必要出

那么多钱去国外学。 

 

 

四十三、PHD 文科自费只有一年学费 GZ 被拒 

签证官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资金上了，我的弱项，一些常规的问题，比如 Why do you want to 

learn...? How many universities did you apply for? Your study plan?都没有问，只是问了 What 

does your father/mother do? How much do they earn for one year? 我回答完了就给据了。 
被拒原因：VO 觉得第二年的钱确实是个问题呢？我觉得 2000 的时候应该想尽办法让 VO 相

信你第二年很有希望拿奖，仅供参考。 

 

 

四十四、20096.11 london 1000 被拒 

VO：你今年 MASTER 毕业？  

ME: 是的  

VO：那么你会在 SUMMER 写毕业论文？ 

ME: 是的 

VO: 你已经拿到了本科 DEGREE？  

ME: 对，去年 

VO: 你是在英国读的高中？  

ME: 是的 

VO：你父母住在英国吗？ 

ME: 不，他们住在中国 

VO：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你送到英国来读书呢？ 

ME: 因为这样能更好得学习英语，你知道英语对于在中国找工作很重要。而且他们认为英国

的教育更利于我今后的发展。（准备不足，没有料到会问这个，乱说了） 

VO: 你为什么要学 mathematical finance？ 

ME: 我的目标是以后在银行工作，所以我需要一些 finance 或者 economics 的知识。 另外我

希望能在 Fixed income department 工作, it’s really related to mathematical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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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你即将拿到 mathematical sciences 的 master degree, 为什么好要去学一样的

master （mathematical finance） 呢？ 

ME: mathematical sciences 和 mathematical finance 是不同的。Master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是 pure math, 

mathematical finance is multidisciplinary. For instance, the program i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where I got an offer of admission, it is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t also includes courses from the business school and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VO 走开了大概 1 分钟， 然后回来填表 

VO：。。。。。。就是拒了。 你不能说服我为什么你要读一个相似的 master 

 

 

1. 四十五、2009CD JFMM 手下被拒 5，26 

本人大龄未婚女，26 岁，出去读本科，高中毕业一直做生意，IBT，91，学校没有要求 SAT，

所以没有考。学校排名 120 位 

me:good afternoon 

vo:hi 然后开始狂打电脑，不甩我。45 秒后，whats your plan after graduation? 

me:i will come back to my hometow and enlarge my business into a factory which would make 

cloth for foreign countries.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理由就象是空中楼阁，大话，空谈。 

vo:继续打电脑不甩我。45 秒后，whats did u do after senior school? 

me:with the help of my parents,i opened a beauty salon then it closed because of sars in 2003,so 

i started to work in a tea company as a salesperson,in 2005,i was promoted to a sales manager 

there.last year,i invested 500,000rmb to open a Ochirly fashion chain with my friend.(说到这里

我就觉得我回答完了，其实我应该说说为什么想出过，过去的工作经历为什么使我产生了出

国的念头) 

vo:狂打电脑，不甩我，我就知道多半被拒了，她在打拒的理由。  

me: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bank deposit? 

vo:not yet.20 秒后，how long have you opened this chain? 

me:one year 

vo:just one year?很惊讶的口吻，然后开始打电脑，我知道这次下地狱了。30 秒后，vo 开始

抬头拿那张拒签的大白纸，i am sorry,you are not qualified this time 

me:无语，走人。（一直都觉得希望不大，所以有心理准备的。） 

被拒原因：可能是 gap year 太大了吧~~  

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准备这块 还有财产证明的那块 

 

 

四十六、我这几次被拒签的问题如下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  

一签： 

1 你从那来的？吉林 

2 你高考分数？456 

 3 你审请的什么学校？ 西北理工 

4 什么专业？工商管理 

5 没听懂（第一签当时英语很不好，再紧张就听不懂了）  

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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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签： 

你有雅思吗？ 没有 

又被拒了 

三签：  

你有雅思吗？ YES 

你为什么要去美国？BALABALA  

又拒了 

四签：  

你和上次有什么不同？我 BALABALA。。。。。。。。 

你现在在那？学校 

谁支付你在美国的学费？父母 

你父母在那 ？吉林  

又被拒了 

五签：  

你审情了几个学校？3 个  

你怎么知道美国学校的？在网上  

你什么时候去上大学的 ？2006  

你在这个学校学几年了？3 年 

VO 说这张纸将告诉你原因。（怀疑我有移民倾向） 

又被拒了 

 

 

四十七、签证官莫名的题目无情的把我给拒签了 

我看到签证官（亚裔是日本人也不知道韩国人！还是个女的！现在才知道那位大妈的“用心

良苦啊”）很有礼貌的来了句 Goodmorning madam~她一边看资料一边说“What should you 

say?"（当时心里就有一盆冷水浇下来了，完了是没听清楚吗？）于是我微笑着问她“Sorry I beg 

your pardon?"她又说了一边“What should you say?"（MD，你不问我我怎么知道我要说点什么！

没办法，就随便说了点要去读书什么的话）然后她又说，你高中毕业了吗？我说还没有~那

你会参加高考吗？我回答我很想，但是我已经被那边的预科录取了，那边的开学日期是在高

考之前的，所以我会错过这次机会！（这里都是用英文的）这样答题有一个好处，可以把他

引到“那你为什么要去那边读预科”之类的问题上，你就可以回答，这样可以更快的适应那边

的大学生活，也会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然后她说“对不起，这次不能让你通过，下次让你

通过好不好，不好意思！” 

 

 

2. 四十八、F1 被拒希望大家给我指点 

第一个问题：Why do you study in US ?提前准备过的问题， 回答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How do you know this program in university in ****? 我回答是在 Beij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air，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和老师沟通过，我觉得回答从网上知道的显

得太虚，回答亲戚告诉我的又怕给自己多找话题。想想我就按照所写的回答了，我觉得我答

的有理有据，还可以吧。 

第三个问题：What are you doing after you graduate? 我还是如实回答，我参加了一次研究生

考试，然后学习英语，准备这次的赴美。他说：From 2007 to present you only study English?

我有点慌了，但还是肯定说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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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态度很好，告诉我，毕业了应该用这两年的时间找个好的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再来申

请。我问他，下次我应该怎样准备，他说要有个工作经验，这样我们可以确定你在美学习之

后可以回国。他很抱歉不能给我签证，因为前面已经有人因为拒签和他喊了，我就说了声谢

谢，他祝我下次成功。 

 

 

四十九、9000 被拒 

VO: why are you going to USA? 

Me: Pursue a Master Degree in ... And the program is... 

VO: (没有仔细听)Why you want to study there? 

Me: Because it has the best business expert in the world to offer education, such as **, the 

author of a very famouse book ***; the second, it has a strong culture in entreprenauship. And 

my career goal is to set up my own company up graduation in China.  

VO: (没有仔细听) Are you rejected? 

Me: Yes. Four times in Chengdu and Four times in Shanghai? 

VO: (查纪录) Why? 

Me: Frankly speaking, I don't know. But I guess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The one reason 

is that I could only cover my first year's study, so they questioned my situation in the second year. 

Another reason is that I just got divorced several months before Visa interview, and my 

ex-hustand might spoke something badly behind of me, although I do not know what he had said. 

So many years elapsed, and I have begun a new life, there are many changes happend in my life... 

VO: (打断我,查纪录,很长时间).....  

 How you pay your study now? 

Me: I have worked for twelf years, and my annual income is over RMB***,***. BTW, the 

company also rent a car for my personal usage, I have enough money to cover my study. Would 

you like to look my financial documents? 

VO: No (继续查纪录,很长时间)......  

Does you ex-husband worked in the same company now? 

Me: No. We have no any contacts for eight years.  

VO: (继续查纪录,很长时间).. 

VO: I also consider that you have intention of immigration. But we would like to review your 

rejection record before. 

 (给我邮寄的小条,我觉得奇怪,他又丢出 214)  

Me: Thanks. When it will take? 

VO: Should be soon. 

 

 

五十、2008.12.29 美国 1000 被拒 

2007 年大学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专业英语，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资银行的总部工作，通过

在美国念书的同学拿到在 DC 的一所普通大学录取书，09 年 1 月 12 日学校开学。没有语言

成绩。 

2008.12.29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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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Good morning, madam 

VO: Morning. Well, which school you will go to study? 

ME: Strayer University. 

VO: Strayer University? (VO 的语气感觉好像没听说过) Where？  

ME: In Washington, DC. (其实应该 Arlington，在 DC 附近，VO 看了一眼 I-20 指出不太对,然后

我更正)  

VO：How did u know this school? 

ME: I have a classmate at this school, and she recommended it for me, then I sought some 

information on website such as US.NEWS. I think this school is suitable for me.  

VO: (看着 I-20)But I think this university’s tuition is expensive, why did u choose it? 

ME: Because it is located near by DC, which has lots of free museums I can visit after class, it is 

good for my study in my opinion.(这里我觉得自己说错了，不应该说这个地方如何吸引我，而

是应该围绕这个大学的优点说)  

VO: OK. Do u have any relative in this place? 

ME: No  

VO: is there no one? 

ME: just some classmates. 貌似我这里回答不对。。。) 

VO: How many schools did u apply for？ 

ME: one. Because I think this school is most appropriate for me. （自己感觉这里回答得很不好） 

VO: Where did u gained ur Bachelor degree?  

ME: Tianjin .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 Major is English?  

ME: YES.  

VO: Do you have undergraduate transcript? 

ME: YES. (有点慌乱，没想到问我这么多问题，然后在找的过程中一直因为这个道歉) I’m 

sorry. Please wait a moment…  

VO: That’s ok. Do you have ur parents’ certificates of their income? 

ME:YES. Here you are.  

VO: OK…What is your plan after ur graduation? 

ME: en. I will come back to China and look for a good job.  

VO: What job?  

ME: Some job like bank… （ 这个是回答得最不好的地方，没有主动描述自己的归国计划，向

VO 强调自己肯定会回国，而且忘了考虑美国和全球现在的经济状况就说了想去 BANK….） 

 然后 VO 就飘出一张白条了，一边说 I’m sorry…之类的 

被拒原因：第一。别说什么你同学推荐~~~~一口咬定这是牛校，或者专业很牛，毕业工作绝

对没有问题  

第二。 联系你工作，说你在工作中感到缺乏什么，去那里你能学到什么，对你工作很有帮

助  

感觉你对整个出国的事情压根没有什么了解，太盲目了 

 

 

五十一、F-1,广州,12 月 17 被拒 

6 月高中毕业,没有去读大学,因为录取我的大学我不中意,就转学去一所重点中学复读,现在

是到密苏里大学路易斯分校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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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微笑走近窗口):good morning ,sir (递材料)  

OA(看材料)Good morning how are u? 

Me :fine ,thanks. And u?(^ ^)  

OA:fine,thanks 

他态度明显比前面两个签的时候和善 

OA:So u want to study in XX university? 

Me:yes. 

OA(马上接着说)Why?  

Me :It fitsme very well  

OA(又接上)OK,fits u very well ,why?  

Me:Because it has many professinal eage,eapacially the course of MBA is very famour in the 

world .and it also produce many succesful graduate  

OA:MBA?U go for USA to study MBA?  

Me:NO,I want to (我就这样说,我是想说我将来想学,这里好象有点不太好…) 

OA:Well, u just study for u Bachaers’ degree? 

Me:yes 

OA 接着问我学什么专业..(Orz..我实在不想换输入了,好烦,但我们一直是用英语对谈的)  

这里我卡了一下,因为有个单词没听清,我:parden?他又再说了一次,我面签过程中卡了 2 次,都

是个别单词没听清,也没很惊慌,就礼貌地请他再说一次.我就说是 BUSINESSS ADMINISTATION,

然后补充了我的回国计划是和专业有联系的,家里有公司,所以我学这个是为了以后回来接管

爸妈的事业,还有我是家里唯一的小孩(当时我没有拿公司的有关证明,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OA(叫我拿 offer ) 我一边递 offer ，然后把大学寄来的信一起递上去，开始解释，这个学校

和这个语言中心的联系.这时他拿着我的信站起来了,旁边两个窗口的 OA 过来,他们 3 个在聊,

聊了一会,他一个人走到我看不到的地方(还拿着信),走了有一会,回来之后对我笑了一下,然

后问我谁给我付学费,我回答父母,并且说了具体准备了多少.他又叫我给银行存单,我递进去.

然后他看了一下就开始打电脑,也没说要按指摸什么的,突然就转过来微笑着

说,SORRY..brabra….  

我心一凉,强笑了一下,说,我有点失望,说到这的时候他明显激动了一下说,SORRY ,but I can 

not …. 对我挥了下手示意我离开，可能怕我问 WHY 吧，虽然我是挺想问的。我笑着说（天

知道我只想哭。。）还是谢谢你，Have a nice day  

 OA：U too ,and take care 

被拒原因：专业不明确是大问题。而且要主动回答问题，比如 

OA:So u want to study in XX university？ 

你就把大学的资料和自己的专业一起告诉他，打他个措手不及。CONFIDENCE 

 

 

五十二、12.17 沈阳 1000 被拒 

V：Good morning  

M: Goode moning 

V:Which university will you go 

M: *** 

V: How long will you study there? 

M: 5 months 

V:Which subject will you stud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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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当时没太听清，人都傻掉了，于是听成了讲了 study plan） 

V：No 重复了一次 

M：** （还是没有听清，然后说了个什么忘了 

V：No 然后把嘴凑到麦上说了下 

m:** 终于听清 

V：Do you have a transprint with you ?  

M: yes ,here you are 

…… 

中间一段忽略 

他然后问我其中的一门课程，Principle of Accounting A 是干吗的 

其实说实话，我那个成绩单上的课程翻译成什么名字 我都不记得，  

然后我就简单回答下 

小韩点了点头 然后又叫我说个例子这个课程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 

我又没学过专业英语 这都没法回答…… 

这问题回答的一团糟 

然后 白条 

被拒原因：准备不充分，语言问题 

 

 

五十三、（沈阳）1000 被拒 

me: Good afternoon. 

 VO: oh,hi.(h 很客气） 

 VO: you name xxxx? 

me: yes. 

VO：are you join this 2+2? 

me:yes. 

VO:...................（根本没听清） 

me: what? 

VO:...................... 

Vo:..........................  

me: 我还是没太看清楚，光看他嘴 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但听到了关于这个项目的问题 

于是我就乱打一气 I am a member of 2+2. it is means that i will study in....for the first two 

yearand study......in usa for the last two year....(被打断） 

 VO：H-O-Wdo you join thisprogram(反正当时很长一句话，我只记得这些）？ 

me: （当我听懂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成为这个项目的一员 因

为当初考到这个学校时 ，我就进入中美合作系，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很长一段时间 我

都没说话，后来看签证官直摇头我被逼无奈 就说汉语了说什么高考。。。。。 后来被打断了 

VO;你的 I20 表上写到你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要求的了 ， 你怎么证明？ 

me：我刚说 就被打断了。。。 

VO; i amsorry (我已经给你很多机会证明你是合格的好学生。。。。）  

。。。。。。。。。。。。。。。。。。。。。。。。。。。。 

哎 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虽然被签证官拒了 但是不愿他 因为我太紧张了 而且口语太差那可是

我第一次和外国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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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原因：vo 真的很有经验，他能看得出你有没有准备充分，你的材料有没有带够，好多

网上说很水过的，他们的材料虽然 vo 没看，但是他们都准备了 

 

 

五十四、20087.08bj f11000 被拒 

7 月 08 日 

vo: 你好 

我： 你好 

vo:你为什么要去这个 emu（东密歇根大学）？ 

我：我喜欢那个学校的教授 dr xie,他来过中国，是个中国人。 

vo:你有简历么？ 

我：有，这里。 

vo:你学是那么专业呢？ 

我： gis  

vo:你能解释一下么？ 

我：就是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也就是用计算机语言描述地表物体，如道路房屋等。 

vo:哦，是这样。对了那个教授叫什么？ 

我:谢宜春  

vo:哦，你的父亲母亲是做什么的？ 

我:我父亲是**，我母亲是个普通工人，在自来水公司工作。这里是工作证明。 

vo:你 i20 表上面写的是 21000 美元每年的学费，一共 3 年，你知道么？ 

我：实际上我们这是一个项目，学费一共只需要 9000 美元。  

vo:你能证明么？ 

我：这个是学校发给使馆的信  

vo:可是这个上面没有提到学费。 

我：（有点着急）不过我可以支付的起，实际上我父亲已经退休了，现在经营一家公司，这

个是营业执照。  

vo:我不看营业执照，你有别的么？ 

我：（着急）哦 。。。。这里有资产证明。  

vo:（大致翻阅一下）你手里拿的是学校给你们的信么？ 

我：是的，给你 

vo:（看了一遍。这里开始不说话了，开始狂打键盘） 

vo:对不起，这次我不能给你签证。 

我：为什么 

vo:原因在这封信上，（给我 214b） 

拒签原因：觉得问题是出在钱上,虽然你说只要 9000,但是 VO 要的是证明,你没有证明,他就不

认账的,而且他肯定是以 I20 的为准,你应该让学校重新发 I20,注明你一年的费用只有 9000 

 

 

五十五、成都 1000 被拒过程和体会 

 9 点 10 分的时候轮到我了，我听到小胡子叫我的名字，就微笑走过去，因为我觉得我准备

得很充分，所以很自信地给他问好，morning， sir 

他没有反应，看了我的护照，you are XXX？  

 我：j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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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子:what's your purpose to America? 

我：I will study bachelor of business in Saint Louis University as a transfer student for three years  

 小胡子：why transfer？ 

 我：cause I have finished one-year university study in china 

小胡子：why tansfer to America？ 

我：Because I always wanna get the most advanced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education. 

小胡子：why do you choose this university？ 

我：because first， it only needs 3 years to finish my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Saint louis 

univerisity so that I can come back to China one year earlier， that's very nice  

secondly, SLU ranked 77th in USA  

小胡子：77th？  

 我：jup 

 然后他猛烈敲击键盘  

小胡子：how many university did you apply？ 

我：5 

小胡子：which they are？ 

 我：.....（说了 5 个） 小胡子：Did you find a company to help you？  

 我：what？I beg your pardon 

小胡子突然说中文了：你是不是找了什么公司帮你做 

我：no，I just serched the internet and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have got the visa and they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to us so I prepared from that... 

小胡子继续中文：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所以这次我不会给你签（然后给我 214B） 

我：hold on， you really need to see some of my materials.  

 他摇头，然后埋头看下一个人的材料 

我：ok，anyway， nice talking you， and see you next time. 

第二次 

我：good afternoon， sir 大胡子：good afternoon，I know you will go to saint louis univerisity 

right? 

我：yes（遵循上位老兄的知道，不敢说 yup，yeah 了） 

大胡子：but I am sorry I can not give you the visa this time because last time you lied...because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apply these universities...  

我:wait, sir, I didn't lie last time because I didn't find the company to help me and also, I think it's 

not the point right. The last officer didn't see any of my materials, I hope you will see, it's my 

second time... 

大胡子点点头：why you choose these five university...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apply them  

 我：because they have the better policy to Chinese students 

大胡子：which 5 university have you applied？ 

 我：.....（说完了） 

大胡子： what's your major in China? 

我：English, and I think after I arrive at America, I can still improve my English so I donnot think I 

give in my major in China 

大胡子：（打字）I'm sorry, based on....I have to regret my decision just now and reject.... 

我：but you really need to see some of my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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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子：sorry...摇头 

被拒原因：估计还是跟学校有关 

 

 

五十六、20086.27GZ 拒签经 

ME：（big smile) Good moring, nice to meet u. 

VO: Hi, how r u? 

ME: Very good, Thank.  

Vo: (Big smile) 然后要我按指膜。照办，看我 1000 就那么麻利地配合，他连说 GOOD，嗯，

心情好得不能再好，而且，这个 VO 据说是传说中的水车啊！ 

So, you have been graduated for two years?  

ME: yes, after that, i've been working inxxx as a xxxx. 

VO: Till now? 

ME:yes.(没有下文了，个人认为，这是第一个失误，在这么好的气氛下，我应该主动点，递

交老板的 LETTER，就是回国的薪酬期望，铺平自己的归国计划，可惜，我担心 VO 因此问七

问八，万一问到一些比较冷僻的东西，出了点麻烦就不好了）  

过了两秒，我又接着 BLABLA，说一些工作内容，VO 貌似很感兴趣，一直微笑，点头赞赏。

说了一小会，见好就收吧，已经是完美沟通了，给 VO 问其他问题的机会。（此时，我完全

忘记了归国计划的描述了） 

VO; Can you tell me what are your parents jobs? 

ME:My father is xxx, my mother is xxxxx. 

VO, OK,good.  

ME，我一愣，因为父母的收入属于一般，家庭的收入主要还有房租等方面，这些超过了工

资，因此特意准备了 Financing Checklist,里面的每个项目都对应一份 certificate，就因为这样，

我才准备了一大包的证明材料。就是准备他问收入的时候交上去，可他竟然不问？不过不要

紧，我不但看了很多帖子，也现场看到了他水车的本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赢了！ 

然后 VO，开始打字了，我一惊，不会是写拒签理由吧。 

但是这么好的气氛，不应该啊。但是，没拿到蓝条，一切都没有保证，不能轻敌，先投石问

路吧。 

ME:Would u like to C my family photos?（如果他杀气腾腾说 NO，我马上做急救准备） VO:(停

下来，非常 Nice 地 smile,让我如沐春风）i'd like to, but i have no time, sorry. 我当场的分析：

语气这么友好，看来不是拒签，我要是再不识相地把给他看财政证明，他来个十万个为什么，

万一回答不流利，反而画蛇添足了，因为根据签经，一旦被签证官怀疑背书，印象分将大打

折扣，老实说，财政方面的东西我是不太熟悉，不然也没必要写张 CHECKLIST 给 VO 了，不

过既然他不要。。。） 

I'm sorry, but i cannot give you 

拒签原因：签的时候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可能 vo 看出来你在心里暗中琢磨些什么东

西，觉得你不太可信吧。去到那里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毫无根据地乱猜哪句话或哪个动

作会带来什么后果，就算你要猜也应该是准备的时候猜，在 vo 面前表现得自然一点就行了。  

而且我觉得你说完父母是干什么的时候不应该停下来的，既然都有充分的材料了，直接把他

们的收入什么的连着说下去，然后还可以再问一下 vo 是否要看证明，不要等着 vo 来问你。

你应该主动解释问题而不是等着 vo 问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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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20085 月 30 日 Bj，F1，1000 被拒 

2006 年 7 月清华美院硕士毕业，专业：金属工艺与首饰艺术研究。 之后在一家事业单位工

作一年半，去年 10 月底辞职，11 月至今准备托福，1 月份考托，64 分。之后准备艺术作品

等申请资料，经老师的推荐申请她原来的大学，共申请了三所学校，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full assistantship），University of Oregon(full fellowship)和 SCAD(remit 5000$)。

没有选择，我必须选择老师推荐的学校，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而且她的导师也

非常器重我，现在一直在保持联系！4 月预约的 5 月 30 号签证。 

Vo: hi, how are you.  

Me: fine, thanks. You are looking very well today.(在新东方学的，学会恭维别人) 

Vo: which school do you go to US?（其实他已经在看 I-20 了） 

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Vo: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小声嘀咕）  

Me: yes. 

Vo: what do you do in the School?  

Me: pursue master of fine arts program.（后来我仔细看 I-20，有两个呢 fine arts/ studio arts） 

Vo: what about the major?  

Me: what do you mean?（我听成 why，所以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问题，但是想再确认一下） 

Vo: what about you major in detail? 

Me: Metal crafts and jewelry arts（是不是我发音有问题，他只听到了 jewelry） 

Vo: jewelry?（好奇地看着我） 

Me: jewelry arts （我重复一遍，强调 arts，又怕他没听到，恰好我戴着一个项链，我就指了

指） 

Vo: interesting.（不知他这话的意思） 

Vo: can you give me your offer letter 

Me: here you are（我把 offer letter 和学校给使馆的信都给他了，他看了看，之后就见对着他

狂打字，没有看我，我傻了，本来想解释下 I－20 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就那么半分钟过

去） 

Vo: sorry, I can’t give you visa. （接着在 DS 表上画着，把护照和 I－20 推了出来） 

Me: why? （我有些皱眉） 

Vo: sorry 

Me: Do you look my portfolio?  

Vo: sorry（开始把头往里面缩） 

Me: can you give me a reason?  

Vo: sorry 

Me: Thank you anyway（绝望，但是为了不影响后面的人签证，我还是很友好地对他笑了笑）  

全部下来就是看了我的 I－20 和 offer letter，我开的存款证明也没有看，一大堆材料也没有

看。本来想解释下 I－20 的事情，但是还是疏忽了，因为除了带上和小米的邮件，我也没有

充足的证明来证实，我也笨死来，没有争取一下。其他的材料全部没有看过。 

 

 

五十八、20086 月 19 日 BJ F1 本科 1000 被拒 

下面是对话内容：  

VO:好 

ME:很高兴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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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去哪个学校 

ME:****大学 

VO:在哪毕业？ 

ME:****高中  

VO:什么时候毕业？ 

ME:刚刚 6 月份 

VO:参加高考了吗？ 

ME:再说一遍？ 

VO:（直接用中文）参加高考了吗？ 

ME:是的  

VO:过了吗？ 

ME:结果没出来呢 

VO:怎么知道的这个学校？  

ME:这所大学和我们市的****大学是友好学校，我妈妈的朋友正好在****学校工作，所以告

诉了我很多信息。 

VO:点头，看看你父母的工资证明  

ME:递上去 

VO:有没有银行的证明？ 

ME:递上去  

VO:一阵狂翻，很仔细 “你的父母干什么？” 

ME:我爸爸在***市供电公司***部主任，我妈妈是***市房地产评估局的职工 

VO: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 

ME:没有 

VO:如果你被拒了你计划怎么办？  

ME:在中国上大学 

VO:对不起，我不能给你签证 

ME:过得愉快！（都走调了） 

被拒原因：一般 VO 问如果“我不给你签怎么办”~~~你绝对不能答~~~那就在中国读大学或者

说去其他国家~ 

如果你这样回答~~~VO 一般会告诉你，那你就在中国读书吧或者那你就选择去其他国家吧~~ 

就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百分之 1W 被拒~~ 

本来你这次应该过的！！！ 

其实存款 90W 完全是够了，但是开收入证明一定要英文版本的，不要用手写，要正式嘛``

还要盖章~~还有工资证明开年收入，不要开月收入，收入证明确实也低了点~ 

 

 

五十九、20086.16 F1 1000 被拒绝  

本科毕业,工作两年,申请了一所不太好学校的 MBA 专业 

M:Good morning,madam!(不理人) 

V:Show me your SAT ,tofel and elts score. (感觉 VO 的表情很严肃,说话很不客气) 

M:I have elts scoreXX(分数不高,我是双录的)  

V:You want to persue the MBA,Do you have Gmat? 

M:No,I can have english program first in that university.I have to workand 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prepare the gma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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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ut 一般去学 MBA 的都会准备 GMAT(英文想不起来了) 

M:This university does not require the GMAT score. 

v: what's your job?(她一直摇头,我越来越紧张) 

M:bla bla.....(感觉自己的声音有点颤抖) 

V:问我薪水是多少(我却听成了每年的学费是多少) 

......  

v:you did not answer my question.what's you salary? 

m:XX  

v:How many university did you apply/ 

m:two.one is ...the other is...  

v:开始打电脑,不知道自己在叨咕什么 

 接着说 you are not qualified .把东西丢给我.  

M:Can I know the reason? 

V:不理我.Next,XX 

被拒原因：学校不好；无 GMAT 

 

 

六十、F1 广州 4000 被拒 

VO： 你在哪里学习英语 

ME：我自学英语的 

VO：你怎样英语的 

ME：我买了些关于雅思的书，然后自己在家学习，我还考了雅思 

VO：给我看你的雅思成绩  

ME：给 

VO：你在美国的计划  

ME：首先我将学习英语，然后的到一个副学士文凭（因为申请的是 COLLEGE） 

VO：你为什么不在美国学习  

ME：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和英国的商学是最好的，然后我选择美国因为 BILL GATES 是

我的偶像，他是美国人 

 VO：可是他曾经辍学了，而且他读的是 UNIVERSITY 

 VO：你的英语还可以（好象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的学习计划不明确 

 

 

六十一、20086 月１０号 BJ Ｆ１ 1000 被拒！ 

本人申请的学校 旧金山艺术大学 摄影专业 

Me;hello  

VO;hello  

vowhere r u study now? 

Me high school 然后我的学校名字{其实我高三一年都在国内一所大学预科班学英语 但签

证时并没有带相关证明 怕他让我拿证据 只好这样说｝ 

Vo uh....high school.....which university u r going to  

Me '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 

Vo ;uh...why r u go to american to study? 

me'cause my major is arts u know ,it;s very importent for an artist to have a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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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mosphere  

Vo.uh.....photography..... 

Me yes  

vo how many university u have appied?  

me i only apply one{事后我分析问题在这！！！｝ 

VO ；why r u choose this .  

me ;我就说比较权威 而且摄影专业比较优秀 最后看他还是很不解 我就说喜欢那的气

候 ｛我知道很傻） 

vo' what else art university u know in US?  

Mei know in new york city there r .....说到这立即被打断 

然后指着我的 i20 的学费问我为什么申请这个学校 费用比较高 ｛我也没太听清楚 我当

时猜大概是这个意思 嫌我学费高｝ 

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看一下我的存款证明 他连忙白手说 no 然后我就慌了 问他有什么问

题吗 对于我的学费 

他接着说你被拒了 我当时很气愤 ［虽然事后想想是自己的原因］就连问他为什么 给我

个原因 他就给我一句 u r not serious!!!!!之后就再也不理我！ 

被拒原因：你委托的中介办理的经验肯定不够，DS156 157 158 表格都会填错，简直拿你开

涮，可恶的中介！  

你对该校的摄影专业和学校的优势还不了解，VO 问到学费昂贵的时候，你需赶紧补充说明

你的经济来源，可以递上父母的收入证明和银行存款证明。 

你需把你回国后的计划详细介绍给 VO。 

你不需要写什么申诉信，还是就是被拒的时候不要和 VO 理论，以免在电脑里记录你的不良

表现，影响你的下次签证。被拒了咱就大方礼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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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CHECK 案例 
 

 

1.2010525 广州 F1F2 携签被 Check——环境化学专业 

VO 就围绕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的婚姻问题，看了结婚证及我们的照片，似乎没有什么疑义

了； 

然后转入另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我是学环境化学专业的，其实那也不算敏感专业的，

可是 VO 没有让我解释，估计他误认为是敏感专业，只是让我一直递给他东西：study plan，

resume，导师网页； 

完了就结束了，退还我们的 I20，及一张回执单，上面写着需要 3 周的时间处理 

但愿早日 clear 啊，bless！！！！ 

 

 

2.20106.10 CD F1 敏感专业 Check——生物学 

专业 Biology，Ph.D.TA，暂时无导师无研究方向。 

以下是对话：（请自动转换成英文） 

V: So, r u go for Ph.D.? 

M: Yeah. 

对电脑狂打字 

V: When will u get your B.S. degree? 

M: 这个月底 

对电脑狂打字  

V: Your major is Biology? 

M: Yeah. 

对电脑狂打字 

V: What kind of research will u do? 

M: 现在我没有具体研究方向和导师，因为要做 lab rotation. 

拿着 CV 和 study plan 继续对着电脑狂打字  

V: Have u ever been abroad?  

M: No. 

接着 VO 就撕白条了，  

其实她确认我专业的时候， 

我就知道多半要被 check。  

于是我边看她撕白条边问：Do I have to wait for 3 more weeks? 

MM 非常抱歉的看着我： 

啊，这个月份要等长一点，4-6 周吧。你啥也不用做，等 EMS 就行。 

 

 

3. 20106 月 1 日 ME MS 全奖 check——carbon nanotube/biomedical materials 

good afternoon sir, 

VO: 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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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you are going to a US university? 

Yeah, I want to pursue a master degree in xxxxx 

VO: where you graduated? 

xxxxx 

VO: what's your major? 

ME  

VO: 给我你的学习计划，导师 CV（说的是中文-_-!) 

VO: who funds you?  

xxxx provides me a funding position.  

VO: 你去过别的国家么？  

France 

VO: 你只去过法国 

yeah 

打字，整理材料 

VO: 行了，2-4 周行政检察 

 

 

4. 虽然被 check了，但还是来分享下我们20105.25广州的FIF2携签证过程——Environmental 

Chemistry 

情景大致如下： 

GG：good afternoon.My name is XXX,this is my wife,YYY. 

vo:Good afternoon.问了 GG 申请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以及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哪儿办的

婚宴，需要看我们的结婚照片 

我：赶紧递上我们准备的老照片，结婚照，（包括订婚照，婚宴照，婚纱照） 照片很齐全，

我还弄了小标签以便 VO 阅读。 

vo:问我会不会英语 

我答：a little 

VO:问我工作了还是在读书？ 

我：就告知在软件公司做客服 

VO：问 F1 专业是什么，再来就要了些材料（包括：study plan,cv,导师简历）连导师 support 

letter 也不需。其它什么问题也没问什么材料也没看。 

整个过程感觉超水，看 VO 马上拿了个单子在填写日期，以及 LG 的名字，LG 很兴奋快要笑

出来了。结果后面 VO 说了什么他也没认真听，我却没听懂，汗！就听懂他说 GOOD LUCK，

而且面带微笑，给了我们蓝色条子。条子写的是签证已被批准，请办理邮寄手续等。不过另

外一单子写的是三周行政审核，The time will start only after you fax all the documents that are 

listed below. 

 

 

5. Aerospace、New Materials——check 专业 

面签过程中 VO 暗示 check 的行为：收 study plan，resume，导师简介。 

 

 

6. 2010519 签证 CHECK——化学 

本人 519 北京签的，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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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跟我大概说 3weeks，然后 I20，护照，2 个 resume，studyplan 没还给我 

还有就是给我一张红色的邮局的条子，其他什么都没给了。 

 

 

7. 20105.6 SH F1 check!——Hybrid Control 

1． 去读书么？  

答：是的呀 

2。是本科毕业吗？ 

答：刚拿到硕士学位了 

3。一直都读机械工程么？ 

答：是的呀 

 3。具体方向是啥？ 

答：Hybrid Control 

 4。你的 offer 是 TA 还是 RA？ 

答：ta、ra 都有 

5。你有学习计划，offer letter，教授简历么？ 

答：有... 

6。你的材料看起来都 fine，我们将会需要三周的时间处理一下，然后再告诉你结果，等着

吧你，扔出一个联系方式单 

 

 

8. 2010BJ 5 月 4 日 1000 check——EE 

排了大概一个小时，轮到我了。。。 

问答过程如下： 

me: Good morning! 

vo：morning~看 i20... 

So you are going to XXX for your doctoral degree?  

me: yes 

vo: what's your major?  

me: ee, and my specific study area maybe machine learning. 

vo: would you please offer me those materials? (就是窗口上贴的录取信，个人简历，导师简历，

学习计划) 

me: OK. 然后掏掏掏。。。递给 

vo: this will take at least three weeks. （然后递出邮寄单）  

me: Ok, thank you~ （然后捧材料走出去了。。。） 

 

 

9. 20105 月 4 号一签，check—— MSE 

到了签证官前面，总共大概问了 5 个问题：  

 Vo:how are you ? 

me:fine, nice to meet you. 

Vo:why are you going to USA. 

me:i am going to study in ^^^ for phd degree 

 vo: what's your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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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SE 

VO: do you know your advisor? 

me: yes, my advisor is^^^. 

然后就要了我的简历，和老板的信息。我主动把我的 study plan 给了他。  

然后他就说，your visa is approved, but need a administrative process.  

 

 

10. 2010BJ 1000 Check——Chemistry PHD 

Me: Good morning, sir. 

 VO: (低头看资料) So, you're XXX, right?  

Me: Yes. 

VO: You'll go to the University of XXX, to pursue a PhD, right? 

Me: Yeah. (心里纳闷，怎么不问问题呢...) 

VO: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those materials? (窗口贴着要交的材料：简历，录取信，国外导

师简历，学习计划)  

Me: Sure! (马上拿) This is ... ... 

 VO: (继续看资料)Thank you for your early application of VISA. （我傻笑）VO: Are you a master 

student?  

Me: No. I'm a senior undergraduater student.(安静一分钟，他继续看我的资料。我在想，我是

现在狂侃我的专业多么多么好，利国利民，安全无公害，觉得对你的国家安全没有影响 or 

Keep silent? 安全起见，还是选择不去烦他。)  

他一边看我的简历，有时很皱皱眉头，我都快被吓死了！应该说，我从一迈进大使馆的门，

就开始紧张的。因为总觉得才花了 2 天准备对话说什么，太仓促了，一直心里没底。所以一

直紧张得不行。 

这时，神奇的一刻出现了。 

 VO 先生把我的材料都夹回 Passport, 弄整齐，然后突然抬头看我（之前他基本都不会直视

面试者的，只是问问题的时候看一下。），然后深吸一口气，很严肃且正式地样子，身子也前

倾了一些，“事情是这样的，”他居然用中文！！！！！！他用很正式很标准的中文跟我说！我当

时魂儿都掉了一半了！Check 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难道是……不然干嘛这么夸张！我

只好拼命拼命的祈祷，千万别据，千万别……。然后一脸紧张+可怜巴巴的盯他！（你见过漫

画里主人公眼睛里好多星星在闪呀闪呀闪的场景吗。不熟悉的去复习“怪物史瑞克 1”里面穿

靴子的猫的必杀，这招 MM 用估计有一定的效果。） 

 “事情是这样的，”他清了清嗓，“（依然中文哦）我现在可以放你过去，但是以后的 4 年你

还得做行政审查。如果你这次作了行政审查的话，那以后的 4 年你就都不用做了。所以我问

你开学时间紧不紧。如果不紧，那么为你考虑的话，我建议您现在做这个行政审查，不然下

次你回国后返签还是比较麻烦。当然这要看你，由您来选择。你选择现在呢？还是下次返签

时呢？”我当是真是有点儿傻了。愣了一下，立刻回过神来。ＶＯ真的太绅士了，生怕我不

明白着急，给我解释得这么详细，还都是用中文！！！（非亚裔ＶＯ）我当然选“Right now.” 

VO: It will 2 or 3 weeks to ... 然后是蓝条＋白条。 

 Me: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nice day! (很诚恳地，很感动地)然后 happy 地跑出来。 

 

 

11. 20101000 Pass (小 Check) biochem GZ 签经 4.30 

以下是我的对话, 相当之水, 看者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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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Morning, How are you. 

VO: Fine~ 

Me: (把材料全塞给她了) This is mypassport, this is DS160, and this is my I20. 

VO: Alright. (扫描了一下 DS160 吧, 好象是) 

VO: Why US?  

最郁闷的时刻到了, 这种大众情人问题被我碰到应该是很万幸了, 可是我当时愣是脑海一片

空白啥都不知道了, 于是… 

Me: Why US? Eh… several reasons… theprimary reason is that… that….SORRY… I AM A LITTLE BIT 

NERVOUS. (一股巨大的悲伤从心底暗然升起) 

VO: OK may I have your CV, your advisor’sCV, your Research Plan?  

Me: No problem, just one moment, pls. (还沉浸在刚才巨大的悲伤)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invitation letter? 

VO: Sure. Thank you. 

Me: (终于有点想法了) I simply wantto use my biological knowledg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uman diseases by meansof structure biology.  

VO: (听到了, 撇撇嘴. 站起身来拿了蓝条过来, 和一张巨像 214b 的白纸) 

 然后发生了下面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VO 递出那张白纸, 我一眼看到了上面的 regret 字眼, 然后只听她说了句 sorry…脑海中闪过无

数熟悉的人脸, 想起自己为何总是如此不幸种种, 一阵眩晕. 立马化为对 VO 的无限幽怨, 脱口

而出. 

Me: Am I rejected? 

VO: (非常夸张地) NO! Your VISAis approved but needs a bit of additional procedure, and…  

Me: (Released, then agitated, and then 打断她) I thoughtthat I’ve been rejected! You really 

freaked me out!  

 VO: (拿出了大妈的柔情) NO NO NO,definitely not. You have passed, and that is why I collect all 

of your stuffand give you this. (终于把她旁边的蓝条拿起来了) 

Me: (不依不饶) I heard thatyou said SORRY and saw a white paper issued. I am really scared! (当

时真的很恐惧)  

VO 跟着傻笑，然后就是介绍了一下他们需要做一个审理，让我把邮费交了，2-3 周内就可以

给我办好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材料必须要经过这道手续.  

 Me: That’s acceptable.  

VO: (开始输入) your major ischemistry? (这大妈把我的东西收齐了后一眼都没看直接装订了) 

Me: Biochemistry.  

VO: Oh I see… take this ticket and go tothe post office right side of the hall and write down your 

address. Your VISAwill be delivered after 2-3 weeks. 

Me: Thanks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VO: (大妈腔) You, too~ 

 

 

12. 20104/23 SH F1 CHECK——EE 

面谈时候扫视了一下，貌似只有一个女的 vo，其他全是帅哥，我被安排在 8 号窗口 

vo: how r u today. 

me: good 

vo: what school will you stud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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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blabla 

vo: oh great, cong. and will you study for a master or ph.d degree. 

me: phd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offer letter? vo: sure please.  

me: i have been offered xxx fellowship which can cover all the expense during my study.  

vo: cong. (vo cong 了我 n 下 我也 thanks 了 n 下) do u know who is your future mentor? do you 

bring some information about him/her? 

me: yes, 2 second plz, (然后把导师网页给他 他看到了导师 cv 我一并给了他) 

vo: cong. your visa has been approved(应该不是我听错了 我确信他是这个说的), wish you a 

good future 

然后戏剧一幕发生了  

vo: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a little check, you will get your visa in 2 weeks. (然后给了我张粉红

的纸头)  

me: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have issued me the visa? 

vo: yes, you need just wait for 2 weeks, cong（again）. 

 

 

13. 20101/28bj1000check——工程 

新开窗口第一个签，心里还是比较忐忑。vo 是一短发白人，30 来岁 

vo：你好 

me: hido u prefer chiese or english? 

vo: english(laugh) 

me: ok  

vo: ur english is very good 

me: I stay in Britain for my msc degree 

V: oh, which school? 

M: nottigham. hometown of robin hood  

V:(laugh) wich school r u going to study in US? 

M: louisiana tech. general engineering  

V: ur study plan plz? 

M: ok. do u want to c my cv as well?  

V: great  

看了一眼我的 plan 然后开始狂打键盘 

然后被告知，check 

被拒原因：专业问题 微电子在医学及生命科学方向上的运用。因为在 plan 上写得比较详细，

签证官直接就决定 check 了。其实写 plan 之前看过敏感专业表，自以为绕过去了，结果还

是悲剧。大家在写 plan 的时候还是简单点笼统点吧，他要问就说我还没过去只知道大概方

向。准备个课程表给他看看，挑一些不敏感的课程写上。 我就是写得太细了，的确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14. 20101.5 BJ F1 1000 超惊险——会计 

高一就去英国读了半年的语言，然后一年高中，一年预科，期间护照在英国丢过，补办的护

照，去年 6 月回国后就在准备去美国的一系列事情。有个弟弟现在在美国读高中 

Me：Good afternoon,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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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Good afternoon,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the UK?  

ME: XXXXXXXX 

VO: When did you come back to China 

Me: June last year 

VO: What did you do between this period?  

Me:Blah blah....... 

VO: Do you have any photoes of you took in the UK 

Me:惊。。。。还要这个。。。。No, I don't have them at this moment. 

VO: OK, which airline did you take when you came back to China in June? 

Me: 愣。。。。全忘了。。。。en..Airchina???  

VO:看样子很不满意 Then why didn't you continue your study in the UK?  

Me: XXXXXXXXX  

VO: OK, How many universities did you apply  

Me: XXXXX 

VO: How many accepted you? 

Me: XXXXXXX 

VO; What did you study in the UK? 

Me;XXXXXXX 

VO: What subjects did you study? 

Me: Business, Accouting, ICT 

VO: But why did you apply this major at UXX  

Me: Because.......... 

VO: Did you take TOFEL? 

Me: No but I have IELTS, do you want too have a look 

VO: OK, but it's not the original copy (大学没把原件退我 ）  

ME：XXXXXXX 

VO： Why you choose this uni?  

Me: XXXxXXX 

VO: Do you have your UK transcirpt? 

ME: Yes, 递进去一大摞  

VO：看的很仔细，还把夹在里面的 Education CV 拿走了。。。Do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UK？  

Me：刚要说话，VO 直接说下一个问题 

Vo：What do your parents do？ 

Me:XXXXXXX, I have the business licnese and their income certificate, do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我低头翻资料，抬头的时候，发现这个 GG 的脸都要贴在玻璃上了，眼睛盯着我的资料夹，

好像很想看的样子。。。。于是我又问。。你想看吗？  

VO：很迫切的样子 Show me，然后研究了 2 分钟，后来我中介说，他应该是对你父母的职

业感兴趣，想知道他们一年到底能赚多少钱（父母做房地产的。。。。。） 

然后又问：你父母的其他财产证明有没？  

Me：翻找车本，房本。。。抬头，VO 又是那个样子。。。对我的材料夹这么有兴趣 

VO：Who prepared the documents for you?  

Me: leng..... My agent  

VO: Who's your agent?  

Me: 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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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Details: 

Me: 幸好兜里有名片，拿出来念 

VO：给我，给我  

Me：递进去，我还有用，你得还我  

VO：好，夸张的拿去复印，然后给我，你在美国一年的花费回是多少？ 

ME：XXXXx 

VO：说了句 sure......撕条扔出来，然后靠在椅子上，如释重负的样子 

Me：还在发愣，看见小白条。。。。愣了一会，Thank you。 

 

 

15. 200911.25BJ 上午 CHECK 三到四周——材料科学 

我是第二个,前面的本科学工程的,很快就过了,英文说得不错,然后到我了.我听不太明白,VO

是个纯白人 MM,很严肃,我一下子没适应,自己说得乱七八糟, 

第一个问题:去美国干什么? 

答:PHD IN MATERIASL SCIENCE 

第二个问题:WHAT?什么是材料  

答:乱了,都不知道自己说的啥.  

第三个问题:你有 MS 学位吗? 

答:有,对不起,没有,我是本科毕业,(一开始慌了,就答了个有.后来返过神来才明白) 

第四个问题:那为什么可以没有 MS 就读 PHD? 

答:DIRECT PHD  

 

第五个问题:要我的 CV,OFFER LETTER 

然后要导师的 CV  

第六个问题:什么是 NANO? 

答:导师是做纳米材料的. 

我本科是学药学的,纳米材料在药物的运输和包材中非常重要.  

第七个问题:重复第四个问题  

答:DIRECT 

VO:我们会审查三到四周 

我:我 1.19 要开学, 

VO:没问题 

我:拿了她还的东西,走人,没说谢谢,也没说祝感恩节快乐 

 

 

16. 200912.8 CD 被无情 check——工程 

终于 金发 GG 喊了我前面那个女生  

我心里一惊 完老 把我留给女杀手老  

结果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女生又回来了 说等一下 紧接着 VO 喊了我的名字……  

 

me:抱起一大托 文件夹 奔跑过去  

Hi good morning, sir  

VO: smile~ morning  

 so what will you study a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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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blablabla 说专业 pursue ms there  

VO: so you graduated from *** university? (说错了) 

me：no , it's ** Univer, in Chongqing 

VO: ok smile 看表格 狂打字 

马上问 do you have CV and study plan 

me: 不祥预感 估计要 check 了……  

yes, I have handed in CV and there's sp 拿给他 

VO：不语 狂打字 

me：很想插话 但是又怕说错话……沉默 

VO：so what aspects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is major? 

me: （一惊 没想过换这个方式问）well, you know, the major focus on the engineering aspects 

and they are my interests, like A B & C……（感觉这里没说好……或者 说那几个词语其实很敏感 

更加坚定了 check 我的决定！） 

VO：看看 I20 do you have deposit 

me:赶快 拿出来 顺便说了下数额  

VO：点头 还给我 

很快又问 要导师的 CV。。。 

me: 已知逃不掉被 check 了 还狡辩了下 没有 单独的导师 只有个系主任 

VO：I see……研究生都是这样 

me: 无奈 好嘛 check 吧  

拿给他 顺便 没话找话说 本科也是这个专业滴……blabla 

VO：切入正题 ok you will get visa but you know there might be 2-4weeks to wait Coz……后面大

概就是 行政审查的意思 拿出一张 绿纸 和小单 叫我去办邮政快递 

me: 哎 大势已去 只有接受了……  

顺便纠缠了下 那得不得耽误入学时间哦 

VO：没有问题的 I promise less than a mouth(这句话稍稍安抚了下我受伤的心灵) 

me: 无语了 2 秒 fine,Thank you……默默转身离去 

 

 

17. 2009CD 10.29 退学签证 check 

四川大学，研二学生退学签证 Master 全奖 中等大学，专业排名第 10 

下面是我的签经，自己感到非常的搞笑，对了，面试我的事一个胖胖的 vo，看起来就很 nice，

后来我又去听了一次讲座，还看见他了的… 

刚开始的时候 vo 叫我，我没听懂，叫了三次我才反应过来，然后心里想遭了，但是也不是

很紧张，就冲过去说了几声 sorry…  

Vo: It does not matter, maybe just because of my tone（然后我就傻笑，我心里想，哇，他真是

太可爱了，居然那么好…） 

Vo: you will go to ** university for master?  

M: Yes, I will go there study ** in master program.  

Vo: ok, what is you highest degree?  

M: I got my bachelor degree in Sichuan University in 2008.  

Vo: well, then what did you do during 2008 to present? 

M: Now I am a master student in Sichuan University. 

然后 Vo 就突然很有兴趣的转向我，我一看形势不是很好，就有点激动的撑在窗口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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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Yes, I quit! But I must explain this for you! 

Vo: Ok, go ahead! (心里狂喜，我只要说完这个，我想我一定能过的。) 

M: 说明自己退学的原因，中心思想就是说，在这边得不到老师的关注，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做的实验和原来的专业不太一样，没有兴趣。 

Vo: Could you show me you G/T 

M: ok. (不过我的 GRE 成绩有点问题，notorious ETS 给我寄了三次成绩我都没有收到，所以

我就让我们学校给我 email了一份扫描的成绩) But there is a problem. ETS sent my score to the 

wrong place, so I just asked my department sent a copy of scan one. 

Vo: ok, I know that, it will no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 advisor? 

M: yes, profess** will guide me. （然后我看他在看，我就阐述了我选这个学校的原因。）I read 

a research paper from this department. I feel its idea is very novel. So I emailed to the professors, 

then I began to talk with my advisor through emails. We feel mutual interested. Then I decided to 

join in his group. Meanwhile I recently have communicated with some students in that 

department. I feel they are very kind and ready to help. So I appreciate the amiable research 

atmosphere. Also, I like the modern labs there. So I really want to go there for my future study. 

(自己觉得这里的主动比较成功哈) 

Vo: smile~~ Do you have a CV and study plan?  

M: please wait a moment! 

Vo: ok. 然后我就看见他，整理资料，然后签字，我想我肯定过了 3，  

结果他突然问：do you like movies? (后面就是搞笑部分了哈) 

M: Yes!  

Vo: Which one?  

M: Harry potter 

Vo: 突然就瞪着我，他肯定以为我在说他，我想完了，死定了… 

M: I also like the devils wear parda!! 

Vo: smile~ Tell me that story and why do you like that?  

M: 我就开始紧张的乱编， find herself…之类的  

Vo: ok,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you visa. But it will need 2-4 weeks? 

M: 然后我就没有反应过来，问 am I checked?  

Vo: No! It will not delay your school day. And you material is all right! 

我完全被他弄糊涂了，我还想问是不是 check 了 

Vo: Have a nice trip in American! 

 

18.  20098 月 6 日北京，check 

本科毕业，ME，去 UCI 读 MS/PHD，免学费，导师给生活费。 

VO 中年白人男，看起来很和善。  

me: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 

vo: 微笑，没回话，比较意外。……看材料， you're going to UC Irvine.  

me: yes.  

vo: 记不清原话，大概说要 type in， 一会儿问问题。 

me: ok. 

vo: 敲完键盘了，问我要窗口上的四份材料。  

me: 敬上，here you are。 

vo: 一个个看，先是邀请信。就说了句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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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Thanks.  

vo: 看我 study plan，还算认真，20 秒吧。没说话。 

vo: 继续看导师信息（我直接从导师主页上粘贴的，基本都写了些从事研究领域的信息和实

验室情况）。“professor Sam……“然后照着信息往电脑里录入什么，应该是导师名字。me: yes. 

给我的感觉，他好像还认识。内心顿时十分轻松。 

vo: 敲了敲键盘，最后说要等 3 到 4 周。把寄护照的条给我，i20 等材料全部收走。  

me: 我很不情愿的说 OK，thanks。 

 

 

19. 20096.24 GZ F1 chem 全奖 苦战 yymm check——有机化学 

mm：你父母的财产证明 

我：好的。（边拿边说）但是我有全奖，不用他们资助。 

mm：哦，那我不用看那些了。给我 study plan 和 CV。（看了一眼）跟我说说有机化学和药

物化学有什么不同？ 

我【我都没写这些，为什么问这个(╯﹏╰)b 】：它们是相关的...有些做有机的老师也会做药

物...  

mm：我问的是不同！ 

我【-_-!】：有机包括很多，例如有机材料，有机药物等。药物化学就只研究药物的合成和活

性。（个人见解） 

mm：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我：有机化学 

mm：有机化学的哪一方面？ 

我（还未定导师啊我，用不用问得这么细啊）：有机材料 

mm：说说你在这方面的研究 

我（我小本一个，能有多深的研究啊。好在曾经帮师姐做过相关课题╮(╯▽╰)╭）：XXX（某

高分子名词），可以用在药物载体。 

mm：什么是 XXX？ 

我【(╯﹏╰)b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mm（皱眉）：那你究竟喜欢研究什么 

我：有机材料啊 

mm（皱眉）：还是不明白。跟刚才的有什么联系（忘了是否这样问了）  

我（心惊，多次皱眉不是好兆头）：就是 XXXXXXXXXXXXXXXXXXXXXX 

mm （打电脑，拿白条+蓝条，我的材料都没还我）XXXX4 个星期，XXXX.... 

我：那我不用再来大使馆了吧？ 

mm：不用了 

我：谢谢！ 

 

 

20. 成都 2009.4.20 F1 1000check 

全奖去前 100 的美国学校读 phd，专业气象。 

问了去美国干吗？什么专业？本科学这个不？谁出钱资助？学过物理没？我都如实回答，最

后要了我的 resume，我把 study plan 一起交了。然后他突然噼里啪啦的说了一通，而且指着

我 I20 上开学日期 8.24，我只听到 3-4 周后怎么样，我以为我签早了是不是被推迟？问他他

说不是，然后给我张白条，我以为我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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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856check——气象 

VO： 去** university 干吗？ 

ME： 去学习 meteorology，mainly about cloud， this program can help our country enhance the 

weather forecasting accuracy（准备过的，顺利的说了 3 句，被打断） 

VO：你认识这个学校的教授吗？ 

ME：不认识 

VO: 解释以下什么叫 numerical weather forecasting model 

ME: 解释了一通 

VO: 我不懂 

ME: 又解释一通 

VO: 好的，把导师的简历给我。(瞄了几眼，沉默了几秒)你导师的一个领域是 remote sensing？ 

ME：是的，但是我只是 analyze the data 

VO: 你被 check 了，把你的 study plan 给我 

ME: 我没有，但是我又 resume 和 persenal statement？ 

VO: 好的，给我，等三周左右，我们会通知你。(然后是大大的微笑，感觉 jfmm 好漂亮，想

上去亲一口，可惜隔着玻璃) 

ME: 谢谢。 

 

 

22. 20096 月 8 日 北京 F1 1000 PhD EE check 

Me：Nice to meet you. 

VO: How are you?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n US? 

Me: ...(说了我去读 PhD)  

VO：（看电脑，开始敲字）Could you give me your advisor's CV, your offer letter, your CV and 

research plan?  

Me: OK.(给材料)  

VO：（看材料）What are you doing now？ 

Me：...(说我马上要硕士毕业) 

VO：Can you explain your major to me? 

Me:...(说我的专业的商业用途) 

VO：OK。... we need to tak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nd it takes about two to three weeks. . .(给

了我绿色的邮寄条)  

Me: Thanks. 

 

 

23. 2009GZ6.5 chem 携签～很不水的 check 

以下是记忆中的对话 全程英文 为方便记录 我大部分直接写中文啦  

F1/F2：早上好  

VO：早上好  

VO：（抬头 有点意外）你们是 couple？  

F1/F2：Yes VO：结婚多久啦 

F2：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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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什么学校？  

F1：XXX 大学  

VO：在国内已经有硕士学位了吗  

F1：是的  

VO：什么学校？ 

F1：A 大学  

VO：你也大学毕业吧？什么学校的？  

F2：B 大学  

VO：在什么地方  

F2：XXX  

VO：你的专业是什么？ 

F2：XXX  

VO：你们不在同一个学校 不同地方 怎么认识的  

F2：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在 A 地有一个分院 我在 A 地读了 3 年后 又回本部读了 2 年（很紧 

张 怕 VO 不能明白我的解释）  

VO：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F2：去年的 10 月  

VO：结婚证看看  

VO：有照片么？ 

F2：有 小本的是婚纱（特意带了掌中宝 可以递进窗口） 

VO：（指着婚纱照）这是哪里？  

F2：厦门 鼓浪屿  

VO：噢 我去过哪里  

F2：还有一本大本生活照 （边翻）这是 2003 年 我们在游乐场照的 这是在 A 大学照的 这

是 2004 年在 。。。。。 

VO：（指着婚礼的照片）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F2: 5.1 今年 

V0:噢 去年 5.1  

F2：不 是今年 5.1 但是我们去年国庆领的结婚证  

VO：为什么去年领结婚证 今年才婚礼  

F2：因为领证完还有其他准备 酒店也很难预定  

VO：（一副不是很明白的样子）为什么你们这么年轻就结婚了？  

 F2：噢 我们已经 26 岁了  

VO：可是其他来签证的人很多都没结婚 或者是结婚了 但是丈夫或妻子并不跟着过去  

F2：我是想过去照顾他的生活  

VO：可是过去 你不能读书 不能工作 不会觉得无聊么？  

F2：不会的 VO：（笑得很开心）  

VO：你的专业是什么  

F1：化学 VO：有没有研究计划 

F1：（递上研究计划）  

VO：已经有导师么？  

F1：没有 学校的制度是第一学期末才定导师 但是我对其中一个导师比较感兴趣（准 备 给

有关导师介绍 可是 VO 没有反应 直接忽略了）  

VO：你有奖学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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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有的这是我的 offer 

VO：（撕蓝条 写单子）你们的护照会邮寄给你们 

VO：噢 你也需要这个（撕条） 

F2：谢谢  

F1/F2：谢谢 Have a good day！ 

 

 

24. 20095 月 14 号上海 F1 化学 check 

我的面谈过程大概如下：在短暂问候 how are u 之后，VO 抛出来三个单词：why like Chemistry? 

我当时真的是一下子被问晕了。刚上来就要我大篇论述，再加上好久没讲英语。就结结巴巴

地说 analytical chem can be widely used in pharmacy, food industry and geochemsitry。然后……

懵掉了，说了句 sorry，VO 把我打断，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例如：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US?之后要了我的 study plan 和 resume，就说我被 check 了。我想自己本来可以发挥得好

些吧，他问的问题我提前都准备过，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懵了……  

 

 

25. 2009 SH, 0603 CHECK——机械工程 

轮到我了，我来到了第二个窗口，传说中的 HRMM 这了。。。 HELLO, HELLO, so you are going 

to pursue a PHD? yes. You are going to study Mechnical Engineering? yes. What's aspect? Solid 

Oxide Fuel cells..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me to explain it to you? 由于有些紧张，我的 explain 

这个单词没念利索，，，，于是我又重新说了一遍。。汗。。。 OK。 然后我就 balabala。。。 说

了预备好的几句话，她趁我换气的时候打断我， OK，show me your resume and your advisor's 

resume. 然后我赶快给她拿材料。 之后就没有对话了。 她看了我的简历，然后看着我 advisor

的简历，从中搜索敏感词汇。很不幸，她找到了。 于是，她就对着电脑打字了。我发现她

打字还真的慢，用手指头一个一个敲的。。。 此时，我知道，她已经做决定了。 然后，她的

routine 的话来了： Your visa is ok, but because of....we need to check you for a months..... me: 

Am I checked?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26. 2009 北京 63 签证顺带 check 问题 

本人是环境工程转化学工程。PHD 

面我的是个白白的，帅帅的，像悟空的，没戴眼镜的，大大帅哥，这里简称 sg 

M,good morning, 

sg, good morning, 问我要不要休息，  

m,no thanks, 

sg, 你学的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 univ? 

m, yes, 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cv, 

sg, ok 

看了一会 cv,  

然后问，你有 study plan 吗？ 

m, yes,迅速呈上 copy 的 study plan. 

只看见他一个劲的在我的 study plan 上划线， 

然后又要了我导师的简历。。。  

等了 N 久，看了我一眼，把 I20 递出来说，you are approved....扔粉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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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连声说 thank you very much。  

结果他加了句，it will need two weeks. 沈阳瞬间  

  

  

  

 27. 20096.2 沈阳 F1 PhD 瞬间 Check 

我被安排到了 4 号棕发 MM，对话开始：  

 

VO: （看 I20）So ur going to... 

Me: XXX U for PhD 

VO: （啪啪打字）Ur going to study... 

Me: My major is XXX 

VO: （啪啪打字）Now ur studying in XXX U., when will u get ur B.S?  

Me: In June 

VO: （啪啪打字）Plz gimme your Prof.'s introduction, ur study plan, resume... 

Me: （打开我精心准备的透明资料夹，一顿翻）Here...you...are... 

VO: （瞪我）Where is your resume? 

Me: （ 我晕，拿错了）Sorry. Here it is.  

VO: （退给我 I20）It will be 4 weeks before u get ur visa. 

Me: Thank u, have a nice day. 

 

28. may-19-2009 广州 F1 签证“Physic-general”被 check 实录 

VO：How are you! 

Me:I am fine.Thank you. This is my material. 

我赶紧把 I-20，D156 之类的表格递过去。 

他仔细地看了几十秒，我心中已经有不详的预感。 

VO：OK. So you want to study PHD? 

Me: Yes. 

VO:Who will give the scholarship？ 

我差点没反应过来，I20 不是写着嘛，很明显是学校啦，于是答："The university".  

VO:Do you mean the XXU? 

我一边 Yes， 一边把 admission letter 递过去，还强调是 full scholarship.他貌似露出很赞赏的

表情。还要了 CV，未来导师的简介，study plan，又仔细地看起来了，期间突然很兴奋，“So 

your major now is optics?"我无奈了，难道这下终于找到被拒或者被 check 的理由了？光学专

业好像跟激光很沾边，也就很敏感了，只好 yes，事后想想挺后悔的，这时候应该赶紧说说

研究的东西，尽量淡化这种敏感性才好，说不定还能 pass。可那个时候，老实说排了那么久，

已经心力交瘁，只想赶紧结束。那个白人哥哥也不理我，自己低下头在飞快的写东西，于是

被 check 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他写完就扔给我，好像说有结果时"We will call you ."还笑

着挥挥手，“拜拜”，我无奈，也挥挥手，”Thank you，拜拜。” 

 

 

29. 2009 化工 Ph.D.成都 5.7 check 

EE 那位老兄签后，JFMM 就离开座位了，与此同时哈利拉下了窗帘，然后洪亮地叫了我的名

字（看来我是昨天他签的第一个），于是我大步走上前去：Good afternoon,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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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What do you plan to do in US?（笑脸相迎，亲切！） 

ME: To pursue my Ph.D. degre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UIC, the specific area is molecular 

simulation of fluids.  

VO: Molecular what?  

ME: Simulation. To be brief, we use computer as tool to analyze the properties of fluids. （主动报

了小方向，不过觉得 VO check 你还是根据你大方向来的） 

VO（看了看我的 OFFER LETTER）: So you have received fully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is school.  

ME: Yeah, RA from the department. 

敲键盘，并不时说 sorry, my computer is slow.... 之后取了我指纹。 

VO: Are you a master now in Sichuan University? 

ME: Actually I'll get my bachelor's degree in this early July.  

VO: Do you have a resume?  

赶紧递上 

VO: So you also study engineering in SCU.  

ME: Yeah, and there's very strong relation between what I've learned and my future research.  

VO: OK, could you please pass me your research plan? 

递上后，哈利说需要 ad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rocess, about three to four weeks. 然后给了我

白条（我看被 JFMM check 的同志给了张绿纸，哈利没给，估计是 VO 不同方法也不同吧。。）

告诉我可以去对面邮局办理快递了。 

 

 

30. 20095 月 4 号，北京，化工，check 

以下是我的签经，可能有些不足，大家凑合看啦，其实今天的问题特别恶心！ 

Me:Good morning,Sir.How are you today?  

vo:Fine。And you? 

ME:I am fine too.Thanks! 

Vo:What will you study in US? 

ME:I will puesue my PhD degree in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VO:OK.开始看我的材料，开始有不好的预感了--check  

VO:Can you tell me how many universities you apply to? 

ME:Totally seven.They are......大家一定要注意，貌似签证官是问问题，但是实际是在利用你回

答问题的时间，往电脑上不停的敲东西，这时候 check 你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哎 

VO:well,开始看我的 I20 了，然后问 how much is your cost for the fisrt year? 

ME:如实回答。。。。。我快疯了，I20 上不有吗？ 

Vo:OK,who will pay for your cost? 

ME: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gives me a full finanial aid!天啊，难道你连英文都看不懂了？看不

懂就把 I20 还我啊！怒。。。 

Vo：Do you have a rusume or your future advisor webpage?  

ME:here you are! 

Vo:emm....what aspect you will focus on?  

ME:I am sorry I do not know the exact aspect of my research.I will find it out when getting to 

US.(自我感觉此处是败笔，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好好说说，减轻敏感度)Vo:Yeah.Do you have 

some scholarship in your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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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Yes,I get it the for seven semesters.here I bring the copies.Wanna have a look? 

Vo:oK,i think you finish the processing,but I think there is something for us to do! 

ME:do you mean you will check on me? 

VO:yes.It will be three months,and then some person will contact you! 

 

 

31. 20095.6 北京，1000，化工，check 

轮到我们这一对了，在 3 号窗口，结果，在举牌之后，vo 不知去忙什么去了。我们又等了

一段时间。  

Vo 回来了，我是 1 号，一下是我们的对话  

VO: Good Morning! 

Me: Good Morning!  

VO: Are you from ***University? 

Me: Yes  

VO: Are you go to ***University to study chemical engineering. 

Me: Yes. My research field is mainly about fuel cell. 

VO: Fuel Cell? Great. 

VO: Do you have a resume? 

ME: Yes, （递进去，早就知道肯定要 check，都准备好啦！）  

VO：A good GRE score. 

ME; Thanks 

VO: Do your have your advisor’s resume? 

Me: Yes. I got it from website. 

VO: 敲键盘，这次时间很长  

VO：Do you have a research plan? 

Me: Yes 

VO:敲键盘，No problem with your visa! We have 6-8 week to ……the process.(以下换成汉语说

了)我们需要 6-8 周来进行一个行政审查，这次审查过了，以后 4 年都不要在有这个过程了，

你寒假，暑假回国的话，签证 7 天内就能通过。 

Me:六到八周一定可以吗？ 

VO：这个不敢一定保证，但是一般没有问题的，平均就是这么长时间。（然后撕了粉色的邮

寄回执和白色的 check 条）  

Me：谢谢 

 

 

32. 2009 4.28 北京水 check 

VO: Good morning(看材料) 

Me: Good morning  

VO:So, you are still studying in Tianjin? 

Me: Yes, I am a senior student in Tianjin U... 

VO: And you will go to study... 

Me: (赶紧接话)Yes, I will go to pursue a Ph.D. degree in XX in XX U, and my research will focus on 

XX 

VO: (打字，点头)Do you have resume and researc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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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Yes(赶紧找，VO 继续打字)....Here it is 

VO: (看 research plan...) 

Me: (我的 career plan 在后面，怕她不看)My career plan is also attached  

VO: OK..(还是没看)...So, do you have an advisor in your future university? 

Me: Yes, I have an advisor  

VO: Do you have the introduction to your advisor? 

Me: Yes(赶紧找，同时带出了 offer letter)  

VO: (指着 offer letter)XXXXXXXX.....(没听见，光顾找教授的介绍了)  

Me: Yes, it's the offer letter... 

VO: Do you have a copy of the letter? (原来是这意思，汗..到这儿我已经觉得要被 check 了) 

Me: No....  

VO: (拿着教授的介绍和我的简历走了，此时我知道肯定要被 check 了，秒秒钟回来，换中文

了)你通过了，但是需要行政审查，录取信的原件还给你(递出 check 的条子和办快递的单子) 

Me: 好的，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VO: 十二周  

Me: OK, thank you very much 

VO: You're welcome 

 

33. 20086.23 成都小胡子 1000 check 

专业 Finance 有部分奖 

1．Why US?  

2．What’s your plan after graduation?  

这个问题我大概只说了一句 小胡子就严肃的告诉我 他不要背诵的答案 

本来一点也不紧张的 被他这么一说 之前准备的答案全忘了 一片空白 于是又把那句开头重

复了一次。小胡子又说：“说话的时候要盯着对方的眼睛 这点很重要！” 这时我已经彻底晕

了 于是又重复了一次那个开头 巨汗 

这时小胡子已经很不耐烦了 就问了其他问题 

P.S: 我的心理素质没我想象中的好 还是遇到小胡子变的紧张起来 不管怎样建议和我一样

的 练习时找个人盯着 然后说的时候多停顿一下 不要让 VO 怀疑你在背答案 

3．看到了我的 GMAT 成绩 问我 Math 怎么分不高呢？ 

奇怪 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我还是说考试发挥不好 平时的 Math 很不错的 

后来回家才发现 小胡子同学看错了 他用笔划的地方是平均成绩 不是我的成绩 当时怎么没

发现呢 不然可以跟他呛一下了 

4． Who will support you? 

5．What your parents do? 

在这里纠结了很久 他要了 房产证明和银行存款证明 父母的工作收入证明  

我父亲有个自己的厂 收入还不错 但除了工作和收入证明我没有带任何关于我爸爸厂的证明

材料去所以后来分析了一下 小胡子应该就是怀疑我爸爸厂的真实性 

  

大概 7，8 分钟就结束了 小胡子只说一个星期内会打电话 让我等消息 

然后收走了我的护照，DS 表，我爸爸的工作收入证明没有给我什么条 

 

6.23 小胡子似乎 check 了不少人 据大家分析 小胡子真的很看重你的家庭收入状况是否能

cover all the fees 这方面的材料一定要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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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回家等电话 6 月 27 日上午 10：40 左右 中秘打电话到我爸爸的厂 刚好我爸爸在 中秘问

了我爸厂的规模 主要销售什么？有几个销售员？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为什么打了 2 天的

电话都没打通？因为那几天天气很恶劣 电话线被大风吹断了 抢修了两天才通的 真是太不

巧了。 大概谈了 20 分钟。 我真的没想到中秘居然会连续 3 天打电话 居然没有放弃直接拒

我 真的很好奇也很感谢她的执着！ 

  

然后 7 月 2 号下午 2：30 中秘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周三下午 2 点去  

VO 还要面谈一下  

因为我以为 check 都要一个多月 于是就跑出去旅行了 接到这个电话的前一天才出发的 当时

别提有多郁闷了 赶紧买机票往家赶啊！！ 

  

7 月 9 日 下午 1：30 美领馆的那排长凳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当时还以为不上班呢 吓的我 

2 点进去 空无一人的大厅 奇怪 

2：15 小胡子的窗口打开  

问：what’s your plan after graduation? 

这个问题我又认真准备了一下 背的很熟了 然后一直盯着他说 不过小胡子全程盯电脑 郁闷

一个。 然后小胡子就问我 为什么爸爸厂里的电话一直打不同 这点非常奇怪，而且他们有打

114 查也没查到什么信息！他们还真的打了 114 啊！！ 于是我解释了一遍。  

小胡子又问我要我爸爸的工作证明和存款证明 还有存折！ 这次我带了包括营业执照和财务

报表等等一大堆材料 小胡子看的很认真 

看完后 他让我坐在那等 于是就跟中秘在讨论 不知道说什么 我无比紧张的一个人坐在大

厅 觉得要被拒了 因为小胡子的样子看起来非常的怀疑我  

大概 5 分钟后 小胡子把我的护照递给我 我的心顿时就凉了 以为被拒了 

但看到了上面印着 VISA……………………………… 

我说了声 thank you 就走了 狂喜 

 

 

34. 20087.1 GZ 1000Check CSC 公派 PhD EE 

签证过程： 

M: Good afternoon, madam. nice to meet u. 

V: ok. how r u? 

M: fine, thank u. here are my documents. (Passport, DS2019, DS Forms, offer letter, admission 

letter, CSC certificate, note)  

V: ok (reading them) 

M: i am going to ... to pursue my PhD degree in EE. my research will focus on ..... 

V: well, EE (continue reading ds forms) 

V: when did u get ur master? 

M: I got it several days ago. 

V: ok. so why ur visa is J-1?  

M: that's because my study is partly sponsored by my country. I have to come back to china after 

my graduation.  

V: CSC? 

M: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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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ive me your cv, research plan, and, let me think.....(seems she wanna check my visa) 

M: (at once) here are my cv, research plan, and my advisor's cv. my research will focus on ........ so 

it is not sensitive.  

V:ok. (smile, continue seeing them) 

Reading my documents: 1-2 min......  

Printing: 2-3 min..... 

V: .......(not clear) we will need 5 weeks to process.  

M: my research program is really not sensitive. and also, the enrollment date is coming, so the 

time is really very tight for me. 

V: .......(not clear) we will need 5 weeks to process. u may leave your passport here. we will 

express it to u when ur visa is ready. or u may take it and come here again when ur visa is ok. 

which one do u want? 

M: ok. i will leave it there. u know, the enrollment date is coming. so would u please help to 

process my visa as fast as possible?  

V: today is 7.1. ur start time is 8.14. so u could catch the deadline. 

M: ok.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good day. byebye  

V: u too. Bye 

 

 

37 2008 广州 5.19 水 check——计算机信息科学 

本人 SCNU 的在读研究生，PHD，全奖，方向是 GRID COMPUTING 

VO: 给我看你的学生证 

ME: 给你 

VO: 给我你的 CV,你的导师的 CV，Study Plan 

ME: 给你  

VO: blablabla 一大段，没听太清楚。估计是说你的专业是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所以要 Check 

ME: 谢谢 

 

 

38 20086 月 17 BJ1000 水 check 

到我的时候，vo：whyusa？打字状！ 

me：blabla 

vo：点头状  

your cv，study plan，advisor‘s cv 

me：递上。 

Vo:congratulations! it takes about four weeks。 

 

 

39 BJ 6.10 bioengineering 全奖 Ph.D 水 check! 

me:good moring, sir?  

VO:good moring. How are you?  

me:Fine, thank you, and you?(果然是初一第一课的内容。。。)  

VO:I'm fine. How old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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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大脑空白半秒钟，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I am xx.  

VO:Where are you study now?  

me: I am a master student in xxx, majoring in materials. I will get my master degree next month.  

VO(立马睁大眼睛):Materials? What material? 

me: activated carbon.(自己的一个失误，为 check 埋下伏笔，建议后面的签友如果不想引起

VO 什么特殊兴趣或者想尽量淡化自己的敏感专业的话，这里不妨多说一些，说的翔实一些。

注意：详尽，避免敏感词汇。只要 VO 没有什么兴奋点，他一般会接着往下问)  

VO...so... you will go to USA? 

me:Yeah, I will go to XXX to pursure my PhD degree, majoring in protein engineering. 

VO 开始狂打字，像是在寻找敏感词汇呢)  

me:沉默（不好，应该接着说点什么，但是我当时实在觉得突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 VO

面无表情就在那里专注地打字，好像我是空气） 

VO：do you have a CV?  

me: yeah, here you are.  

VO:（沉默，狂打字）do you have a advisor?  

me: yeah, my advisor is xxx.(很傻的回答) VO: do you have the study plan and your advisor's 

biography?  

me: yeah, here you are. (这时隐约感到要 check)  

VO: OK, I can approval your visa, but you need ......weeks...(后面就没有听了，之后，黄条飘出） 

me: Am I checked?  

VO: yes. me: OK,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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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被拒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拒签案例得出的十五大拒签原因： 

1. 本身没有语言成绩，单纯去读语言课程；或没有语言成绩，去读双录取课程的同学。，

如果签证官发现你的口语太烂，连最基本的交流都有问题的时候，那就危险了。 

2. 没有明确的学习计划和目标。签证官问及专业描述或为什么去美国或 XX 大学学习 XX 专

业的时候，一定要拿出有利说服力让签证官相信你，而不是说半天，连自己都不知道为

什么的。如某极品案例：签证官问他为什么去学习 XX 专业，他直接回答不知道。不挂

你挂谁呀！ 

3. 大龄女青年。这个案例不是说绝对的，只是签证官会对这种情况比较感兴趣。对于这种

情况，首先面试者不要慌，坦然面对就好。关于去美国读本科、硕士或博士的原因以及

与你未来会从事的职业的关系相关就好。 

4. Gap Year。尤其是对于毕业后 1-2 年空窗期的申请者，签证官会问及这段时间你具体在

做什么？若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容易被拒掉。 

5. 转专业容易被拒。在转专业这一环申请者需要尤其注意，需要向签证官详细陈述为什么

你要转学不同的专业并且了解具体转多少学分，即使不知道，也需要给出一个很好的解

释说明。 

6. 只申了一所学校。一般申请，大致可以申请10所左右的美国大学，从中选择并获得offer。

但是，对于只选择一所的学校，签证官会很难理解。这时候如果你的解释不能让签证官

满意的话，很可能会被拒掉。 

7. 有亲戚在美国移民。签证官问及美国是否有亲戚的时候，不要刻意隐瞒签证官事实真相，

因为很冒险，一旦签证官查出你撒谎，那么这条就会记录在案，这样，可能你一辈子都

去不了美国了。 

8. 材料准备不充分。如，签证官向你要父母的工作证明，你居然拿不出，那你很可能被拒。 

9. 夫妻俩一起申请签证，一个 F1，一个 F2,国内无房无车无小孩无托福无 GRE。这是铁了

心告诉签证官我就是要移民的，不拒你拒谁呀！ 

10. “铁饭碗”类似。如果你告诉签证官，你之前找的一份国企的工作就是为了“稳定”、“铁

饭碗”。那么签证官会很乐意告诉你“他很抱歉”的。 

11. 太听中介的话，材料太完美。 

12. 福建人。不要问我为什么。 

13. 不要用“信用社”的资金证明。美国人不了解的金融机构最好少用，如信用社。 

14. 敏感专业和方向。遇到敏感专业几乎都会被 CHECK，不乏被拒的结果。 

15. Why transfer?Why the school?why Study American?……这类 Why XXX 的问题回答不上或

回答的很勉强，基本必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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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敏感专业列表 
 

综合 check 案例得出的敏感专业列表： 

综合 200 个 check 实例，现将容易被 CHECK 的敏感专业罗列如下： 

常规弹药（Conventional Munitions）——弹头和其他大口径炮弹（Warheads and other large 

caliber projectiles）、反应装甲和弹头失利系统（Reactive armor and warhead defeat systems ）、

复兴和武装系统（Fusing and arming systems）、电子对抗系统（Electronic countermeasures and 

systems）、新型爆炸物和配方（New or novel explosives and formulations）、自动爆炸物检测

装置设备（Automated explosive detection methods and equipment）。 

核技术（Nuclear Technology）——裂变材料（Enrichment of fissile material）、辐照核燃料后

处理及恢复生产钚（Reprocessing irradiated nuclear fuel to recover produced plutonium）、生产

重水慢化材料（Production of heavy water for moderator material）、钚和氚处理（Plutonium and 

tritium handling）、电力电抗器和生产反应堆（Power reactors, breeder and production reactors）、

核裂变与特殊核材料（Fissile or special nuclear materials）、铀浓缩，包括气体扩散，离心机，

空气动力学，化学，电磁同位素分离（EMIS），激光同位素分离（Uranium enrichment, including 

gaseous diffusion, centrifuge, aerodynamic, chemical, Electromagnetic Isotopic Separation (EMIS), 

Laser Isotope Separation）、乏燃料后处理钚混合氧化物核研究惯性约束聚变（ICF）（Spent fuel 

reprocessing, plutonium, mixed oxide nuclear research 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 (ICF)）、磁约

束聚变（Magnetic confinement fusion）、激光核聚变，高功率激光器，等离子体（Laser fusion, 

high power lasers, plasma）、核燃料制造，包括（铀钚混合氧化物）燃料（MOX）（Nuclear fuel 

fabrication including Mixed Oxide (uranium-plutonium) fuels (MOX)）、重水生产（Heavy water 

production）、氚的生产和使用（Tritium production and use）、强化技术（Hardening technology）。 

火箭系统（Rocket Systems）包括弹道导弹系统，空间运载火箭和探空火箭和无人机（UAV）

（包括巡航导弹，无人靶机，侦察机）。 

火箭系统和无人机（UAV）系统技术包括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阶段，液体推进剂发动机。其他

关键子系统包括再入飞行器，导向套，推力矢量控制和弹头保险，解保和融合。许多这些技

术是军民两用。具体专业有—— 

液体与固体火箭推进系统（Liquid and solid rocket propulsion systems）、导弹推进综合系统

（Missile propulsion and systems integration）、分离机制或独立火箭阶段（Individual rocket 

stages or staging/separation mechanism）、航天热（如高温合金）和高性能的结构（Aerospace 

thermal (such as superalloys) and high-performance structures）、推进系统测试（Propulsion 

systems test facilities）。 

导航，航空电子和飞行控制可用在火箭系统及无人驾驶飞行器（UAV）（NAVIGATION, AVIONICS 

AND FLIGHT CONTROL USEABLE IN ROCKET SYSTEMS AND UNMANNED AIR VEHICLES (UAV)），设

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射程的准确性以及武器的杀伤性。专业包括—— 

内置导航系统（Internal navigation systems）、跟踪与末端制导装置（Tracking and terminal 

homing devices）、加速度计和陀螺仪（Accelerometers and gyroscopes）、火箭、无人机及飞

行控制系统（Rocket and UAV and flight control system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化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Chemical, Biotechnology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此项

技术用于研制生化武器。专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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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生物学（Aerobiology）、生物化学（Biochemistry）、药理学（Pharmacology）、免疫学

（Immunology）、病毒学（Virology）、细菌学（Bacteriology）、真菌学（Mycology）、微生物

学（Microbiology）、微生物培育（Growth and culturing of microorganisms）、病理学（Pathology）、

毒理学（Toxicology）、毒理学研究（Study of toxins）、致病因素（Virulence factors）、基因工

程与 DNA 技术（Genetic engineering, 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与致病性相关的核酸序

列鉴定（Identification of nucleic acid 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pathogenecity）、冷冻干燥技术

（Freeze-drying (lyophilization)）、发酵技术（Fermentation technology）、交叉过滤设备

（Cross-filtration equipment）、高 DOP 额定过滤器（High "DOP-rated filters"）、微胶囊

（Microencapsulation）、喷雾器和技术，气溶胶和雾化技术（Aerosol sprayers and technology, 

aerosol and aerosolization technology）、喷雾或滚筒干燥技术（Spray or drum drying 

technology）、铣削设备或技术用于生产微米大小的颗粒（Milling equipment or technology 

intend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micron-sized particles）、消除静电荷的小颗粒技术（Technology 

for eliminating electrostatic charges of small particles）、飞行培训（Flight training）、作物喷粉

（Crop-dusting, aerosol dissemination）、无人机技术（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echnology）、保险丝、雷管及其他炸药技术（Fuses, detonators, and other munitions 

technology）、子弹药技术（Submunitions technology）、计算机传播或模拟技术（Computer 

modeling of dissemination or contagion）、化学吸收（Chemical absorption）； 

化学方向包括—— 

有机磷酸盐化学（Organo-phosphate chemistry）、神经化学（Neurochemistry）、化学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化学分离技术（Chemical separation technology）、农药生产技术

（Pesticide production technology）、药学生产技术（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化学分离技术（Chemical separation technology）、毒理学（Toxicology）、药理学（Pharmacology）、

神经内科（Neurology）、免疫学（Immunology）、有毒化学品气溶胶检测（Detection of toxic 

chemical aerosols）、衬玻璃的钢反应器/容器，管道，法兰，及其他设备的生产（Production of 

glass-lined steel reactors/vessels, pipes,flanges, and other equipment）、喷雾器技术（Aerosol 

sprayers and technology）、飞行培训课程（Flight training）、作物喷粉与气溶胶（Crop-dusting, 

aerosol dissemination）、无人机技术（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technology）、保险丝雷

管与其他弹药技术（Fuses, detonators, and other munitions technology）、子弹药技术

（Submunitions technology）、计算机传播模型（Computer modeling of dissemination）。 

遥感成像与侦查（Remote Sensing, Imaging and Reconnaissance）具体专业包括—— 

遥感卫星（Remote sensing satellites）、高的分辨率的多光谱，电光和雷达/数据/图像（High 

resolution multi-spectral, electro-optical and radar/data/imagery ）、成像设备（ Imagery 

instruments, cameras, optics, and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ystems）、地面接收数据成像处理系

统（Ground receiving stations and data/image processing systems）、摄影（Photogrammetry）、

成像数据与信息产生（Imagery data and information products）、飞行（Piloted aircraft）、无人

机（Unmanned Air Vehicles (UAV)）、遥感飞行机（Remotely-piloted vehicles; and drones）。 

高级计算机（微电子）技术（Advanced Computer/ Microelectronic Technology）高端计算机

软件对导航系统的发展以及核武器生产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包括—— 

超级（混合）计算（Supercomputing, hybrid computing）、语言处理、认知系统（Speech 

processing/recognition systems）、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数据融合（Data fusion）、量

子阱共振隧穿（Quantum wells, resonant tunneling）、超导（Superconductivity）、高级光电

（ Advance optoelectronics ）、声波设备（ Acoustic wave devices ）、高级光电设备

（Superconducting electron devices）、X 光系统（Flash discharge type x-ray systems）、频率合

成器（Frequency synthesizers）、微机补偿晶体振荡器（Microcomputer compensated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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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illators）。 

材料技术（Materials Technology）飞行器、航天器、海底车辆以及推进设备最基本的组成。 

具体专业包括—— 

高级金属合金（Advanced metals and alloys）、非复合陶瓷材料（Non-composite ceramic 

materials）、陶瓷金属陶瓷、有机和碳材料（Ceramic, cermet, organic and carbon materials）、

高分子材料（Polymeric materials）、合成液（Synthetics fluids）、热等静压（Hot isostatic）、

致密化（Densifications）、金属间化合物（Intermetallic）、有机金属（Organometals）、液体和

固体润滑剂（Liquid and solid lubricant）、磁性金属和超导导体（Magnetic metals and 

superconductive conductors）。 

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相关的技术与加密技术和加密系统，以确保保密通信，视

频，数据和相关软件。 

激光定向能系统技术（Laser and Directed Energy Systems Technology）专业具体包括—— 

原子蒸气激光同位素分离（AVLIS）（Atomic Vapor Laser Isotope Separation (AVLIS)）、分子激光

同位素分离（MLIS）（Molecular Laser Isotope Separation (MLIS)）、高能激光器（HEL）（High Energy 

Lasers (HEL)）、低能激光器（LEL）（Low Energy Lasers (LEL)）、半导体激光（Semiconductor lasers）、

自由电子激光器（Free electron lasers）、定向能系统（Directed Energy (DE) systems）、动能系

统（Kinetic Energy (KE) systems）、驾束，粒子束，电磁炮，光电/电光学（欧洲）（Particle beam, 

beam rider, electromagnetic guns,Optoelectronics/electro-oPtics (Europe)）、光学跟踪（Optical 

tracking）、高能密度（High energy density）、高速脉冲器（High-speed pulse generation, pulsed 

power）、超音速（Hypersonic and/or hypervelocity）、磁流体（Magnetohydrodynamics）。 

传感器与传感器技术（Sensors and Sensor Technology）相关专业有—— 

海洋声学（Marine acoustics）、光学传感器（Optical sensors）、夜视装置（Night vision devices, 

image intensification devices）、比重计（Gravity meters）、高速摄像装置（High speed 

photographic equipment）、磁力学（Magnetometers）。 

海洋技术（Marine Technology）与潜艇深潜船相联系，以及海底推荐系统装置。具体专业有

—— 

潜艇和潜水器（Submarines and submersibles）、海底机器人（Undersea robots）、海洋推进系

统（Marine propulsion systems）、签名识别（Signature recognition）、声学及非声学探测（Acoustic 

and non-acoustic detection）、声学与雷达（Acoustic, wake, radar and magnetic signature 

reduction）、磁流体（Magnetohydrodynamics）、斯特林发动机和其他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

（Stirling engines and other air independent propulsion systems）。 

机器人技术（Robotics）具体专业有——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自动化（ Automation ）、计算机控制仪器工具

（Computer-controlled machine tools）、模式识别技术（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ologies）。 

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专注于城市设计与结构系统。具体专业包括—— 

建筑学（Architecture）、土木工程学（Civil engineering）、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环境规划（Environmental planning）、地理学（Geography）、住房（Housing）、园林建筑

（Landscape architecture）、土地利用和全面规划（Land use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城

市设计（Urba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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