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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概述 

中山大学交换生学伴项目（Buddy Program）是一个志愿者项目，主要

是为来我校学习的校级国际交换生寻找学伴，一方面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我

校的学习和生活，认识广州，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争取在我校营造国际

化的交流氛围，为我校学生建立与国际学生互动的平台，从而加强我校学

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拓展其国际视野。 

第二节 结对工作 

结对原则：“一个学伴对应一个交换生”或“两个学伴对应一个交换生”。 

结对时会先考虑学伴的志愿，再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以下称国际处）

进行总体协调，并指定一名学伴组长。 

第三节 学伴的主要任务 

初期接触  

结对工作完成后，国际处通过邮件把学伴正式介绍给国际交换生。随

后，学伴开始与各自负责的国际交换生建立联系（首次联系时，所有学伴

使用统一规格的邮件，国际处负责提供邮件模版）。 

学伴组长负责建立学伴团队与国际交换生团队的网上交流群，如 skype, 

facebook 等网上交流空间。 

双方可以通过初期接触增进相互了解。学伴提供咨询，为国际交换生

顺利抵达我校做好铺垫。 

 

人民币兑换  

国际交换生抵达机场后，交通用餐等方面可能需要现金消费，国际交

换生入住留学生宿舍时也需用现金缴纳押金，因此，学伴应提醒国际交换

生在本国兑换好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以备不时之需。 

国际交换生抵达学校后，学伴应指引国际交换生到中国银行兑换更多

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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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接机 

学伴把“接机申请表”(Pick-up Service Application Form)发给各自负责的

国际交换生，收集其航班信息。组长负责整合所有的航班信息，做成总表，

表中需列明各国际交换生的航班信息及相对应的接机人员。 

一般情况下，由国际交换生对应的学伴接机，如学伴因个人原因无法

到场，可由组长统筹安排其他组员代接。组长应特别注意核实对方航班号、

准确的到达时间和到达地点，及时调整接机安排。  

为应对特殊情况，学伴需详细告知国际交换生从机场到中大南校区的

交通路线。在国际交换生赴华前，学伴应将以下地址发给他们，让其打印

好并随身携带，以便乘坐出租车时告知司机。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ormi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50 

meters inside the South Gate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学留学生宿舍（新港西路中山大学南门直入 50 米） 

 

入住宿舍（南校区留学生宿舍 1、2 号楼） 

国际交换生抵达中山大学后，可持录取通知书和护照到中山大学留学

生宿舍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入住时需要交付 1000 元左右的押金（现金），

请国际交换生提前准备一定数额的人民币（现金）。 

 

注册  

注册（Registration）是国际交换生入学的正式手续。国际学生的注册地

点为留学生办公室(The Offi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ffairs)，位于紫荆园

餐厅旁。具体注册时间以录取通知书为准，注册期一般为 2-3 天。国际交换

生注册时须按录取材料要求带齐相关材料。如交换生无法在指定日期前进

行注册，须提前通知学伴并由学伴上报国际处备案。 

 

入境手续/签证 

国际交换生若对签证亊项有疑问，应向学校留学生办公室了解清楚最

新的签证政策与相关规定。 

1. 临时住宿登记 

所有国际学生，不论持何种签证入境，都必须在入住宿舍、公寓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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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的 24 小时内到当地派出所进行登记，申请《境外人员临时住宿登记表》，

并随身携带此证明。 

2. F 签证/X 签证 

持 F 签证（来华学习时间不超过六个月）入境的学生，若不出境，则

在办理临时住宿登记后，无需办理其他签证事宜。 

持 X 签证（来华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入境的学生，必须从入境日算

起 30 天内，持相关资料向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居留许可。请向

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工作人员咨询具体的流程以及所需资料。 

请学伴协助国际交换生完成入境手续/签证事宜。 

     

办理校园卡  

国际交换生抵达我校后，应到留学生办公室办理注册。完成注册后，

国际交换生将会获得一本中山大学学生证。国际交换生应持学生证、一张

证件照片和工本费 30 元到校园卡管理中心填写申请表，办理校园卡。 

办理校园卡一般需要 3-4 工作日，故建议学伴陪同国际交换生完成注

册手续后立刻前往校园卡中心办理校园卡，以便于国际交换生在校园内用

餐、办理网络和进入图书馆等。 

 

前往学院报到 

一般来说，大部分国际交换生都会到我校的国际汉语学院学习中国语

言，这部分学生在留学生办公室完成注册后，可直接到国际汉语学院 103

室报到（国际汉语学院和留学生办公室在同一栋楼）。 

另外一部分国际交换生会到我校其他学院学习，譬如中文系、管理学

院、岭南学院等。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换生在留学生办公室完成注册后，

学伴需陪同国际交换生到相应学院，找该院的教务员完成报到手续。 

 

选课  

1. 交换到国际汉语学院的交换生可直接到国际汉语学院办理选课。 

2. 交换到非国际汉语学院的交换生要在中山大学本科教务系统中确认

选课，选课时间为到我校报到注册后到开学后两周，其中第 1-2 周为试听课

程时间，交换生在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可以跨年级和专业选课（考虑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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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考试时间可能会冲突，因此不建议选太多跨年级和跨专业的课程）。 

然后，国际交换生需填写纸质版《中山大学交换生选课登记表》，确认

修读的课程需要经得开课老师的签名同意，并在开学第 3 周前提交纸质版

选课登记表到教务处合作与交流科及所交换的学院系教务办，学校教务处

合作与交流科将根据交换生提交的纸质申请表在系统中录入交换生的选

课。 

学伴需要帮助交换生熟悉我校本科教务系统，帮组他们了解我校的开

课情况，协助交换生选课，有任何问题，可随时与教务处合作与交流科的

老师沟通 ，电话：020-39332175；邮箱：jhsdzzp@126.com。 

 

购买中国手机卡 

一般来说，国际交换生抵达我校后，都希望可以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平

安，因此，购买中国手机卡已成为重要事宜之一。请学伴提前了解学校附

近购买手机卡的地方，然后陪同国际交换生前去购买。 

 

网络 

1. 宿舍网络 

我校所有学生宿舍的网络都由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管理，请学伴陪同

国际交换生到网络中心办理开通网络事宜（国际交换生需携带校园卡）。 

2. 其他网络 

国际交换生宿舍网络未办理好之前，学伴可指引国际交换生到图书馆

上网，或者使用中大无线网络。中大无线网络覆盖的地点包括：逸夫楼、

图书馆、教学楼等。 

 

购置生活用品 

一般来说，国际交换生来华携带行李不多，入住宿舍后，他们可能需

要购置大量的生活用品。学伴应陪同国际交换生购物或提供意见及帮助。

可考虑在校内超市或西门附近的百佳超市购置生活品。由于购买商品后可

能因尺寸、颜色问题需要更换或退回商品，因此购物时务必保留发票。  

 

http://inc.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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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设施介绍  

学伴有必要向交换生介绍校内外的学习、生活、娱乐设施。一般而言，

交换生比较关心的设施包括图书馆、饭堂、运动场馆（包括游泳池、体育

馆、球场等）、 银行及 ATM、邮局、地铁站、电影院等。 

 

银行账户  

兑换现金：建议学伴陪同国际交换生前往中国银行兑换人民币、国外

支票等。请学伴提前了解学校附近的银行网点。 

开设账户：国内银行需以现金开户，所以国际交换生应随身携带一定

数额的人民币。 

注意：兑换现金和开账户都要携带护照（Passport）和签证（Visa）。 

  

保持定期联系  

保持定期联系对了解交换生生活、学习情况，随时提供帮助十分重要。

建议每周至少沟通一次，形式不限。在提供帮助上，学伴应积极主动，一

旦视察到问题存在就要及时解决，必要时须报告组长。  

 

处理危急情况 

在陌生的语言和社会环境中，学伴往往是交换生的依靠。学伴应保证

交流工具的畅通，即保持手机开机、定期查看邮箱等。一旦交换生出现危

急情况需要学伴协助解决时，学伴应当： 

 当机立断，采取办法处理突发情况；  

 及时告知学伴组长，让组长统筹安排其他学伴提供支援；  

 及时告知国际处以便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恰当处理危急情况；  

 保持跟交换生的紧密联系，随时跟进亊态的发展；  

 事后有必要对危难出现的原因和预防措施进行分析检讨。  

 

学伴工作原则 

除危急情况外，交换生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困难，如网络问题、银

行卡挂失、 办理旅游签证、找饭店等。学伴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协

助，但学伴工作的原则是“A buddy is a trouble shooter，not a baby sitter.(学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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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但并非婴孩保姆。)”，因此，学伴在协助过程中没有必

要事事操心，提供协助的同时不要让国际交换生养成过度依赖的习惯。  

 

注意交往尺度  

学伴在与交换生交往中要注意尺度，一方面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另一

方面也要尊重保留交换生足够的自我空间。此外，学伴工作秉承非政治化

原则，交往中尽量不要与交换生谈论政治话题，并注意尊重对方的宗教信

仰和民俗习惯。  

 

校级交换生行前交流会 

校级交换生行前交流会是我校学生和国际交换生交流的一个重要形

式。行前交流活动由学伴团队协助策划及开展。  

 

欢送活动  

学期结束、交换生离校之前应举办欢送活动（Farewell Party ）。学伴团

队可自行进行设计和策划欢送活动，并将策划书和活动组织情况上报给国

际处。  

 

办理离校手续  

交换生离校需要填写《中山大学本科交换生离校手续表》，到交换学院

系、学校后勤中心（宿管中心）、校园卡中心、图书馆盖章，然后交纸质离

校手续表到教务处合作与交流科，请学伴协助交换生办理相关手续。 

学伴应协助交换生办理离华事项、清点行李、结算房租等事宜，一切

办理完毕后方可欢送交换生返国。  

 

保持联系  

项目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双方友谊和联系的结。好的伙伴在项目结束后

依然保持联系。 

交换生返国后也可能因学分、课程互认等问题而需要再次寻求学伴帮

助，因此，希望学伴与国际交换生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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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注意事项 

1. 订房与住宿等都不要为交换生付钱。 

2. 提醒国际交换生饮食问题，不要吃马路边小摊点的事务，以免引起

饮食不适。 

3. 提醒国际交换生在公共场合注意财产安全。 

4. 建议国际交换生尽量使用地铁，因为部分公交车的站牌无英文说明。 

第五节 校内联系方式 

1.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郑伟玲老师（Coco）  

电话：84111897、84115639 

邮箱：ZHENGWL3@mail.sysu.edu.cn 

 

2. 教务处 

平海林老师、李莹老师 

电话：39332175 

邮箱：pinghail@mail.sysu.edu.cn 

 

3. 留学生办公室 

杜结桃老师、黄涵梓老师、谭锦雄老师 

电话：84110819、84036465 

邮箱：dujietao@mail.sysu.edu.cn 

mailto:ZHENGWL3@mail.sysu.edu.cn�
mailto:pinghail@mail.sysu.edu.cn�
mailto:dujietao@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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