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签证十谈》—— ChaseDream 特别奉献 

引子 

美国签证十谈 

ChaseDream 

 

从 2003 年 ChaseDream 成立之初到现在已经 3 年多，每年在这个季节都会和签证区的

CDer 一起经历着签证的风风雨雨，一起体会他们的痛苦与快乐。积累了很多有关签证的心

得、想法希望与新一轮的 CD 签友分享。 

 

浏览了众多网上网下的签证资料，有些年代久远，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签证形式；有些

繁甬复杂，故弄玄虚，让新手摸不着头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中介咨询机构。事实上，签证

本身既不像某些所谓专业人士卖弄得那么玄妙，也不像某些唯运气谈的网友形容得那么简

单，希望《签证十谈》能使刚刚接触签证的 CDer 最快最简洁地了解签证，也希望有过惨痛

拒签经历的 CDer 能够在这里得到启发，更深刻认识自己失败的原因。客观地看待签证，不

要在自己千辛万苦的求学之路上走向最后一个阶梯时不幸跌倒，成功与我们的 CDer 相伴！ 

 

《签证十谈》成文之际，特感谢以下朋友！ 

 

 感谢徐小平先生（《签证哲学》的作者），虽然这本书已经出版很长时间，他的签证哲学

一直给很多后来人以启迪指导！ 

 感谢 Libra （2003 年 ChaseDream 签证专区斑竹），感谢你关于签证对我们的谆谆教导！ 

 感谢 snowstone（2005 年签证区斑竹），感谢你关于 ChaseDream 精品签经的整理！ 

 感谢文中以及文章后面所附签经的所有作者，感谢你们愿意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经验教

训分享给更多的 C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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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seDream.com 

 

ChaseDream.com，国际顶级 MBA 申请、GMAT 备考门户网站，2003 年 3 月 12 日正式

成立。服务于全球华人 B-School 申请者（MBA, Master, Ph.D）、商学院华人学生，以及各届

商业企业人士。通过搭建和不断完善网上社区，ChaseDream 为中国现在与未来的高级职业

经理人和企业领袖们，提供了事业提升所必需的资料、信息，和宝贵的经验，同时又在会员

中大力提倡“互助”、“关爱”和“感恩”等等人生成功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ChaseDream Business Student Fellowship (CBSF) 

 

网络，交流，信息，合作，反馈„„，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穿插在网络世界的你我，

仿佛置身的舞台是一道道金线银线密织的星罗棋布的立体空间，你我就是这空间的结点。除

了公司的同事，大学的同窗，B-school 的校友, 我们还到哪里去寻找一根金灿灿的线，把自

己的网编织的更广泛，更时效，更结实有力呢？当您踏入商院的校门时，可曾还记得陪您走

过考 G，申请，签证等一段段艰辛岁月的 ChaseDream 呢？ 

 

The STRONG and LARGE Alumni Networks —— 几乎是所有顶级商院的骄傲宣言，也

是我们 B-school 莘莘学子们的美好向往！然而，当第一次经历 Culture Shock，第一次用无

论如何不纯正的英文与老美一起做 presentation，第一次面对印度人声势浩大的“同学会”，

有没想过，无论走到天南海北，我们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当我们学习如

何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可以利用的资源，有没有丢弃我们最庞大最丰富的宝藏——Chinese 

Business Student Fellowship? 

 

瞬息万变，时效才能让我们生存。本来已经喘不过气的 Busy School，又如何有精力有

时间去精心维系那张星罗棋布的网呢？ChaseDream Business Student Fellowship 是一个以网

络为平台的团队，无论在地球上哪一个角落，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寥寥数语，您可以和与

您一样优秀的 B-school 学子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论坛，讲座，语音聊天，以及网下

各种聚会将拉近你我的距离，让您结识一群真正的有识之士，开拓新的商业机会，并为自己

将来的发展储存宝贵的资源！ 

 

无论是志在四海的游子们，还是重返家园的海归们，我们的梦想永远牵系着中华民族这

条古老的根！ 

 

“中国心 中华根；全球志 寰宇梦” ——是我们的郑重宣言！ 

 

欢迎加入 CB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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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签证十谈》所涉及的任何原则都会有特例，个案不能说明规则的不存在。同时，

也非常欢迎广大 CDer 给予纠正和补充，让我们的十谈对签友更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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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杜绝走麦城（端正态度） 

每年都有哈佛类人物哭着回家，如果你把签证看得简单轻松，那就大错特错了。 

 

 

签证不会比申请还难吧？现在形式一片大好，何况手中握着名校 offer，签证嘛，不用

着急。每年都有网友抱着这样的心态，结果在走过留学申请漫长艰辛的路之后，在最后的一

个坎上，重重地跌了一跤，彻底跌出自己的梦想之门。 

与申请比起来，签证所需要的材料似乎相对简单得多，interview 也似乎少则一两分钟，

多则十分钟，远不像申请 MBA 那样，至少 20 分钟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很多网友说，

看签经好像个个都过得很轻松，也就两三分钟，问了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问题，然后就给撕

条了。这样的看法很普遍，特别是那些对签证了解不深的朋友中间。客观说，签证确实没有

申请复杂，不需要涉及太多因素，然而签证的形式以及短短的 interview 时间，却给申请者

增加了难度，减少了可把握控制程度。其实，很容易推理，试想给你 20 分钟去向 admission 

official 陈述自己过去经历以及将来的职业发展，你都觉得并不轻松，那么仅仅给你 2 分钟

时间，让你向一个事先假定你有罪的人，申明自己学习的目的，资金充足，以及有理有据的

归国计划，又怎么能称得上容易呢？ 

还有人拿着名校的 offer，觉得自己已经事半功倍了。事实上，每年被拒的人当中都不

乏名校录取人，即使你被 Harvard、Stanford 或者 MIT 等名校录取，也不能给你的签证带来

任何保证。老美讲公平，特别体现在签证上，无论你手里是什么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签

证面前大家又都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又有网友认为，现在形式好，在网上拒签的签经好像越来越少了，自己不会那么倒霉吧！

这些网友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别人过，不等于自己过，每一个签证的人过与不过的概率

都不能与其他人联系到一起。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去年形式大好时，一位拿到 top B-school 

MBA offer 的 MM 被拒后，所说的一句后悔的话，“如果你签证过了，你可能做过充分准备，

也可能准备并不好，靠运气过去了。如果你签证没过，那么你一定是没认真准备！” 

如果您已经看到这里了，剩下的路就不远了，准备签证从《签证十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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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有罪假定（凭什么拒我） 

在职场打拼多年，大大小小的面试经历得多了，更何况还刚刚经过 B-school 的面试洗

礼，签证的面试又有什么不同？ 

 

 

大家都知道美国国内的法律一般是“假定无罪”的，那签证官对留学签证的判定是否如

此呢？我们不妨来直接看看美国移民法（INA: ACT 214 - ADMISSION OF NONIMMIGRANTS）： 

 

 

 

 

 

 

 

 

 

其实是签证面试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你以前经历的所有的面试目的都是要表现自己的

优秀和称职，都是一种 show off 或者推销。然而签证面试更像是一个无罪的辩护，你要把

自己当成一个优秀的律师，从证据上、言辞上甚至是感情上向法官和陪审团（签证官）主

动证明你是清白的（无移民倾向）。而比律师更难的，是这位法官（签证官）先假定你犯有

移民罪，至少有犯罪的动机。请往下看： 

第 214(b)段  

 您未能表明您在原居住地有着确保您计划在美国只作暂时居留的经济关系，社会关

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亲属关系。 

 由于您的亲属在用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后，滞美不归，领事官认为您与美国的亲属

关系比在中国的亲属关系更近。 

 如果您是到美国经商，您必须能够清楚地表明您去美国经商的目的不仅与您在现在

公司的职位相称，而且与您公司的商务活动及财务地位相符，不合理的商务计划会

使人怀疑您是否还愿回国。 

 如果您申请留学签证，您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表明您可以在说英语的学校成功地完成

学业，并且这样的学业与您归国后的计划相吻合。 

第 212(a)(4)段 

 您未能证明具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付您计划在美国停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第 221(g)段 

"Every alien shall be presumed to be an immigrant until he 

establishe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sular officer,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for a Visa that he is entitled to non-immigrant status." 

 

译为：“每一个（申请赴美学生签证、商务签证等）外国申请者

在成功地使签证官信服自己非移民的身份前，将被假设为一个

移民者（有移民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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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未能提供非移民签证所要求的全部证件。如果您被拒签的理由是 221(g)，您再来申请

签证时，请您带上这张纸和申请费发票，这样，您不需要再交申请费。 

这就是移民官所有的拒签理由，对于留学签证，总结下来，拒签理由无外乎三条： 

1. 学习目的不明确 —— 让签证官怀疑你不是去学习，真正目的是想移民，以 214(b)

条例来拒你。 

2. 资金不足 —— 虽然提供有资金证明，签证官仍然怀疑你的钱来源有问题，从而以

212(a)(4)来拒你。 

3. 移民倾向 —— 由于归国计划不合理等原因，让签证官怀疑你毕业想留在美国，从

而以 212(b)来拒你。 

只要你能让签证官充分相信你没有以上的“罪行”，签证官就没有理由来拒签你了。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签证官进行有罪判定的过程，并不是一次或者一下子判罪的，而是一

步步增加对你的怀疑，最后判定的结果也并不是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有罪，而是恰

恰相反，他是没有办法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你无罪。最后给你拒签，也只是怀疑，他并

没证实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有些怀疑，比如学习目的不明确，移民倾向也是根本无法证实

的。所以，我们把签证的过程看成一个释疑的过程，你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不能很好地释

疑，反而一步步增强疑问，那么签证官就可以不给你签证。这就是很多被拒的人感到自己没

犯什么错误就被拒的原因，也为我们创造了无论被拒多少次都可以翻案的机会，因为一切都

是怀疑判定。在游戏中，我们唯一不能犯的严重错误就是，不能让签证官证据确凿地证实你

“有罪”，这一点我将在《签证十谈》第十谈中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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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证据的作用（资料准备） 

准备完整充足的签证资料很重要，但是 60%-80%的成功签过来自于你与签证官的

interview。 

 

 

熟悉中国官僚办事作风的中国人都知道，去政府部门办事无非就是提供一大堆证明，只

要证明过关，一切都没问题，如果证明哪怕有一点纰漏，申请人再多说废话也是无益，老老

实实回去补办手续。很多网友也都以为签证无非就是提供一大堆资料，然后请签证官审查，

只要资料过关，其他都没有问题。而这里这些网友却大大不明白一点，美国人相信更多的是

你这个人言行，而非你手中的资料，通过你的语言，态度，神情来判断你是否在说真话。这

也是为什么美国签证再多人申请，也一定要有面试这一关的原因了。 

 

 

 

 

 

 

 

 

 

 

 

 

 

从签证官上面的访谈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签证官更看重的是什么了。那么哪些是

使馆要求必须提供的资料，而哪些是网友一传十，十传百地追加的补充资料呢？其实翻开使

馆的网页，你很容易就有了答案。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student_visas.html 

以学生签证为例，这里要求的必须材料只有： 

1. 有效护照：如果您的护照将在距您预计抵美日期的六个月内过期、或已损坏、或护

照上已无空白的签证签发页，请在前来面谈之前先申请一本新护照。 

2. 一张照片：于 6 个月内拍摄的 5 厘米 X5 厘米见方白色背景的彩色正面照。请将照

片用胶水粘贴在英文的 DS-156 申请表上，而不是用订书钉。详情请见照片要求。 

3. 签证申请费收据原件：您可以在中信实业银行在中国的任何分行支付签证申请费

810 元人民币。请注意申请费一旦支付即无法退款，即便申请人被拒签或放弃申请。

申请人必须在递交签证申请时出示申请费收据原件两联。只有符合 A-1、A-2、G-1、

G-2、G-3、G-4、C-3、NATO 和美国政府赞助的签证申请人可以免交申请费。请点

击查看更多有关签证申请费的信息。 

4. 填写完毕的 DS-156 非移民签证申请表（所有非移民签证申请人均须填写）  

引自：【新浪网】美国签证官聊天记录（附录 1） 

 

Jamie Fouss（签证官） ：我很高兴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注意到在美国使馆

网页上我们要求大家拿了很多东西，比如结婚证书、 银行存款、邀请函、工作证

明，而实际上当做面谈的时候有的签证官并不要这些文件，有的签证申请人试图

从窗户口递来这些东西，签证官说我们不需要，当我从你面谈，谈话的时候我能

够感觉出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说的话是事实，我相信你去美国有合理的原因，

通常这些签证申请人可以拿到签证，他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议大家带很多文

件，但是不见得我们就一定要看那些文件，但是当签证官觉得有必要看这些文件

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样对你签证有好处。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student_visas.html
http://beijing.usembassy.gov/photo_requirements2.html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fee2.html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visa_for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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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写完毕的 DS-157 非移民签证补充信息表（满 16 岁的非移民签证申请人须填写）  

6. 填写完毕的 DS-158 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联系方式及工作经历调查表（F、M 及 J 类

签证申请人须填写） 

另外一部分是建议携带的支持性材料，而且人家还特意追加了一句，请注意下列文件并

非毫无遗漏，在面谈时出示下列文件也并不能保证您得到签证。那么看看建议支持性材料

都有哪些，而官方又是如何描述的。 

1. 填写完整的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表格：填写完整的 I-20A-B 表

（发放给 F1 学生）或 I-20M-N 表（发放给 M-1 学生）并必须由学校指定官员（DSO）

和申请人本人签字。这里了解更多有关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信息系统（SEVIS）的

信息。 

2. SEVIS 费收据：大多数 J, F 和 M 类签证的申请人现在必须支付 SEVIS 费用。请

访问学生签证或交流访问学者签证页面查询具体规定和付款方式并在前来面谈时

携带电子版收据或 I-797 收据原件。这里了解更多有关 SEVIS 系统的信息。 

3. 在中国有牢固约束力的证明：出示经济、社会、家庭或其它方面约束力的文件，以

帮助您证明您在美国短暂停留后有意愿返回中国。（注意：这里并没提到底是什么

文件，所以网友尽可以发挥想象力。） 

4. 资金证明：证明您有能力无需工作即可支付在美停留整个期间的费用。 

5. 研究/学习计划：在美期间计划好的学习或研究工作的详细信息。 

6. 个人简历：详细描述您过去在学术和工作方面的经历，包括一份所发表文章的清单。 

可能许多 CDer 会感到惊讶，原来官方的要求这么少啊！其实原则只有一个，你提供的

资料是让你来支持说服我的，除了必须的，你什么都可以没有，只要你能足够说服我。再看

看我们申请 F1 学生签证的常规清单： 

一、大使馆： 

DS 表 

护照 

签证费收据 

SEVIS 收据 

照片 

二、Univ of XXX 

I-20 表 

Admission letter 

三、学校 

毕业证、学位证 

大学成绩单 

奖学金证书 

四、六级证书 

其他大学所获证书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visa_forms.html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visa_forms.html
http://www.ice.gov/graphics/sevis/index.htm
http://www.ice.gov/graphics/news/factsheets/SEVISFactSheet.htm
http://www.ice.gov/graphics/news/factsheets/SEVISFactSheet.htm
http://www.ice.gov/graphics/news/factsheets/SEVISFactSheet.htm
http://www.ice.gov/graphics/sevi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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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 

银行资金证明 

存款存折 

父母工作、工资证明（有税单最好带上） 

个人工作、工资证明 

个人工资单（有税单最好带上） 

五、公证处 package （非必要，但是有帮助） 

亲属公证 

财产公证 

六、其他 

房产证 

车辆行驶证 

户口本 

家长名片 

自己名片 

个人工作证明 

简历 

G、T 成绩 

其实以上只是 CDer 整理的清单之一，相信还有比这个更详尽的。那么看到这里，我们

应该比较清晰了，资料尽可能地多准备，充足完整的资料会让你签证时心里踏实，interview

时底气十足，更容易说服签证官。但是，当你没有办法提供某些支持性文件时，换个角度，

换个方式，你仍然可以说服签证官。（关于各类签证所需材料，预约程序等请见附录以及大

使馆网页）以下几谈中，我们都会引用我们 CDer 与签证官的精彩对答，看完了，和我们一

起叫声好吧！ 

 

Libra 签经节选 

 

完整版请见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VO：你带了存折吗？ 

ME：有，而且我有银行的存款证明，您需要看吗？ 

 

VO：（指着其中一笔问）这笔钱是怎么回事（此钱是我从股票中取出，比较突兀）？ 

ME：是我股票里的钱，我有股票的资金账号，需要看吗？（不看）还有一笔钱比较大，是

否需要我解释（VO 疑惑地看着我）。我讲了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另外，我还有公司提供的

工作证明，里面有收入的情况，需要看吗？（VO 随便翻了翻） 

Libra 在这里最精彩的是坦然主动出击，VO 大概是第一次遇到主动说明自己有一大笔

突兀进帐的钱，自己说出自己“弱点”的人，已经明白这人是有备而来，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在资金问题上了。由此可见，我们一方面提供充足证据，一方面我们不依赖于证据，重要的

是如何说服签证官。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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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第一印象（DS 表格） 

签证官的第一印象，从 DS 表格开始。 

 

 

记得看过很多失败的签经，说 VO 上来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把他给拒了，而这个问题怎

么看都不能说他回答得不好，因而大叹 VO 凭心情好坏，乱拒人。事实上，虽然所有签证都

要受 VO 的主观因素影响，但是大部分 VO 还都是有职业素养的，他们不会毫无根据地就决

定一个人的命运。然而，根据在哪里呢？美国签证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在签证那天以

前，申请人是不需要提前提供任何资料的，也就是说签证官之前对你的资料一无所知。而签

证当天，你需要提前通过窗口递进去的资料也非常有限，主要就是护照和 DS 表格等。而签

证官有时间提前看看你的资料，主要也就是 DS 表格以及电脑里有关你的签证记录，SEVIS

信息，以及和你有血缘配偶关系的亲人是否在美情况等等。那么，不难推出，只问了一个问

题就拒签的根据就在那位网友的 DS 表格中。 

签证官在准备开始 interview 前，对 DS 表格的那一扫，就建立了他对你的第一印象，

很多疑问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些疑问他希望从问题中得到验证，有些他认为已经不需要

问太多了，足够给你盖拒签章了。很多签证技巧与签证咨询中强调如何准备资料，做好

interview 的太多了，而提醒签友认真填好 DS 表格的却不多，我们特意把这一谈提到第四这

个位置上来，就是想提醒 CDer 这一点太重要了，不要在还没开始 interview 时，就把自己说

话的权力给剥夺了。 

关于 DS 表格中大部分基本客观信息的填写，请参看附录。我这里只想谈一个重要原则： 

填写所有信息前，都要考虑一下，VO 想看这些信息的目的，除了常规需要确认的身份

识别信息外，VO 想看： 

 你的学习目的是否明确？ 

 是否有可能提供昂贵学费的资金来源？ 

 是否在美国有亲人或者其他社会经济基础导致移民？ 

 是否在中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等等？ 

那么在填写前，要明白信息的取舍以及表达方式。比如在填写工作经历这部分，假如你

工作的公司是以北京某某公司命名的，而这个公司是个合资公司，那就在下面说明一下，而

这个说明会直接影响 VO 对你收入的判定。假如你没有 manager 的 title，而你却在公司中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把你简历中的 achievement 强化一下，而不是简单罗列工作职能，这

样 VO 会更能理解你这个人的优秀，理解你去美国读 MBA 的必要性，而不是为了去美国移

民。再比如，你所在公司为 500 强，而你的很多 achievement 都是与国外跨国公司相关，那

么考虑一下，是不是缩减这方面信息，而增加与国内大公司的联系，从而为你在中国的 strong 

tie 打下伏笔。还有很多方面信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而每个人的背景情形不同，我们就不

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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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理直气壮（学习目的） 

如果你把签证看得比读书本身还重要，那么签证官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去美国才是

你最主要的目的。 

 

 

经常会有网友问我，A 学校给了我多少多少奖学金，而 B 学校什么都没给我，那为了

容易签证，我是不是就去 A 学校呢？还有很多身边真实的例子，第一次去签，拿了 A 学校

去签，没有奖，因为资金不足，被拒了。第二次痛定思痛，换了一所名气差得很远，但是有

丰厚奖学金的学校，心想这回不会被拒了吧！结果以移民倾向被拒。回来后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这个学校就是你想读的，也和你的专业背景，职业发展计划非常符合，那么有奖学

金会减轻你的贷款压力，会降低你的移民倾向，弥补资金不足，对签证本身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如果这个学校根本不是你想读的，或者不是你情愿去读的，只是为了容易签证（注

意，这里不是为了容易付学费），才选择这个学校，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里想特别提醒 CDer 注意，我们要想说服签证官之前，必须要先说服自己，我们去美

国的目的是为了读书，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大好前程，是为了把握将来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而不是为了去美国而去美国，不是为了留在那里不回来。有奖学金不意味着你的签证就能

通过，你还要说服签证官你去美国的目的是学习，你还要说服签证官，你最终是要回中国的。

而没有奖学金并不意味着你通不过，大批的 CDer 都是去读 MBA 或者商科 Master 的，不仅

学费昂贵，拿奖学金的机会也是少而又少，可是我们的通过率却并不低。如果你选择学校的

时候，只把有奖学金作为重要的指标来考虑，那么你的动机不纯已经昭昭然了。签证官也就

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你并不在乎在哪个学校读书，不在乎学什么，而只在乎通过签证，去美

国才是你的主要目的。 

特别提醒，当你换学校，换专业，换 program 时，要特别清楚地考虑这一点，说明你对

这个小学校，或者这个与自己之前所学专业不太相关的 program 是多么充分的了解，说明你

的选择是为了将来更好的职业发展，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充足的奖学金，不仅仅因为有奖

你才能付得起自己的学费生活费。再说句题外话，签证只是我们人生旅程的一小部分，这次

不行还可以下次再去签，只要你自己不放弃，没有永远过不去的签证，但是你选择一个错误

的学校，错误的专业，对你的影响就不只是一年，两年，甚至是一生。 

 

puma_eagle 签经节选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 puma 自己的插注。 

 

M: Good afternoon, Sir（届时已经等到了 12:30）（VO 可能这个时候有些着急吃饭，不太耐

烦） 

V: en..hum… 

M: Here is my Card （拿到了心爱的酒红色，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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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o, you are going to *** University? 

M: Yes, to pursue my MBA education, to obtain more sophisticated.... 

 

V: （Took a look at my I-20 and calculated） Hum„ You are going to spend *** in two years! 

（打断 puma，不耐烦的表现，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 puma 的症结，两年的 MBA 学费不是个

小数目） 

M: （Smile） Right, It is a related big investment, but I think it worth, because …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 VO 就已经决定据我了，剩下的问题都是为他的决定找理由，

而且，在我据理力争和陈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摇头，一副不信任的样子，几次都准备举起

那个该死的章子，而且在后来已经说出了“I am sorry that„”此为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V: What's your current Job? （此 VO 说话声音很小，很难听清楚，可能是届时中午，还没有

吃饭吧）（想进一步求证他是出不起这笔钱的，或者说虽然出得起，也是倾家荡产的大投资。） 

（想验证 puma 的资金来源） 

M: （声音太小，我听错了，Faint）, I will ***. 

 

V: I am asking you what you are doing now. Okay, so what will you do with your MBA degree? 

（极度不耐烦，但是仍然对 puma 的回答有所警觉，感到 puma 这么想说归国计划，是不是

归国计划也有问题） 

M: Oh, I apologize, I will…. In fact, I have discussed this with my ex-bosses and my career 

advisors who are all executive level managers in this industry, and they all support my plan that I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if I can combine the MBA study from *** University with my previous 

working experience„（归国计划空泛不具体，除了提到 ex-bosses 和 career advisors 算具体了

些） 

 

V: （shaking head） （对回答不满意） 

M: （不理他，继续！） The idea of pursuing the MBA program was initially aspired by the story 

of my Ex-manager, who has just retu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d with her **（Top 5） MBA degree 

and „. （回答不错） 

 

V: What more did your advisors say?  

M: （刚张嘴）„ 

 

V: Now let’s back to what’s your current job now? （不太想在归国计划纠缠了，还是想解决刚

才资金不足的怀疑） 

M: I am *** 

 

V: How Long? 

M: *** 

（注意，这个时候第一个圈套来了） 

 

V: so how much is your current salary? （直入正题） 

M: My total income of salary and bon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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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only ask you about your salary! （又表现出不耐烦，也是想压一压 puma，看看他反映） 

M: *** 

 

V: And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对于这份工作的收入没什么可说的，想验证以前工作的

收入如何） 

M: *** 

 

V: Salary? 

M: *** 

 

V: How Long? 

M: *** 

 

V: It is good in China, why are you still want to go to study? （显然觉得收入还不错） 

M: Because… 

 

V: （在草稿纸上计算）However, it is not enough for you to support your study in the US for two 

years. 

M: beside the salary„（在这中间，VO 一直就在打断我的话，根本不听我说完，可惜，他在

这中间大概是太想据我了，犯了个错误，所以，对后面的事情反而有所转机，大概是想弥补

吧） 

 

V: So, you have only worked for * years, and you are going to invest such a big money into study. 

If you can’t find such a good job when you come back, I am afraid that you will in deep water. I 

am sorry that„.. （很高兴自己算出来，感到 puma 的资金来源不够支付学费，想尽快结束这

场 interview，回去吃饭） 

M: （我毫不犹豫，马上打断！）Excuse me, sir, but I am afraid that you have made a mistake and 

I suggest you take a careful look at my forms,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more than & years, not 

only * years. I also worked for ** for ** years and && for $$ years before that, you just didn't 

finish listen to me just now. （puma 始终保持镇定，在最后关头仍然一字没漏签证官的每句花，

并果断地打断。虽然没看到他当时情形，从他自己的备注可以清楚看出他表现出来的愤怒与

不满，言辞也很激烈。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对于签证官不停地打断自己陈述给了有力的还击！） 

 

V: （长大了嘴巴，哼哼了两声，有点害羞），突然说道：So you have changed your job many times, 

it is not so good that„ （其实是想挽回面子, 强词夺理） （大大出乎意料，没想到这个中国

人并不太柔顺。签证官后面一句话确实有些强词夺理，感到下不来台阶儿。） 

M: （我毫不示弱，马上应到）In fact, my income doubled every time I changed my Job! 

 

V: （还在强词夺理，而且有点生气被抓到把柄，有点老羞成怒）: So all you should do is just 

changed your job again and again, and you salary will be doubled and doubled again, and you will 

be„（同意作者自己的点评，虽然 puma 是情急之中不得以的反击，但确实让签证官很难堪） 

M: （我马上把话题引开） That's why I choose to study right now, because I feel I am stunned on 

my career progress, and I feel a little frustrated so that I need more sophisticated manag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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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mpatient） No No No… 

M: That's why I choose this university over the other two offers with even full tuition scholarship.. 

（这是一非常好的明确学习目的的回答，我去读书不是因为钱，不是因为想去美国，而是为

了我将来的职业发展） 

 

V: （他又听错了，翻到我的 I-20，用笔敲着上面说）Scholarship? I didn’t see any scholarship. 

（真是不在状态，屡犯错误。） 

M: （我很耐心地解释） Sure this school didn’t offer me any scholarship, I meant that there are 

other two schools offered me scholarship, one is full tuition waiver and the other is 40% tuition 

waiver for two years. 

 

V: which schools? （puma 这次表现非常好，上次是不得以，才给予痛击，否则不能挽回大

局，这回却要留些情面，让已经不堪的签证官下台阶儿） 

M: ** University and ** University, both are also top MBA programs. 

 

V: Do you have the prove materials of these scholarships you mentioned? （显然很满意这个学习

目的的回答，想进一步求证） 

M: （push over the documents）, Sure, you can find it on page 3 and page 4. 

 

V: （很仔细地看着第二页，但是那个学校的Admission和 Scholarship是分成两张纸的） I can't 

see any scholarship information here. 

M: （still patient）It is on the next page, they are separated on two pages. 

 

V: hum„. （Look carefully at the two pages containing scholarship information，后面还有我准

备的各个 MBA 的排名情况，并用 High lighter 把所有录取我的学校标出来了） 

M: （趁机说道） I chose this school over those two with financial support means two things, first, 

I do think it is worthy investment, and second, my purpose for the VISA is only for study, 

otherwise, I will choose the one with full tuition waiver for any other reasons„（趁机明确阐述了

自己是为了读书职业发展的原因，而不是为了去美国） 

 

V: （还在考虑我的学费问题，没转过弯来） You should take the offer, full tuition waiver„ 

M: I still insist on my decision, just as I choose **University rather than Tsinghua when I entered 

the undergraduate university… 

 

V: （又听错了，感觉抓到了我的小辫子，跳起来说） Tsinghua? You said Tstinghua? But on your 

I-20„ 

M: （这次我是真的没有耐心了, 我一字一顿地说） I~ Chose ~** University~ Rather~ Than 

~Tsinghua~ because this university is the best in this field, though my score can guarantee me the 

admission of Tsinghua! （这个难堪给得没太大必要，反而又增加了签证的波折） 

 

V:…. 

M: （乘胜追击） My score was the highest in my grade and my student ID was ended with 01, 

which meant that I enter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highest academic performance, do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at my transcriptions? （实际上这个回答没太大意义，VO 也不想看 puma 到底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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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这次给 VO 的难堪没太大必要。） 

 

V: （这时的气势已经完全被我压倒，默然无语） 

M: （开始询询诱导）: This University only admitted * from ** applications this year, it is really 

a good chance for me to get a better career that I should cherish. I have a supporting letter from Mr. 

**, who is „ would you kindly take a look at it? （这个 supporting letter 又开始节外生支了，

关于 supporting letter 的阐述请见第七谈） 

 

V: （木然拿过，看了看，突然两眼放光）Is this man a Chinese? Or is he an American?  

M: （知道他又以为有机会了，但是还是实话实说）He is an American working in China now. 

（这个回答非常妙，美国人在中国） 

 

V: so, what's does this matter your situation? 

M: （予以无情的打击）First, his letter represented ***that „. Second, As you can see, such a 

successful business man also come to China for his future career„. （又给一次难堪） 

 

V: I see„. （然后开始语无伦次） but„ I still.. I am „hum„（这个 VO 可能因为不在状态，

确实被打蒙了，但是也下不来台阶儿） 

M: （这个时候，我知道他的决心已经动摇了，我采取了古人的兵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也”） Sir, I would be very, very appreciative if you could seriously consider the all facts that I 

presented and stand in my position to think about future career, why I gave up the full tuition 

waiver, why I chose to invest two years and such a big amount of money into my education„（这

里 puma 意识到了，表现不错，把和 VO 的敌对状态拉回来了） 

 

V: Silence… 

M: Silence… 

 

V: Okay, please give me your financial supporting documents （基本已经投降了） 

M: （知道有戏了，飞快地塞进去）Here you are, sir.（然后一条一条解释） 

 

V: （还在最后负隅顽抗, 指着我最前面一个 Contract 说）: The salary was so low, how could 

you„? （其实已经投降了，心理还有些不服气，确实是接二连三的难堪） 

M: Sure, this was the salary of my first year of working, please look at the next page, it indicates 

what my salary was after my promotion. （然后不失时宜地加了一句）You can see that I brought 

all the information here just to tell you the truth. （最后一句话非常好，虽然没有实质内容，但

是却表现了 puma 的坦诚自信，在人格上打动 VO。） 

 

V: （完全投降，深呼吸，然后敲键盘，有点无奈地说）Okay, man, I will approve your VISA 

application, but remember to come and see me when you come back to China. （不仅投降了，还

对这个年轻人有了些好感） 

M: （心平气和地说）Sure, thank you, sir. Actually, we might meet next summer when I come 

back for my internship. 然后就等着我的小黄条，但是„. （非常出色，最后一分钟也没放弃

警惕！还提自己会回来做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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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apologize that there are some error with the SEVIS system, it is not common, but I am afraid 

that you might have to wait for our phone call and then to pick up your VISA the other day. 

M: It is all right, thanks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至此，耗时近 20 分钟，我已经心憔力瘁了。但是还是很开心，终于可以面对父母、老婆和

XDJM 的支持和关心了! 

 

完整签经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288&page=53 

 

多么精彩而理直气壮的答辩！整个 interview过程九曲八折，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puma

是如何出色地表现自己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与 VO 斗智斗勇的过程。运气决定了很多人的

命运，但是对于 puma 这样优秀的人，坏运气也耐他不得。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288&page=53


《美国签证十谈》—— ChaseDream 特别奉献 

第六节：我自清白（资金来源） 

Share, Support, Sustain  第 14 页  共 32 页 www.chasedream.com 

第六节：我自清白（资金来源） 

合理分配资助人，合理解释资金来源，坦然面对签证官。  

 

 

许多 CDer 拿到录取通知的欣喜之后，面对巨额昂贵的学费就一筹莫展了。特别是 MBA

申请人，连续两年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加在一起要有 10 多万美金，将近 100 万人民币，大

多工薪阶层不靠借款是很难筹措资金证明的。许多 Top B-school 的学生是可以获得不需要

co-signer 的贷款的，可是又听说贷款会对签证不利，将来还贷款的压力大，就增加了移民倾

向。于是亲戚朋友借债，好不容易筹措了足够的钱，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如何解释这些

钱是怎么来的？去年身边就有很多这样大额举债的案例，一律是以资金不足而被拒的。 

特别想更正很多 CDer 这方面的误解。事实上，读 MBA 是巨大的投资，就是对于大多

数美国人自己，也是需要贷款才能读的。签证官明白当下的中国人收入水平，除了自己有

business 的家庭，能够一下子拿出 100 多万是大多数工薪家庭达不到的，但是将来回到中国，

凭着 MBA 的学历以及过去工作经历，还上几十万的贷款，却也不是大问题。这样的情形下，

工薪家庭的申请人，选择部分贷款合情合理，比自己凑出 100 多万，更能让签证官相信你

讲的是实话。 

分配资助人，合理也是非常重要。有的 CDer 自己工作不过两三年，那么自己就少出些

钱，父母就多出些钱。有的已经工作有七八年了，那么自己就可以多出些，父母少出些钱。

如果自己是国营企业，工资收入有限，那么可以考虑父母或者配偶多出些。签证官实际上对

中国各个城市，各类行业，各种国营外资企业的收入水平比较清晰，如果你开出的收入证明

与平均水平差别过大，签证官就会产生质疑。自己出资，父母或者配偶出资，以及贷款比例

按照合理的原则来确定，资金来源按照合理的水平来解释，才能真正走过资金不足这一关。 

关于资助人特别想提一下，除了父母，就是配偶，顶多是配偶父母（配偶是独生子女），

其他人作为资助人，甚至包括亲兄弟姐妹，在老美看来都不太合理。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是

独立的，别人没必要借那么多钱供你读书，你肯定会一签完证就还钱的，到时候仍然资金不

足。 

 

Libra 签经精彩片断分享 

 

VO：你怎么应付你的学费？ 

ME: 我自己的积蓄。 

VO：你的月薪是多少？ 

ME：很难说。（此时 VO 表示诧异）我的收入成分很复杂，包括 Commission, bonus, stipends. 

所有的加起来大概*****。 

VO：难道你没有基本工资吗？ 

ME：当然有，是*****。（VO 在 DS156 上狂写）。 

 

完整签经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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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inzhang 签经节录与点评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作者自己的插注。 

 

M: My personal saving and my parents’ saving will help me to pay for the rest. 

V: （nodded） Show me your bank certificate. 

M: Here is the bank certificate of my own saving, and here is the certificate for my mum’s saving. 

 

V: （looked at the certificates for a while） All your money were saved in 2003? （大部分签证

申请者都存在的问题，VO 们都很清醒） 

（I was very nervous at that moment, because I knew that would be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for 

me） 

M: You know, all the admission and scholarship were confirmed in April, and since the interest 

rate for the deposit at bank is very low, it didn’t make sense for me to put all the money with the 

bank before that. （Karin 并没简单说是存在股票市场，而是分析了下存款利率，听起来比较

可信。） 

 

V: But again, how can I believe it’s your money since all of the saving are in 2003? （紧追不舍，

事实上这些人大部分人的问题） 

M: I brought with me the certificate of my income tax, and the certificate of income issued by xxx 

（I tried my best to mention my company’s name, I hope it would help a little bit because of its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Consulate） （不错，回答得比较好） 

（V nodded, I handed the documents in） 

 

V: Your bank book? （继续寻找其他办法验证突然存款） 

M: Here you are, but it didn’t show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want, because not all of the money was 

in this account. 

（Originally I didn’t prepare to bring them since I thought the book does not bear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but fortunately I did, that’s something VO wanted, and its better that you have them 

with you.） 

 

V: but it’s also from 2003.  （果然有问题） 

M: yes, because the old one was full of records and was taken back by the bank. 

 

V: What is your salary? （通过资金来源的方式来看 karin 是否说真话） 

M: around xxx every month. 

 

V: so where did you put your money? （显然对于 karin 的收入还满意，继续追问钱去哪里了） 

M: in the stock market. 

 

V: show me the print slip of the transactions. 

M: sorry, I didn’t print that. （没打印就不能消除 VO 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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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nd how about your parent’s money„ they are also from 2003. （先放下 karin 的，又去看她

父母的，结果有同样的问题） 

M: the same story, they don’t usually put the big amount of money with the bank, the money was 

also in the stock market. 

 

V: Show me the bank book. 

M: I have the business license of my mother's private company… 

 

V: no, I want to see the bank book. 

M: OK, here you are, but again, it only ha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savings on the certificate. 

 

V: …. 

M: （I didn't hear very clearly） I’m not sure…. 

 

V: You told me you invest your money in the stock market for a better return, but you cannot name 

the stocks you bought? （这个 VO 比较有耐心，选择另外的方式来解除疑问） 

M: Sorry, I didn’t hear your question very clearly.  I bought xxx. 

 

V: what was the price when you bought them? 

M: about xxxx  

 

V: what’s the price when you sold them out? 

M: about xxx 

 

V: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your return? 

M: about xx percent （紧张的要命还让我作算术„）（通过这种快速问答来检验 karin 是否真

地做股票） 

 

V: what else did you buy? You only bought one stock? 

M: actually this was the one I got biggest return; you know the stock market was not doing very 

well for the past months. 

 

V: When did you start t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M: in 2001. 

V: When did you start to work? 

M: in 2000. 

 

V: （probably she didn't hear clearly, and pointing the DS158） it shows you started your work in 

2000. 

M: I did say I started in 2000. 

V: I thought you said in 2002. 

M: No, it was in 2000. 

V: OK 

V: I think you are qualified for a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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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惊魂未定，觉得刚才好像所有的问题都直指我的死穴„） so the interview is done? 

V: what do I mean when I said you are qualified? 

M: Thank you. 

（正要卷铺盖走人„又一惊） 

V: Wait, can I have your I-20? 

M: I think you have it, I submitted it with the forms. 

V: but now you have it, I just gave it back to you. 

（在一堆她还给我的文件中看到 I-20,递给她，JFMM 开始打电脑） 

V: Oh sorry… 

（my god, what's wrong again?） 

V: My SEVIS system is down. 

V: You are qualified, but I cannot issue the visa to you today. I will call you later. 

M: Do I need to bring anything else next time? 

V: No. 

M: OK, thank you. 

 

完整签经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018 

    从 Karin 整个 interview 过程可以清晰看到 VO 对中国人资金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了解，也

可以看出，没有任何证据，Karin 仍然成功地使 VO 相信她的股票投资。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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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来去从容（回国计划） 

读书是为了职业发展，那么回国又如何不为了职业发展呢？ 

 

 

对于移民倾向很重要的考察办法，是听听你的归国计划，或者直接问你，为什么毕业回

中国。让我们先看条例是如何说的。 

第 214(b)段：您未能表明您在原居住地有着确保您计划在美国只作暂时居留的经济关

系，社会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亲属关系。 

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里首先提到的是经济关系，然后才提社会关系，以及亲属关

系。而我们网友常常犯的错误，问你为什么毕业要回国？回答因为老爸老妈在中国，而自己

是独子，要照顾父母。或者说，老婆在中国，自己要回来和老婆团聚。 其实签证官比你还

清楚，老爹老妈老公老婆在国内都不会成为拴住你在美国大展宏图的绝对理由，他们每年

签出大批的 F-2 和 B-2 签证，这些亲属都会最终随你去美国的。 

真正让你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应该是职业发展，就像你出去读书的理由一样。回答归国

计划一定要从职业发展开始，详细具体地阐述自己的归国理由，可以考虑从自己所学专业，

工作经历，社会关系等等方面求证。最后的亲属关系，也可以带上一笔，锦上添花。 

一谈到归国计划，很多人就国内形式如何大好，WTO 如何如何，这种泛泛而谈实际上

没什么太大意义，一方面签证官已经听多了，听腻了，一方面也并不那么符合逻辑，国内形

式好未必适合你，你需要的是更切合更具体的理由，以及基于此理由之上的，你所具备的别

人很难取代的优势。 

一谈到具体，很多人又过分具体到某个公司某个职位。现下流行的 supporting letter 可

见一斑。很多人认为，我连 supporting letter 都找到了，可见我有多想回国，又多么有说服

力。可是仔细揣摩，又是另一翻道理。试想你拿到的 Supporting letter，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比较容易拿，那么再想想两年后当你花了重金 MBA 毕业，会考虑

去这么个小公司去完成自己辉煌的前程吗？除非你是股东，否则这样的机率不大。那么这个

supporting letter 岂不是在 VO 面前说了个连你也不相信的谎言。如果你费劲力气，从一个 500

强的大公司拿到了 supporting letter（先不说是否可行，姑且假设拿到了），这封 letter 既不能

保证你较高的职位，也不能保证你比较有竞争力的薪水，两年毕业后，你仍然会把这个 offer

与在美国的公司进行比较，而这封 supporting letter 就很难真正意义上 support 你一定回国。

签证官其实很明白这一点，supporting letter 意义非常有限，有时候甚至起相反作用。 

在说服 VO 自己要回国之前，先说服自己，并认真考虑自己回国的发展方向，仔细分

析自己的优势，然后练习在简短的时间内清晰地阐述归国计划。 

fuhongl 签经节录与点评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作者自己的插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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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which school 

Me: uni of Notre Dame for MBA program. 

 

Vo: ........（see ds , I-20, find there are fellowship） （VO 发现是全奖，这里开始怀疑他的学习

目的，也导致了后边问他都申请了哪些学校） 

Me: do you love football? （Fu 很机灵，虽然表面上没打动 VO，仍然不失为很好的尝试。）  

 

Vo: oh, yeah, uni of Notre dame is quite famous for football.（依然面无表情） 

Vo: you plan 

Me: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urrent company to assume a manager level position and my boss will 

send me to be in charge of a joint life insurance company. （这里出现 supporting letter） 

 

Vo: any guarantee? （显然产生怀疑，进一步求证） 

ME: （show the support letter from my boss and the contract with my company.）here you are. 

 

VO: Why your company won’t pay your tuition fee since you return to your current company? 

（可见 VO 的老辣，对中国国情非常地了解，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非常尖锐。） 

ME: （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没怎么仔细想过，急中生智） There is no such policy in my company, 

it is just the personal guarantee from the boss.（没从根本上回答问题，人家 VO 问的是既然你

不会回去，为什么公司要给你出这个 supporting letter.） 

VO: （不停摇头）ordinarily your company should pay„.. （不满意，这个疑问没解释好，但

是也不够就直接拒掉他，这个 VO 也比较有耐心，很认真） 

当时谈话刚开始才三四分钟，我感到很危险，仿佛他随时可能拒我，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殊

死一搏。 

 

VO: tell me how many you apply, how many admit and financial aid, and what are they? （开始审

查学习目的） 

ME: I applied for 5. Three give me financial aid, Syracuse, Pittsburgh and Notre dame. 

 

VO: show me your G score? 

ME: here you are.  

 

VO: （find a Canadian school on the score report list）What is that? （想验证一下 fu 是胡乱申

请的，没太明确的学习目的，或许仅仅是为了奖学金） 

ME: I took the test in year 2000, I just selected it randomly, how can I know which school I will 

apply then? （回答很好，诚实坦白，后面 VO 也很满意，不再追问了） 

 

VO: What is your current salary? 

ME: around 80,000 RMB. 

 

VO: That is not a high salary in Beijing, will you return, 哼„（又绕回归国计划了，显然对于刚

才的 supporting letter 非常不满意） 

ME: The salary level of a state own enterprise can’t compare with foreign enterprise.（还是没能解

答 VO 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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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So you will return to a state own enterprises with low salary? 哼„（轻蔑笑） （表现出不

相信，其实也是等待 fu 来反驳） 

VO: Normally people pursue MBA after 4-5 years work, why you just have only 2 years? （又采

取不相信轻蔑的态度来重新试探 fu，同时也给他申辩的机会） 

ME: （不知该如何回答，又问了一个没准备的问题）Because I am excellent! （fu 终于被激

怒了，表达了信心） 

 

VO: Excellent? （有点满意，想继续听下去） 

ME: Yes, because I am excellent, the famous university gave me decent fellowship for my MBA 

study,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et financial aid for MBA, 

that proves my excellence; and also I participated with two huge projects in my company, my boss 

will send to be in charge of a joint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 profit is quite huge, I can 

easily get high bonus if I assume the leading role„„ （有些门了，表明在公司有些联系，表明

了回来可能的机会） 

 

VO: （不理我，玩电脑） （等待更有意义的东西） 

ME: （感到我不能等死） Sir, a managing director from an American company, who has known 

many young executives in China, also knew me well. He wrote a support letter for, would you 

please take a look? （good try） 

 

VO: （耸耸肩，做轻蔑状） 

ME: I hope you can have a look（加重语气，同时递入 letter）（终于表现出要回来的坚定自信）  

 

VO: （终于转过身来,用了大概十秒时间浏览一边，依然面无表情）So you will attend his 

company after you graduate from MBA? （继续诱导，老辣） 

ME: NO, no, no （不错，很坚定） 

 

VO: （不理我，继续玩电脑） 

ME: （继续垂死挣扎）I can have more than 200, 000 RMB for annual income if I assume the 

manager level position, and there is a lot of material income; the bonus for the joint venture will 

be quite profitable.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strategic blueprint of the joint venture? I have 

established strong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China while I have none in US? Relationship in China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if your were me, will you stay in US to 

struggle from Zero while abandon your foundation in China„.. （终于回到点儿上来了） 

 

VO 根本不理我，过了一会了，终于转过身来，好像要下结论的样子。我的眼睛盯着他的右

手，因为章在右手边，我当时正在琢磨他伸右手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当时我已快绝望了，不

过我当时也想不管如何我还要申辩。突然，我发现他的左手不知什么时候拿了一个小黄条，

简直就跟变魔术一样，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好像说了一句话，就把条递出来了。我一把

抢过，一声“thank you”，赶快跑掉，生怕他反悔。 

 

fuhongl 签经完整版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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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fuhongl 的签经可以清晰看到 supporting letter 的副作用，这里庆幸的是这个 VO 表现

了足够的耐心，或许他内心是对 fuhongl 有好感的，给了他很多次机会让他解释，也庆幸

fuhongl 一直 struggle 到最后一分种，虽然走了个大弯路，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放弃，也没有

被 VO 的各种态度所影响，坚持镇静，没有惊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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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有备无患（mock interview） 

多做 mock interview，多找不同的人做 mock interview. 

 

许多朋友对签证的准备都停留在材料准备上，顶多多看看签经，而实际上，interview 应

该放在重要位置。正如第三谈指出的，interview 决定你成功的 60%到 80%。关于做 mock 

interview，有一定要找专家做的说法，其实不然，普通签友同样是你的好听众，只要他们了

解签证的基本原则，就能对你的回答中的漏洞给与指出，他们的优势是有时间，免费，同时，

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准备，所以考虑的会比较详细，往往会问些你可能并没意识到的问题，这

是专家们很难具备的。 

Eye contact 是 interview 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老美非常强调的，他们的理论是一个人说

谎时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所以讲述时，很多签证官会注视你的（当然也有些经验老道的根本

不看你）。我们说过 DS 表格是签证官对你的第一印象，那么问好后的第一眼就是签证官对

你的第二印象，说起来可能有些神奇，但确实是这一眼或多或少会影响签证官对你诚实度的

看法。 

另一方面，做模拟 interview 最忌讳背诵，一定要注意用词的口语化，之前可以把答案

写一写，但是写的目的是整理思路，熟悉个别词的表达，在做模拟的时候是要说出来，而不

能背出来。回答问题要精练，如果太拖沓太长，碰上脾气不好的 VO，很可能会被打断，你

想表达的意思就失去机会来表达了。任何回答都不要表现出对美国的神往来，客观平时的态

度会减少签证官对你移民倾向的怀疑。对于口语好的朋友，千万控制自己不要滔滔不绝，这

一方面会让人感到你的紧张，另一方面也可以感受到你急于去美国的迫切心情。 

此外，和不同的人做模拟 interview 另外的好处是锻炼你在与不同个性的人交谈，回答

不同问题的反映能力。另一方面，和你练习 interview 的人，对你的情况越不熟悉越好，就

像签证官一样，对你的所有感觉都是来自于你的 DS 表格和你的答辩，这样更能检验你辩护

的力度，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纰漏。 

练习 interview 的过程中要假设自己和签证官是做平等的交流，而不是被动地问话，但

凡有机会，就主动出击，主导 interview 的整个过程。主导的时候尽量往自己的强项上引，

说到强项，你自然就信心十足了。另一方面，当签证官纠缠你的弱项时，也不要回避躲闪，

转移话题，这样会更加增强签证官对你的怀疑。注意细节和陷阱，练习思考问题背后的动机。

这一切，和精心的准备，也是分不开的。下面我们看看 CDer 与签证官成功的交流艺术！ 

 

Libra 签经节录 

 

VO：你大学学的是什么？ 

ME：***学。 

VO：这和 MBA 有什么关系。 

ME：我从事的行业一直需要用到****学。因为我希望有更好的管理方面的职位。而 MBA

是个通用的专业，是训练管理技能的。对于我以后的工作是很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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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为什么你的 I20 上是 36 个月，而你只准备待 2 年？ 

ME：因为可能有些学生因为不够勤奋或其他原因，可能会需要延长学习的时间，而我肯定

不需要。 

VO：（笑笑），你去 11 号窗口拿签证吧。 

 

Libra 签经完整版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我们来看看 Libra 的机敏对答。对于自己专业与所学 MBA 的差异，他做了从容的回答，

一方面联系了自己工作经历，一方面提出了对自己将来职业发展的好处。对于 VO 的最后发

难，Libra 回答的机敏之处在于，不仅回答了问题，还肯定了自己的优秀，说明自己愿意早

回来。VO 也只能笑笑了。 

 

 

MilanFan 签经节录与点评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作者自己的插注。 

 

v: What's your long term career plan? 

M: （正在犹豫怎么回答） 

 

V: I mean, what will you do after graduation? 

M: （老美目光短浅，这也叫 long term plan?）I will go back China and join a top consulting firm, 

such as xxx. I can get a XXX position with global pay. （we smiled to each other，哈，我也目光

短浅一把） After working several years in consulting firm, I will start my own business in China, 

because I believe in the next 5-10 years, China will have a lot of exciting opportunities for us. （其

实后来回想起来，创业不提也罢，太容易被 VO Challenge）（MilanFan 与签证官适时对视一

笑，既表现了自己的真诚，也有些投其所好。） 

 

V: Which kind of company will you start? 

M: IT Company. I have worked for technology industry for 6 years, and I have established strong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local clients, such as... 

 

V: How can you pay the tuition? 

M: I will use my personal savings to cover the first year tuition and expenses, and my parents will 

help me to cover most of the second year tuition and expenses. While I also need around $10,000 

loan from Michigan. Do you want to see my bank statements? 

 

V: Sure 

M: （Give all the documents, with a summary table on the top, bank statements in the middle, and 

a CV at the bottom） （MilanFan 材料准备非常详尽。） 

 

v: （Go through all the docs）What's your parents job? 

M: They are professors in XXX University.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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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finally landed on my CV） 

M: you can see I've worked 7 years, and most of my clients are local clients. （停顿了一会，为了

避免冷场，抛出了第一个杀手锏） Actually I applied 6 top MBA programs, and got four offers, 

they are... Finally I selected Michigan because I think Michigan fits me the best. （MilanFan 这招

是为了证明自己学习目的非常明确。） 

 

v: emm... （开始在我的 I-20 上画圈） 

M: （正在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v: （给了一个蓝条）please go to window 10 to get your visa.  

M: （这就完了，我还有几个杀手锏没使出来呢？） Thanks you very much! （Smile） 

 

MilanFan 签经完整版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51704 

 

整个过程中感到 Milanfan 准备充分，胸有成足，不失机会地与 VO 进行交流，并准备

好了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无罪，可惜只用了一招，VO 就投降了。 

 

 

我是迭戈签经节录与点评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作者自己的插注。 

 

V good morning 

Me: good morning, sir 

 

V so you are going to Duke … 

Me: yes I will go to Fuqua School of Business to pursue my MBA degree, and it is a 2-year 

full-time program. 

 

V oh, I see. Where are you working now? 

Me: I am working for Reckitt Benckiser （interrupted…） 

 

V Re-cki-tt Ben-cki-ser? （VO have no idea about my company, it is a good chance for me to lead 

the interview now） （迭戈很老辣地寻找到主动出击的机会） 

Me: Yes Reckitt Benckiser. We are the No.1 household Cleaning Products Company in the world 

and our headquarter is based in UK now. Here I bring a booklet with me and you can have a look. 

（not wait for the response I already picked up our Annual Report Booklet and handed in） （准

备非常细致，猜想到签证官可能对他们公司不太了解，连介绍公司的资料都带来了） 

 

V （silent and reading the pages of the booklet and suddenly he seemed found a new continent） is 

Losyl your brand? 

Me: yes Losyl is one of the hero brands of our company, it is a super-quality disinfect surface 

cleaner, one of our premium product. So you know this product? （主动出击开始见效了，从感

情上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5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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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yes I used this product in US, so you produce it here? 

Me: We produce Losyl here in Guangzhou and supply for the whole East Asia region, but since it 

very premium product and the price is very high, we did not sell it outside Guangzhou. 

 

V en..mm （continue reading the booklet and suddenly he started to show one picture inside the 

booklet to his colleagues with smiling face） 

V （back to the Window and point one of product to me） is this also your brand? 

Me: Oh yes. This is one of our newly merged brand in US and we want to enter into US food 

market as well. So you tried this product before? 

 

V yes very good product （seems he started to miss his motherland） 

V （give me back the booklet） 

Me: Actually I prepared a whole set booklet included copies of all my Visa application materials, 

so you can have a look. I marked the numbers on the first page and you can easily find out the 

detail documents inside. Also I have all the originals, so just let me know if you want to see. 

（hand in my fantastic and super booklet） （资料准备得非常详尽，并且方便 VO 阅读） 

 

V （receive my booklet and checked the first page to see what inside） 

V （silent, reading my booklet, and turn to page of my stock exchange records） 

Me: That is all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my stock exchange in past 5 years 

 

V （still silent, turn to the page of my working and payment certification） so you are working for 

Reckitt & Colman. 

Me: Oh yes that is my working certification, which was signed by our HR Director in China. 

Overall we called ourselves Reckitt Benckiser to be in line with glob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we 

have 2 plants and I am employed by Reckitt & Colman （GZ） Ltd... 

 

V （continue reading my booklet） so who will pay the tuition? 

Me: Myself （I am a little bit over-confident and even forget to mention the scholarship）.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8 years and my current salary is already in the top range level in China. However 

it still took me 5 years to save all these money to support my MBA studying in US. Really 

expensive program but I think it is worthwhile. 

 

V （continue reading booklet） 

Me: （waiting but keep eyesight on VO） 

V （continue reading booklet） 

Me: （feel a little bit too silent, so I decided to say something） Oh it has been raining for a couple 

of days, really bad weather. （不失时机的 small talk） 

 

V （continue reading booklet, even not look at me） en..mm 

Me: you know this kind of weather is even worse for me. 

 

V （continue reading booklet, now look at m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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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you know I am responsible for Mortein pesticide products, and the continuous rain almost 

killed all the mosquitoes here in Guangzhou. （非常出色的一个笑话，VO 对他的印象简直就

是 A++啦） 

 

V haha （with smiling face） 

V Okay, let me to check whether you are in the SIEVS system or not, and please wait aside for a 

while and I’ll call you back. 

Me: No problem. Thank you. （Now I know I already got the Visa, although he did not give me 

the green paper immediately） 

So I waited in the interviewing hall and saw many others were interviewed. 15 minutes later VO 

called my name and I backed to the Window No.3 again. 

 

V （already have my SEVIS page on hand, inputting something into his computer）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Me: oh, just two months ago, end of March 

 

V what's your wife's job? 

Me: She’s working for a securities company, deal with stock exchange stuff 

 

V okay （already have the green paper on his hand）, please pick up your visa and passport 

Monday afternoon 3 o’clock. 

Me: Thank you. BTW, since I have business trips next week, so … （interrupted by VO） 

 

V you can ask your friend to pick up for you, or you can come later next week, but only in the 

afternoon. 

Me: Okay got it.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Jumping out of interviewing hall with the green 

paper）. 

 

我是迭戈签经完整版请见：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52218 

 

我是迭戈整个 interview 的过程中把握与 VO 的平等交流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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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天使与魔鬼（签证官） 

签证官的脾气我们无法控制，可签证官的目的，我们要心中明晰。 

 

 

从众多网友对各位 VO 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VO 们的个性，问问题的方式是千

奇百怪，然而变来变去，只有一定之归，就是要查证你的话是否属实，你是否具备拒签条件。 

我们大体可以把 VO 分成两类，一类是魔鬼型，这类 VO 往往在网友笔中描写成凶神恶

刹，杀手类，态度冷漠，没有耐心，给的时间短，经常打断，甚至恶语相加。另一类是天使

型，慈眉善目，耐心友好，给的时间长，认真听，很少打断，允许网友娓娓道来。其实无论

是魔鬼还是天使，他们都是带着任务和责任，要认真完成他们的工作，只是因为个性与习惯

等造成的完成工作的方式不同，哪一种都有陷阱，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不掉入陷阱。 

魔鬼是通过态度冷漠以及经常打断给你造成压力，把事先安排好的答案不能按计划说

出，从而造成慌乱，乱中出错，说些不该说的话。面对恶魔，我们首先要不卑不亢，使自己

的答案尽量简短，尽可能在他打断前切入正题。然而在魔鬼恶语相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这是个他用来判断你反映的大陷阱。个性谦逊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特别是面对比自己地位

高的人，在面对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老外面前，这个传统美德立刻产生了深刻影响，变成了

逆来顺受，虽然心中骂上一万次，脸上却强忍着。这个表现给 VO 留下完全错误的判定，这

个人肯定在说谎，要不然怎么我指责他在说谎，他怎么没什么反映呢？一个拒签的大章就盖

了下去。这样的错误发生得太多了，而很多人即使知道，也很难改变，说话温柔体贴，即使

被侮辱也和颜悦色，个性谦逊变成了一个最难改变的签证错误。面对采取“魔鬼”方式的签

证官，我们在被指责完全属于推测怀疑的说谎时，一定要表达出自己的不满，据理力争，证

明自己的诚实可信。这里也强调一下，表达不满绝对不是争吵，或者侮辱对方。 

天使们采取的策略是让你充分放松，透彻表达你的想法，而他有充足的时间察言观色，

捕捉你言语中的漏洞。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态度好不等于给你签证，该说的要说，不

该说的也不要一时兴起，说个没完。你的无心之语很可能变成他拒你的证据。 

 

Pisceanzhang 签经节录 

 

注：文中划横线的为我们点评，未划线部分为作者自己的插注。 

 

Me: Good morning, sir.  Here is my business card.  Nice to meet you. 

Vo: It’s OK. （把我的名片粗暴推开。他刚据了 2 个人，杀气很盛）（看来是遇上恶魔了。） 

Vo: So,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orking for xxx? 

Me: About 3 years. 

 

Vo: How much is your monthly salary? 

Me: It’s about RMB XX,XXX.  Would you like to see my monthly payroll and income statement 

issue by the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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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No. How much do you spend every month? 

Me: Approximately RMB 2,000. 

 

Vo: I cannot believe it!  You never go shopping? （sneering） （开始嘲笑，挑衅，肆意表现

自己的情绪） 

Me: Well, I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most of my living expenses such as meals and 

transportations are covered by the company expense. （这个是真的，我自己一直记账，每个月

个人花销也就在 2000 到 2500，其他的费用公司几乎都 cover 了，电话费也是公司付的呀） 

（piscean 在被别人以如此恶劣态度第一次指责说谎时，虽然在为自己辩护，可是看起来表

现很温柔。） 

 

Vo: I personally know quite a few consultants in China, and they don’t spend that little. （继续

sneering） （签证官显然对 piscean 的表现不太满意，对她的话真假不太确认，继续冷嘲热

讽。） 

 

Vo: Have you brought the receipts of your tax payment? （想换个角度来检验她收入问题有没说

谎） 

Me: Sorry, I haven't. （我心都凉了，我以为只要带了公司的工资单和收入证明就可以，没有

顾税单这一茬）（显然资料准备不完整，在这个时候，又让 VO 再一次失望，增加了一分疑

问。Piscean 这里也犯了一个错误，你既然没有税单，还有别的啊，要主动自己说出来，不

要等着别人来问。） 

 

Vo: Well, how can I believe that you earn that much?  You’ve just worked for 3 years.  Did you 

have the banking record, say, for year 2003? ）（其实这个 VO 还不错，提醒 piscean 出示别的

证据。） 

Me: I didn’t take it with me as I thought the original payroll and income statement issued by my 

firm are sufficient for the application. （死马当活马医„„心里狂郁闷狂后悔） ）（果然被问

到的另一份资料也没带） 

 

Vo: （这次冷笑得更厉害了）These do not mean anything to me.  As long as you are in the firm, 

it’s easy for you to get this kind a certificate. （再一次通过冷嘲热讽来试探 piscean 是否说的真

话） 

Me: XXX is a decent AMERICAN firm, how comes you think it will help me cheat the US 

Embassy? （我出离愤怒了）（piscean 表现不错，终于表现出一个被侮辱说谎的人条件反射

地护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Me: （不过我还没晕，开始主动进入另外一个议题）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bank certificate 

of my father’s savings?  I can also show you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tock transactions. （这

个反映也非常好，既给 VO 下了台阶儿，又终于主动地提供些信息了，把 VO 往自己准备好

的方向引。） 

 

Vo: OK. Where is the bank record? （VO 显然比较买账，对 piscean 上面的反映应该还算满意） 

Me: My father put most of him income in the stock market, as he’s been working abroad for six 

years and his salary was paid in USD. （这也是真的，我有 2000 到 2005 年的股市交易清单，

今年年初钱被分成几次取出来，存入了银行，和存款证明上的日子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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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 （今天 vo 爱上了冷笑）His company directly transferred the money to stock market? （股

票市场是大批签证申请人用来解释大块资金入账的办法，显然签证官们已经对这个解释很敏

感了。） 

Me: No, he was paid by cash. That was before year 1999 when he’s in XXX （国家名）. Later he 

returned to XXX working as the vice general manager. Here’s his business card and the income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company. 

 

Vo: （指着证券公司打印盖章的明细交易单）In China, you can get this easily in the street. （继

续通过侮辱的方式来试探。） 

Me: What? （我差不多要说 ridiculous 了）Haven't you seen the company stamp? 

 

Vo: Ha, I can make one by myself here in China （我最看不惯他张口闭口 China）.  I’ve seen 

faked documents every day„ It’s ridiculous （阿呸，他竟然先说了 ridiculous）（继续宣泄自

己的情绪，试探对方，给对方以压力。） 

Me: This IS a REAL one and so is my payroll. If you do not believe it, go ahead and call my 

company. （表现很好，表达出不满，也表现出坦然但定，还提出验证的办法。） 

冷场几秒钟，我赶紧接话：I’ve also brought a supporting letter issued by our firm. It welcomes 

me back after graduation and I will join the company as an XXX. I can show you if you’d like to 

take a look. （既给 VO 下台阶儿，也提出自己新的证据，往自己准备还算充足的强项上引。） 

 

Vo: OK. （竟然拿起来，逐字逐句地读，还把老板签名对着灯光看，把公司的水印信纸对着

灯光照——显然已经完全不相信我）（这个 VO 看来还真是老辣，一丝不苟。） 

Vo:  Why didn’t you apply for any Chinese business schools? 

Me:  说了大段关于 unparalleled faculty, world’s leading MBA program 之类的废话，然后引出

正题：Actually most of the junior consultants at XXX will pursue their MBA deg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y’ve worked for XXX for 3-4 years. Upon graduation, they will rejoin the 

company as XXX and will receive global pay. I'm just following the common career path at top 

consulting firms. （回答不错，自己往归国计划上引，特别是举例自己身边的人。） 

 

Vo: Did you apply for any other schools? （看来对上面回答比较满意，没再追问，提出了新的

方向。） 

Me: Yes, XX and XX. 

 

Vo: Why don’t you go to XX? （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Me: blahblahblah. （感觉他也不是真想知道） 

 

Vo: Show me your transcript。 

Me: （我终于带了他要的东东！！！）Here you are. 

Vo: （仔细看每一科成绩。这个我倒不怕，正本成绩单，而且很不错）OK 

Me: blahblah 

Vo: （sneering） The more you talk, the less chance you will have to get the visa. （上面的问题，

都没有发现可疑处。这里的反映已经表现出他已经有些想给 piscean 签证了，只是这个人脾

气实在说不出什么好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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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怒，给脸不要脸）Sorry, I will shut up. 

突然，他拿着我的 I-20，DS 表和公司的 supporting letter 走开了。大约离开了 5 分钟，然后

回来坐下，也不说话，狂打字。我有个感觉他要给我 visa 了。 

约莫过了烙一张大饼的时间，他抬起头来。 

Vo: Actually it is very close for me to refuse your application, coz I don't believe you only spend 

RMB 2000 monthly. （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想破口大骂）However, I’m still going to issue 

you the visa this time. （大喘气，shit! 我火的了。） 

Vo: Coz you are a very bright and capable young professional. You have a decent job and speak 

really good English （是不是拿俺跟前面的探亲大爷比？）I believe you will be truly successful 

no matter in China or in the U.S., and I believe you will return to China after your graduation. （现

在开始 believe 了，晚了！我不会原谅你的）So I wish you a brilliant future and enjoy your stay 

in the US!  Please go and wait for your visa. Oh, actually, as the system was down, you can pick 

your visa this afternoon at around 2:30. （这个 VO 其实还是有可爱的一面，很坦率，把自己

整个判断过程和盘推出。） 

Me: Thank you, sir. Have a nice day! 

 

Pisceanzhang 签经完整版：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118104 

 

Piscean 资料准备非常不好，这给她的签证带来很多障碍，让整个过程险象环生，幸运

的是她非常好的心理素质，出色的表现，让她最后能够扭转大局，凯旋而归！ 

 

签证的过程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你既不会遇上天使，也不会遇上魔鬼，他们只是

克尽职守的签证官。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11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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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天条勿犯（绝对原则） 

永远不要说可以被轻易证实的谎言，否则你将永远与美国无缘。 

 

 

最后一谈只是这一句话，也是份量最重的一句话，被拒一次两次并不可怕，甚至有 10

次都可以翻案，但是如果证实你说谎，那么你将永远与美国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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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为了让《签证十谈》更简短清晰，将初次接触签证所需要知道的签证基本常识做成附录。 

 

附录 1：【转自新浪网】美国签证官聊天记录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160333 

 

附录 2：F1 签证材料准备清单： 

http://www.chasedream.com/show.aspx?id=1007&cid=30 

 

附录 3：F2 签证材料准备清单：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4345 

 

附录 4：预约程序－整理版：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78136 

 

附录 5：SEVIS 费用详细流程： 

http://www.chasedream.com/show.aspx?id=1123&cid=30 

 

附录 6：缴纳签证申请费的过程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158330 

 

附录 7：[资料下载]签证、护照、各式证明问题讨论＋资料（含资金证明等）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2689 

 

附录 8：[下载]可编辑的中文 DS 以及英文 DS158 表格 

http://forum.chasedream.com/dispbbs.asp?boardID=27&ID=4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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