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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美国移民局发布通知

3月15日，学校纷纷关闭，移民局发布《疫情期间

国际学生规则》

7月6日，移民局发布《秋季学期国际学生规则》，

禁止全网课学生在美国学习

7月6-14日，美国135所大学，所有教育协会，机构

谴责移民局政策，哈佛MIT及18个州司法部长告移

民局

7月14日，移民局在同哈佛案法庭前，撤回 7月6
日规定，回到3月规定

历史

6 7月15日，移民局对3月规定发布答疑文件



2020年1月

疫情最初

1 从美国外的疫区来的学生的
办法

2 如果学生在美国有症状，可
以申请“减少课业负担”



2020年3月9日

美国疫情开始

1 学校如何安排网课

2 学校如何换地点上课



2020年3月13日

疫情影响停课



1 学生身份活跃，只要学生愿
意恢复学业

2 当做学校短暂休假

3 学校必须10天内报告移民
局

学校完全关闭，无线
上课程



1 学生应该上网课

2 可以保留身份

3 移民局允许学生超过线上课
程一门

学校暂停面授，但有
网课，学生在美



1 学生应该上网课

2 可以保留身份

3 移民局允许学生超过线上课
程一门

学校暂停面授，有网
课，学生离美

没提五个月，签证问题4



更新日期：
7月15日上午8:55



这和厚仁在7月12日得到的一份
内部文件基本相同

此次文件的内容，做了新的修改



1 满课程学生，身份为“活跃”

2 离境5个月身份非法规则不
适用

3 学校可以在海外远程上课

4 学校更新状态必须在10天
内通知移民局

维护学生身份



1 已经到美的新生
应该到校报到，学校将身
份激活

2 没有到美新生
应该留在祖国。
（？？？）



1 可以在线上学习，不管在美国还是外国

2 校方必须向移民局报告学生住址

3 如果学校没课而且关闭是暂时的，学生可以找到住处，等学校开放，返校

被要求搬离宿
舍的学生



1 如果学校没有足够线上课程，学生可以修不满全时的课程

2 如果学生被大学录取，高中应该转I-20

高中12年级
回祖国的学生



记录活跃（很少中国学生这个情况）

正在海外交换的国际学生



1 学校不应该改动在美学生的状态。只是更新他们地址。

2 学生必须在10天内向学校更新自己地址。学校必须在21
天内在系统更新。

在美国学生记录不改动



1 如果学年延期，学校应该清晰记录，以备国土安全局检查。

2 国土安全局正在评估相关规定，可能发布附加规定。

3 对OPT问题，国际学生署建议直接咨询移民局。

学校延期
如何调整OPT时间变化



如果学校恢复正常运行，学生不能，或者选择不返回美国，DSO应
该讲学生记录终止。

学校正常后，学生不返校的处理



如果学生的技术环境不允许远程上课，只要学校通知DSO，只要
学生表示面对面授课重启愿意返回学业，就可以保持SEVIS记录
活跃。

学生没有远程上课技术的情况



疫情期间，可以继续使用电子I-20。

电子I-20



如果学生因为疫情，学期不能参加，可以将已经交的I-20费用顺延
的下学期。

I-20费用



如果学校线上课程不足，学生的“满课程”要求可以暂时取消。

因远程课不足导致课程量不足



1 如果学生因为对线上课程不满意，退课后，达不到全时学生要求，学生应
该申请“暂时休学”，而且记录会被终止。

2 如果学校没有开满课程，允许学生选择有的课程，或者申请暂时休学。

3 如果学生只是因为线上而不愿意选满负荷课程，学生应该申请暂时休学。

学生因不满线上课
而退课



1 如果学校课程取消，导致学生不能满负荷，学校不应改变学生状态。

2 但是如果学生拒绝参加学校的替代学习方案，那么学生应该申请
暂时休学。

因为疫情课程取消的情况



1 如果学生因为疫情有病，或者其他原因有病，可以申请因病减少课程负荷。

2 如果学生不愿意参与学校课程或替代方案，学生也可以申请暂时
休学，则导致记录暂时终止。

因生病申请减负荷情况



如果学生有校内打工，只要可以远程，可以继续。必要时，学校可
以对移民局加以解释。

校内打工



如果学生已经OPT，或者在STEM OPT 延期，如果雇主在海外有
办公室，或者雇主能用电子方式评估。学生可以继续OPT。

OPT 进行时是否可远程



1 CPT是学位中一部分。

2 DSO在CPT 开始之前同意CPT。

3 雇主有海外办公室，或者可以电子评估学生，达到学业目标。

海外CPT只在
以下情况允许



只要学生身份一直保持活跃状态，学生的时间就计入CPT和OPT
的允许积累时间。（允许参加CPT，OPT的前一年的积累期。）

海外时间算入CPT, OPT



1 国土安全局正在评估这个问题。建议直接联系移民局。

2 【陈航老师解读】就是不可以的意思，也不要从海外申请工卡。

可以从海外申请OPT吗？



疫情期间，放松OPT 每周20小时的最低要求。

OPT 最低20小时的时间要求



国土安全局在评估。意思是说：不要失业超过90/150天。

会降低OPT期间失业天数要求吗？



转学期超过5个月的，不予追究。

转学生，5个月期限放松



I-20在入境时候激活。在美国的转学生
，开学前15天电子或本人到学校报到。

海外新转学生



疫情中保持正常学业的学生，可以返回美国学习。
请关注大使馆签证信息。

疫情中继续学业的老生可以返回美国



根据学校恢复正常授课和旅行限
制的时间，学生应该在下一个学
期开始前30天内返回美国校园。

返回美国校园时间



学业完全结束，目前留在美国的宽限期不变。【宽限期：60天】
如果不能离境，请联系DSO，可以继续修课程。

学业结束的“宽限期”



22页的文件，更多问题，可以直接联系移民局。

更多问题和移民局联系方式



在国内停留超五个月还用重新办F1签证吗？本身签证没过期

如果是读二硕 之前F1 签证没过期 sevis 已经转到新的学校  sevis number没变 这个算

不算initial新学生？假如defer到明年春季入学，是否必须再去办新签证呢？

请问没入境报到的转学生在春季入读前是否需要重签F1？

学校混合授课，学校在国内委托第三方线下授课，如果线上课程能够满足学分要求，还

有必要参加第三方的线下课程吗？参加第三方线下课程可以免于重新签证吗？

问题答疑- 签证相关



如果返校需要重新签证，但是预约不上或者美国领事馆没有开放，怎么办？

旧F1签证+新i-20，并非transfer，Sevis号码变更，可以用旧F1签证吗？还是必须重

签？

问题答疑- 签证相关



如果是新被录取的研究生，在国内上网课，这一学期算是保留了学生身份且去美国

上一学期后仍然可以申请cpt吗？

如延期一年毕业，对明年申请OPT有什么影响吗？延期期间不再选修学分，其他硬

性指标全部已考合格，只是等明年的毕业项目答辩，怎么做才有利明年申请OPT? 

如果留在国内网课，明年暑假实习，CPT申请有影响吗？这学期海外网课是否算入

CPT允许累计时间？

今年硕士毕业，人还在美国，因为疫情工作还没着落，但是OPT 7月16日就开始了，10月
16日结束如果还没找到工作怎么办？能向移民局申请OPT延期吗？

问题答疑- OPT/CPT 相关



混合授课模式大学的老生，秋季学期在国内上网 课，如果春季学期回美国，需要新

的I20吗？

回国上网课，i20怎么延期呢？另外明年会不会无法 返美入境？

问题答疑- I-20 相关



秋季开学，学校混合模式授课，如果留在国内上网课，学生身份是激活状态吗？FI身
份有效吗？可以保留多长时间？必须最迟什么时候必须回去？

已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办理过F1签证的新生，是否有学生身份呢，是否能保持 sevis 
active？

秋季在国内合作学校修读学分，继续修读学分没入境的情况下转学生学校激活

SEVIS吗？

如果在国内上网课，学校开设的网课不够维持学生身份的12学分，身份会被终止吗？

问题答疑- 学生身份 相关

F1签证今年6月过期。这种情况下有 I20，但是没有F1签证，在美境外上网课，是否会

保持active status in sevis? 



秋季开学上大二，学校混合模式授 课，目前在国内，能入境美国吗？

美国入境限制如何返回美国？

如果秋季孩子选了全部网课，目前在国内，如果学期中间想回到美国，可以吗？

按照ICS 7月15日的细则要求开学30天前到校，目前时间来不及，能否跟学校商量延期
入学，按照延期日期入境？

问题答疑- 入境 相关



现在孩子在ucsd大一毕业夏校选课了，秋季在计划在国内读网课，uc系统是三个学期

，冬季学期如果全线下，是否建议休学一学期，我不希望转第三国14天

请问研究生还有一年毕业，现在美国，签证7月底过期，I20到明年6月，因考虑疫情及

下学期网课，想回国网课，目前离毕业要求，还差2个学分的课和毕业论文，可以不

考虑OPT，愿意毕业后在中国工作，您觉得可以回国吗？不影响明年5月毕业拿学

位？

如果12月份毕业，选择秋季读研究生，受毕业60天宽限的影响吗？

问题答疑- 其它



学校如果是全线下课，算是学校恢复正常吗？这种情况下学生已经回中国，如何处

理？

孩子在国内，秋季是经第三国隔离14天返校好还是继续国内上网课好？

美国当前允许全线上，疫情又严重，您对于9月12年级，今年申请美本，当前仍留美

的孩子，建议回国吗？

问题答疑- 其它

孩子目前留在美国上夏校，想回国。但是担心回国后，能否再 顺利返回美国上学？



学校说会把目前在美国境外的新生 i20推迟到春季，孩子很想秋季到校学习的，这种

情况如果跟学校沟通争取，希望大不大？

孩子在国内上一年网课，国内会不会认可呢？

根据纽约州和康涅狄格州的要求，入境都需隔离，如果 飞机降落纽约，学校在康州，

那应该如何隔离？或者应该咨询什么机构或部门？

问题答疑- 其它



感谢聆听！

Andrew H. Chen
CEO
WholeRen Education Consulting
www.wholerengroup.com

http://www.wholeren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