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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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加州大学著名的10个校区之一，也是
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学府之一。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拥有全美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走过校
园，你会听到许多不同的语言 - 从普通话和土耳其语，到韩语和孟加拉语！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一览
来自75个国家的1500多名国际学生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学习！
加利福尼亚州，河滨市-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所在地 - 距洛杉矶
东部大约96公里，平均气温为26.3摄氏度。以娱乐，多样性，
休闲和环境保护而闻名。
我们靠近洛杉矶，好莱坞，游乐园，冬季度假村和世界著名的
海滩。
我们拥有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其中有来自流行歌手的世界级
校园音乐会，包括 A$AP Ferg, Post Malone, DJ Snake, Dillon
Francis 和 Panic! At The Disco.
我们占地485公顷的美丽校园位于Box Springs山脚下，拥有茂
密的树木和鲜花，柑橘园，蓝天，和我们的植物园。学校还提
供住宿，餐饮，购物，银行和医疗服务，这些设施都在步行距
离之内。
参与450多个学生组织并结识新朋友。 学术，艺术，意识，文
化，专业，服务和精神 – 任何兴趣都能找到相应的学生社团。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提供八项种族与性别计划，以支持和帮助
所有学生，包括亚太学生计划，女性资源中心和资源中心。
申请住在10个生活学习社区之一。学术学习社区包括荣誉
学位，商科预科，工程和数学/科学。主题学习社区包括
Mundo大厅，泛非洲主题大厅和不分性别住房。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餐饮包括各种校园餐厅，市场和便利店，
提供健康，高品质的全球美食和美国本地美食。
我们14,399平方米的学生娱乐中心包括一个游泳池，网球
场，带有氧运动和自由重量器材的宽敞客房，团体健身房，
篮球场和全套校内体育活动。户外短途旅行计划包括爬山，
冲浪，单板滑雪，滑沙和其他户外活动，如前往加利福尼亚
州的河流，湖泊，山脉和沙漠进行旅行。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是适合国际学生的顶尖学府之一。
考虑因素包括毕业率和社会/文化支持，如国际学生中心和学生组织。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8年）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享有盛誉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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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佳大学第85位。
（ 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2019
年最佳大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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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生物系排名第73 （共235）；
化学系排名第59位（共154）；物理学排名第56位
（共146）。 （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2019年）

APPROXIMATELY $115 MILLION

•IN
就业咨询
职业规划
RESEARCH FUNDS• ANNUALLY!
• 实习
• 职业发展座谈会
• 研究生申请指导
• 在线资源
• 求职策略
• 企业招聘会

在毕业后六个月进行的调查中从2016年级收集
的统计数据。

美国最佳大学排名第32位。
（金钱杂志2018年最有价值大学排名）

美国最佳公立大学第35位。
（ 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2019
年最佳大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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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RIVERSIDE ATTRACTS
就业中心提供如下服务:

学生成绩: 6个月
毕业后

基于社会流动性，科研与服务的美国高校
排名第28位。
（2018华盛顿月刊大学指导与排名）

美国最佳公立工程学院排名第34位。
（美国世界新闻与报道2019年）

你的未来
从这里开始

UCR被列入普林斯顿评论2017年前50所
最佳绿色校园之一，表明认可学校卓越的
可持续发展实践，坚实的可持续发展教育
和校园内学生的健康生活质量。

国际学生和学者（ISS）
办公室
ISS支持来自超过75个国家的
UCR学生的发展。
服务包括:
• 抵达前后的支持.
• 国际学生入学
• 签证维护和建议.
• 国际学生互助.
• 文化课程，研讨会，节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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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录取研究生

正在求职

1%
未求职

进入UCR所需费用是多少?
查看本科生的年度费用和奖学金.
go.ucr.edu/cost

非加州居民
成就奖学金
最高

$4,500
每季度

录取的国际新生和转学生将
自动获得非居民成就奖学金
，该奖学金将用于他们的
UCR教育。
go.ucr.edu/NRscholarship

HEIDI XINYI CHEN

专业: 商科预科
来自: 新加坡

为什么选择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宾至如归的校园文化

UCR的商学院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获得高度认
可的商学院之一。

UCR学生在学术上或生活上相互协作和互
相帮助。 他们邀请你与高中朋友一起参加
家庭聚会和郊游，让你感到宾至如归。

著名的UCR教授
LAN P. DUONG,
媒体与文化研究
文学硕士，博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文学士学位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

难忘经历

培育潜力

我最难忘的UCR经历是最开始搬进来的日子。
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当时我独自一人.
我感受到了真正的独立。无论我走到哪里，我
都会遇到友好和热心的人们，他们回答我的疑
问并提供帮助。我结交了很多新朋友并增长了
新的见识。

无论何时遇到困难，教授和工作人员都会
尽力帮助你，确保你充分利用大学时期的
经验。 UCR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
一个挖掘你最佳潜力的职业中心。

富布赖特研究奖学金获得者和《背叛主题：
性别，文化和越南女权主义》一书作者，
LAN博士探讨了亚洲/美国电影与文学的交
集。

王云增, 供应链管理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学硕士
山东理工大学理学学士

王院长是供应链领域专家，顾问，因其与管
理的相关的杰出研究而屡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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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教师比例

与屡获殊荣的教授密切合作！
UCR教职人员包括48名富布赖特研究员，19名古根海姆奖
学金获得者和49名美国人文基金会成员。

XINGYU CHEN
著名的UCR教授
刘慧男, 生物工程
布朗大学博士
北京科技大学理学学士

专业: 化学工程
来自: 中国浙江省

友好而有趣的教授

乐于助人的辅导员

在UCR所有的人都很友好，特别是教授。
如果你有疑问，他们会非常专注，并会迅
速回答你的问题。 我很期待英语课，因为
教授非常非常有趣。 他知道很多知识，我
认为他的讲座不会很无聊！

我的辅导员非常有耐心。 他帮助我参加夏
季课程，这让我在课堂上领先一步。

新体验

探索南加利福尼亚州

我对在UCR的新体验感到很兴奋。 我一直
在寻找学习之外的事情，这是我在国外寻
求教育的目的。 我找到了一个与我正在学
习的东西有关的机会。 我在柑橘克隆保护
计划的微生物实验室做志愿者。

我参加了由国际学生和学者（ISS）办公室
组织的圣莫尼卡之旅。 这是一个了解来自
加拿大，荷兰，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的
其他国际学生的绝佳机会 – 在那里基本上
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刘博士正在努力创造外科植入物和生物器
械，这些植入物和器械将被身体吸收，以
改善全球患者的康复问题。

殷亚东, 化学
华盛顿大学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硕士

殷博士在材料科学研究人员中排名世界第
二，并且是十年来排名前100的化学家！

98

%教授拥有博士
或同等学历

请与我们联系!
facebook.com/ucradmissions
twitter.com/ucradmissions
instagram.com/lifeatucr
lifeatucr.tumblr.com
youtube.com/lifeatUCR

WeChat

+1 (951) 827-4410

带着你的梦想来到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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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国际学生体验的更多信息，以及重要的申请信息和截止日期，
请访问 go.ucr.edu/global

扫描二维码
观看欢迎视频.

本科招生

900 University Ave. | 3106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 Riverside, CA 92521 USA
电话: +1(951) 827-3411 | 传真: +1(951) 827-6344 |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info@ucr.edu
截至信息发布之日，上述信息准确可靠，但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请联系本科招生部门以获取最新信息。 (11/18)

admissions.ucr.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