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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欢迎来到UCR！
您的孩子最近被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所录取，他/她成为了Highlander大家庭中的一员。您也一样！本
手册将介绍您感兴趣的校园资讯并解答家长们常关心的问题。

今年，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新生和转学生申请人数从去年63000到今年的66000，再创历史新高。
事实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只能接受这些申请者中的一小部分。您的孩子能被录取，证明了他们极
高的成就和潜力，以及您在申请路上给他们的鼎力支持与鼓励。 

对于您的孩子来说，下一步便是对加州大学河滨校区说“YES”。通过他们的My.UCR.edu账户，本
科生可以在五月一日前提交注册意向声明，而转校生可在六月一日前提交。在这之后，我们将为您
提供更多可以帮助您孩子在未来大学学习与生活的细节。现在，这本手册可以帮助您很好地了解加
州大学河滨分校以及我们将如何帮助您的孩子获得成功。 

我期望能在2021年秋季开学日亲自迎接您和孩子来到我们美丽的校园。请放心，作为加州大学领先
校园之一，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确保学生健康。如您有其他的问题，请致电（915）827-3411，或
者发邮件至 admissions.ucr.edu/ask。

金·威尔科克斯 
校长

http://admissions.ucr.edu/ask
https://admissions.ucr.edu/ask


由于新冠病毒的限制，本手册中的某些内容反映了校园关闭前的一系列服务。请与各个部门联系有关最新政
策。请切记，我们计划在2021年秋季恢复线下校内课程。

阳光照耀之地
湛蓝的天空，和蔼的笑脸，以及一座世界级的开放性学习生活空间正在恭迎您的
到来。UCR校园距离周围著名景点仅需60英里（96公里）路程，如洛杉矶，迪士
尼乐园，棕榈泉，拉古纳海滩以及风光宜人的国家公园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充满
南加州风情的UCR校园将会是您孩子通往辉煌未来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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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皆有所属之地
大学选择，举足轻重
申请大学的过程是一段您与孩子共同分享的旅程。我们希望这
段旅程的目的地是UCR。您的孩子能够被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所录
取，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她的勤奋与刻苦，他/她的无限潜力，
以及他/她对于这个世界无可比拟的热诚。这些潜质使您的孩子
成为了一位完美的UCR学生，一位Highlander！在这个校园，
他/她是当之无愧的一份子。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机构之一，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一个
让学生刻苦学习，不断成长并且勇于追求梦想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兼容并蓄，精进不休，还能时刻感受到UCR集体的关怀与温
暖。在这里，您的孩子不仅会为他/她美好的未来砥砺前行，他/
她也会成为多元友爱的群体中的一员。加入UCR，您也会与这座
校园保持最紧密的联系。通过加入UCR家长联合会，您将持续接
收校园新闻以及各类UCR资讯。了解更多UCR家长联合会详情，
请登录 parents.ucr.edu

守护安全之地
在UCR,您的孩子将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
学生的安全与成功是UCR的第一要务。我们拥有全天24小时不
间断执勤并全校巡逻的学校专属警察队伍。通过紧急通知系统，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向学生汇报校园中的紧急情况。我们
坚持对于性暴力零容忍的态度。学校所有的学生公寓都配有视频
监控，门禁卡以及专职的楼管人员。在晚间，学校的社区服务人
员会持续巡逻公寓楼以及停车场，以保证夜间校园安全。同时，
如果需要在夜间出入学校，学生可以联系校园安全护送队相伴出
行。

我们的学校不仅配有完善的安全措施，我们的师生也互相关怀并
帮助学生社区，因为这才是护卫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在UCR，我
们守护彼此。 police.ucr.edu

https://parents.ucr.edu/
https://police.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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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身心健康之地
有新冠安全意识的校园回归， 
我们准备好了！
在2021年秋季返校的准备当中确保学生健康是我们最大的任
务。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医务专家、科研人员、管理人
员、教授、职员、和学生群体为恢复我们大学以往的活力制定了
新的政策和活动。 campusreturn.ucr.edu

通过各类专属项目以及专职员工，我们将UCR打造
成一座让学生感到安全，可靠，舒适以及能够顺利
通向成功的校园。

https://campusreturn.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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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是一座提倡回馈社会的学校。我们的学生，Highlander们，
也是一样。对于我们的周围的社区，我们一向鼎力相助。在美国
对于大学社区服务贡献以及公益事业投入的排名中，UCR一贯名
列前茅。 communityservice.ucr.edu

https://communityservice.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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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之地
同您一样，我们也希望您的孩子能获得最完美的大学生活体验，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全心全力地为您的孩子提供各种增强参与感的
机会。从学生俱乐部到音乐会，研讨会到公共服务机会，以及电
影，校内体育竞技，远足和更多活动，您的孩子将会在UCR深度
参与校园活动，结交朋友并收获快乐。

尊重与欢庆之地
在UCR, 你不必改变。

在UCR,您的孩子将一直忠于他/她的内心。他/她拥有最独特的灵
魂，他/她也是这个海纳百川群体的一份子。在这里，他/她始终
保护自己独立的声音，并与这多彩的世界不断对话。在UCR,我们
帮助孩子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建立联系，并赞美每一个绚烂璀璨的
文明。在我们的帮助下，您的孩子将取得学术以及社交生活上的
双重成功。

我们可提供的资源包括：学术资源中心、身体障碍学生资源中
心、退伍军人资源中心、国际学生与学者办公室；以及我们的种
族及性别项目：美国学生项目、亚太学生项目、奇卡诺学生项
目、LGBT 资源中心、中东学生中心、印第安学生中心、无证件
学生项目以及女性资源中心。

diversity.ucr.edu

https://diversity.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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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学，笃行，逐梦之地
您的孩子有梦，我们助他/她圆梦。
作为美国境内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 滨分校提供世界级
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机会。您的孩子可以在超过150余个学科中选
择主修与副主修并开启一段通往探索与非凡成就的旅程。请登录
Admissions.ucr.edu/majors查看关于学科专业的更多细节。

专业学校和学院
UCR 拥有以下专业学院：

人文，艺术及社会科学学院 
chass.ucr.edu

自然与农业科学学院 
cnas.ucr.edu

教育研究生学院 
education.ucr.edu

马伦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  
student.engr.ucr.edu

商学院 
business.ucr.edu

医学院 
medschool.ucr.edu

公共政策学院 
spp.ucr.edu

学术支持
有时候，学生们需要获得学习，时间管理以及适应大学生活方
面的帮助。在学术方面，我们为学生提供全面细致的支持。在
UCR，我们拥有提供课程辅助的学术资源中心，为大一新生提
供社交生活以及学习帮助的新生学习社区，一个配有高年级学
生指导的一年级新生项目和为想要挑战更高学术难度与寻求更
多机会的学生提供的大学荣誉项目。 arc.ucr.edu

https://admissions.ucr.edu/majors
https://chass.ucr.edu/
https://cnas.ucr.edu/
https://education.ucr.edu/
https://student.engr.ucr.edu/
https://business.ucr.edu/
https://medschool.ucr.edu/
https://spp.ucr.edu/
https://arc.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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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因主持许多具有突破性的科研实验而闻名。同
时，UCR也是美国少数几所可以为本科生在各个学科领
域中提供卓越研究机会的学术机构之一。

ucr.edu/research/undergrad-research

https://www.ucr.edu/research/undergra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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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谨的理论知识学习，亲身参与的科研实验经历，以及在职业发展中心获得的
求职技巧，在UCR, 您的孩子早已为未来的职场竞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全球化
的人才市场中，他们必将脱颖而出。 careers.ucr.edu

https://careers.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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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厉以须之地
获得良好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梦想，是获得高薪，是享受事业
的成功以及经济的自由。UCR始终为学生的就业考虑。从入学的
第一天起，您的孩子就可以接触到由UCR职业发展中心组织的研
讨会及活动。从私人职业规划咨询到求职会和求职研讨会，职业
探索小组，简历修改，人脉扩展和顶级企业招聘会，在您孩子走
向职业成功的路上，我们助力前行。 careers.ucr.edu

UCR在公立学校最高平均毕业薪水全国
排名第14 名
(CNBC Make It, 2020)

平均UCR毕业薪水为$69,000美金
(PayScale 大学薪水报告, 2019–20)

https://careers.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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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已注册的UCR学生都会自动成
为我们校园内占地15.5万平方英尺
（约合14399平方米）的学生娱乐
中心的会员。

朝气蓬勃之地
UCR学生的身心健康服务全方位的确保学生的身心和精神安全。 
shws.ucr.edu

基础需求 – basicneeds.ucr.edu
如果学生面临紧急困难可向这个团队寻求餐饮，住宿
或经济帮助。例如每月$204美金的食品费用（需符合
要求）。

案例管理 – casemanagement.ucr.edu
如果学生有任何关于个人和学术的问题可以来到这里得
到帮助和指点。家长如果有顾虑，也可以推荐自己的孩
子来获取相关的帮助。

学生残障资源中心 – sdrc.ucr.edu
此资源中心有残障的学生能得到平等的教育项目，可以
完全的参与各方面的校园生活。残障服务是免费的，自
愿的、私密的、不会出现在成绩单上。

心理咨询服务 – counseling.ucr.edu
您的孩子可以得到免费的心理健康咨询以及24小时的心
理健康热线服务。

娱乐 – recreation.ucr.edu
您的孩子可以在UCR的学生娱乐中心(SRC)通过多项运
动保持健康与活力。这些运动包括:室内攀岩，举重，
游泳，篮球，健身课以及许多室内活动。他们也可以
结队出游参加橡皮艇漂流和室外远足小组的徒步旅
行。当然，他们也可以自行租用设备探索学校周围的
自然环境。

学生健康服务 – 
studenthealth.ucr.edu
您的孩子可以选择校园健康服务中的所有项目，包括
的急诊救护，医疗测试，处方药物，诊断检测，实验
室服务，牙医服务以更多的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加州
大学学生健康保险计划（UC SHIP），您的孩子将享受
免费的医疗服务。

The Well – well.ucr.edu
The Well提供资源与帮助让您的孩子保持身体，社
交，情绪以及精神上的健康，The Well可以提供健身
项目以及一个供同龄人分享的社交圈。

https://basicneeds.ucr.edu/
https://casemanagement.ucr.edu/
https://sdrc.ucr.edu/
https://counseling.ucr.edu/
https://recreation.ucr.edu/
https://studenthealth.ucr.edu/
https://well.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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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探索与欢笑之地
大学生活应当快乐！ UCR提供许多增强参与感，提升团体精神，
共享欢乐，共同探索与提升创造表现力的机会，包括:

学生组织 – highlanderlink.ucr.edu
参加学生组织可以很好地提升参与感并结交新的朋友。UCR拥有
超过450个社交型，服务型和学术型学生组织，其中包括超过30
个姐妹会以及兄弟会。

校园活动 – events.ucr.edu
在UCR的校园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艺术展到体育竞技，
音乐会到演讲，电影，和社区或公共服务机会，您的孩子将会有
多种多样的选择。 

游学项目 – ea.ucr.edu
UCR给学生们提供高质量的国际体验机会，通过学术课程和实验
教学以培养跨文化的思想和合作能力。

https://highlanderlink.ucr.edu/
https://events.ucr.edu/
https://international.ucr.edu/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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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帮您轻松地找到学生的家外之家。 我们的宿舍将提供日常必需品，例如洗衣设施，备受赞誉的设施，例如亚马逊
储物柜，学术或主题生活学习社区。这些社区将使他们与共享学习领域或种族/文化背景的学生联系在一起。

尽管当前没有“保证住房”，但有优先住房。 欢迎查看我们的11个校内宿舍和校外公寓，快速采取行动。

 housing.ucr.edu

https://housing.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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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享安居与美食之地
无论学生住在校园内学校附近，还是每天通勤来往学校，UCR都
是他们共同的家。UCR有丰富的资源帮助每一位学生获得良好的
居住环境并成为学校社区的一部分。想要更直观地感受学校住宿
环境以及校园生活的风采，您可以预约免费的校园参观。虽然目
前没有亲自参观的选项我们提供其他便捷选择，如驾车参观校园
的地标建筑（提供带有UCR趣事的地图），由学生主持的校园之
旅视频，和经验丰富的校园代表开Zoom会议或使用互动式虚拟
导览（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 
visit.ucr.edu

饮食
dining.ucr.edu

在UCR，您的孩子有多种多样的餐饮选择。通过购买学校的餐饮
计划会使得学生的就餐问题变得十分轻松。在校园内，学生可以
选择美式和其他多种菜式。宿舍楼内的食堂，遍布校园的餐馆，
便利店，HUB中心美食广场，咖啡店及餐车都可以为学生提供餐
饮选择。同时，我们提供包含素食主义，纯素食主义，清真食品
以及健康食物的特色菜单供学生选择。

https://admissions.ucr.edu/visit
https://dining.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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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之地
学生公寓生活 housing.ucr.edu
校园是UCR一切活动的中心，居住在校园内，您的孩子会体验到
比独自在教室里学习更多的乐趣。事实上，国家级研究表明居住
在校园内会提升学生的学习生活质量。

学生宿舍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也像家一样，是用于学习，交
友，以及享受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学生公寓提供电脑房，洗衣设
备和课外功课辅导服务。学习总是校园生活的第一要务。在学习
之外，我们的学生公寓提供宿舍楼之间的相互比赛，社交活动，
舞蹈，泳池派对，文化庆祝活动，烧烤，音乐会，电影和多种多
样的课后活动。我们提供生活学习一体化的社区以及配有独特主
题的公寓楼，这样可以将您的孩子同其他有共同爱好，文化传统
和个人发展方向的孩子连接起来。

通勤与交通资源
studentlife.ucr.edu/commuter-resources 
studentlife.ucr.edu/welcome-transfer-students

如果您的孩子住在校园以外的区域或者刚刚转学到这里，UCR拥
有可以帮助他们与校园建立联系的服务，资源以及项目。这包括
通勤与往返交通休息区，双周简讯，一份通勤指南，一份特殊餐
饮计划选项，拼车以及配有零食的Pit Stops。

https://housing.ucr.edu/
https://studentlife.ucr.edu/commuter-resources
https://studentlife.ucr.edu/welcome-transfer-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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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全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的顶级大学之一 
（普林斯顿评论 2021）

UCR是全国社会性流动第一的大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2021）

UCR被评为全美最佳性价比大学之一（财富杂志，2020）

高誉之地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不仅是一所强大的学术机构也是备受赞誉的加
州大学系统中的一员。我们也在其他领域中名居高位，这些领域
包括可持续性，投资，和促进发展。UCR志在千里，让您的孩子
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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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工程学院 (BCOE)
全美排名前50 工程学院。 
（最佳硕博工程学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1）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CHASS)
UCR最大的学院，服务60%的学生群体，拥有超过65个主修和辅
修专业。CHASS教授包括普利策奖得主，漫威动漫编剧，社会活
动家，和媒体人。

自然与农业科学学院 (CNAS)
UCR有全美排名第52的计算机项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
名，2021）

UCR志在千里，让您的孩子实现梦想！

研究生教育学院 (GSOE)
开放全新体育领导辅修专业-这是加州大学系统和河滨分校第一
项以体育运动为基础的本科学术项目。它促成了加州第一个家庭
自闭症资源中心 – SEARCH（支持-教育-宣传-资源-社区）。

商学院
全加州商业管理大学，UCR排名第8名 
（College Factual，最佳商业管理大学 2020）

医学院 (SOM)
2017年第一届毕业生，全美医学院排名第93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9）

公共政策学院 (SPP)
UCR的公共政策学院在最佳公共事务项目里排名第101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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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lett-Packard
惠普

IBM

Intel Corporation
英特尔公司/起亚
汽车

Kia Motors

Linkedln领英

Lockheed Martin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Macy’s 梅西百货

Microsoft微软

Nestle USA 
雀巢美国

New York Life 
纽约人寿

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Airbnb爱彼迎

Amazon亚马逊

Apple, Inc.苹果公司

Blizzard暴雪公司

Deloitte德勤

Edwards 
Lifesciences 
爱德华生命科学
公司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环境保护署

Esri美国环境系统
研究所公司

Facebook脸书

Foresters Financial

GEICO 盖可保险

Goldman Sach 高盛

通向成功之地
自毕业起，UCR的学生便成为了极具吸引
力的工作候选人，而顶尖的企业会来到
UCR进行招聘。
已经招募，雇用或者参与到UCR学生职业探索实践活动，提供实
习以及校园面试的招聘企业包括:

影响世界之地
年复一年，UCR在对公众福利贡献方面名
列全国顶尖学校前茅。
Highlander们希望对世界作出影响，不仅限于取得自我的成功，
我们也希望帮助他人获得成就。

我们的毕业生包括普利兹奖和诺贝尔获奖者，获奖记者和电影
人，经济领袖和总统，科学家，演员，舞蹈家，工程师，律师，
社会正义领导者，奥林匹克获得者，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精英。
我们期待您的孩子在这里开启另一个走向成功的故事。 
alumni.ucr.edu

我们2020届的毕业生中的66%在毕业后
一年内找到了工作，23%在毕业后一年内
被研究生项目录取。
(UCR Career Center, 2020)

格鲁曼公司

PepsiCo 
百事可乐公司

Pixar皮克斯动画
工作室

Qualcomm高通

SpaceX 

Target

Teach for America

Twitter推特

Uber优步

Walt Disney 
Company 
迪士尼公司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

Yelp

https://alumni.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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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誉全球的教授学习
之地
UCR有世界级的教授，包括两位诺贝尔奖
得主，一位普利策奖得主，数不清的社会
活动家，和世界影响者。 faculty.ucr.edu
·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 巴里·巴里什是加州大学校友，他在

研发LIGO探测仪和发现引力波做出了重大贡献

·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 理查德·施罗克 UCR校友，他因研发
一种反应催化剂而受到认可，该反应现已在化学工业中每天
用于更高效环保地生产药品，燃料，合成纤维和许多其他产
品。

·  获奖研究员- Mona Eskandari（如图）她的新冠病毒肺生物力
学研究成果将UCR世界出名，该研究调查了换气过度和病毒对
呼吸系统的损害。

·  设计师，策展人，插画家和漫画家–约翰·詹宁斯曾两次是
艾斯纳奖的获奖者，漫画小说家和散文作家，他致力于出版
关于有色人种的漫画小说。

·  知名作家–苏珊·史特拉特是八次出版小说家，入围了《国
家图书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和《国家杂志》奖，并
且是女性的全方位赋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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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评定，作
为世界顶级大学之一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不仅学术水平高于平均
大学教育水平，在考虑助学金(以需求为基础的助学金和奖学金)
的情况下，费用要低于许多其他学校。事实上，约91.2%的本科
生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大约70%接受经济援助的学生
的全部费用由助学金和/或奖学金支付。 

同等付出，更多回报
每一个注册的UCR学生都会拥有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保险。您的孩
子会自动被录入到加州大学学生健康保险计划（UC SHIP ）中，
这样在校园中看医生并不需要额外花费。还有X光，实验测试甚
至处方药物供学生选择。

每一个UCR学生都可以进入学生娱乐中心（SRC）。SRC是一个
占地15.5万平方英尺的艺术级学生娱乐中心。学生可在此健身，
运动，游泳，以及参与其他娱乐活动。

小小花费，加州生活
河滨市的生活成本远远低于周边城市的生活成本。 
admissions.ucr.edu/about-riverside

物超所值之地
admissions.ucr.edu/cost

学费以及其他费用
UCR的加州居民本科学费为12,570美元。 
请访问admissions.ucr.edu/cost，查看

HOLLYWOOD

ANAHEIM

HUNTINGTON BEACH

WOODD

HHU

AAANA

UNTINHUH

https://admissions.ucr.edu/about-riverside
https://admissions.ucr.edu/cost
https://admissions.ucr.edu/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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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慷慨经济资助之地
financialaid.ucr.edu

加州大学学位比您预想的更容易负担！
金钱并不应该成为您孩子接受UCR世界级教育路上的的绊脚石。
我们的助学金办公室向合格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奖学金、贷款和
半工半读等经济支持。

86%的UCR本科生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经济资助，其中70%的学
生的全部费用由助学金和/或奖学金支付。

请提醒您的孩子在每年3月2日之前，在FAFSA .edu.gov网站上完
成联邦学生资助(FAFSA)的免费在线申请，以获得最佳的经济资
助机会。

给梦想者(Dreamer)的提示:加州梦想法案(AB130&AB 131)允许
AB 540 学生有资格获得国家财政资助。获得DACA的学生应该申
请加州梦想法案，而不是FAFSA。 dream.csac.ca.gov

您的孩子应该每年都提交他们的FAFSA申请，即使他们认为自己
没有申请经济资助的资格! 因为填写FASA申请并没有让他们失去
什么，但却可以让孩子们得到更多。

https://financialaid.ucr.edu/
https://dream.csac.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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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您有问题，我们有答案。需要解更多关于
UCR将如何在各方面支持您的孩子，详情
请登录 
admissions.ucr.edu/parents-guardians

为什么选择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2020年秋季有超过26000名学生因为多种原因选择就读UCR。
我们是久负盛名的加州大学系统的一部分，以我们令人印象深刻
的排名、前沿的研究、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友好的校园环境和在
南加州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闻名。 
admissions.ucr.edu

你们校园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吗?
是的，大一新生可以选择入住我们四所宿舍楼，转学生和高年级
学生可以选择同样的宿舍和额外的六座校园公寓。带子女的学生
也可以申请家庭公寓。

因为新冠病毒的不确定性原因，我们今年无法保证所有学生宿舍
入住，但是学生在五月十日前提交宿舍合同可以优先入住。我们
邀请你的家人来参观我们11个校园住宿选择，也鼓励你的学生申
请合适他的宿舍。 housing.ucr.edu

我们有许多校园餐厅，餐车，和便利店来提供实惠，健康和美味
的餐饮。另外还有许多步行可达的校外用餐的选择。 
dining.ucr.edu 
admissions.ucr.edu/about-riverside

家长如何参与校园活动?
家长和家庭的支持在UCR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家长协会是一个让家长参与到校园活动中并与学生保持联
系的机会。UCR邀请所有在校生的家长和家庭都参与到家长协会
中。详情请参考 parents.ucr.edu

https://admissions.ucr.edu/parents-guardians
https://admissions.ucr.edu/
https://housing.ucr.edu/
https://dining.ucr.edu/
https://admissions.ucr.edu/about-riverside
https://parents.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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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的学费我们负担得起吗？
是的!我们提供一系列的奖学金/经济资源来帮助您的孩子支付
大学费用，这取决于您的经济状况和需要。通过FAFSA (FAFSA 
.edu.gov)或加州梦想法案(California Dream Act)申请，学生只需
提交一份申请，就可以申请大部分资助。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申请
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如果学生对申请过程有任何疑问，可以向财
务援助顾问咨询。 financialaid.ucr.edu

我的孩子在校园周围里可以做什么?
在UCR周围总有许多有趣的事发生!学生们可以享受的活动包括
UCR每年举办的两场大型音乐会、研讨会、现场表演、体育赛
事、戏剧演出、演讲、庆祝活动、社区服务和学生领袖机会、超
过500个学生组织、以及超过30个兄弟会和姐妹会。 
events.ucr.edu · highlanderlink.ucr.edu

我的孩子需要车吗？
不需要。在学校内，课堂，商店以及食堂都可步行或起非电动车
到达 – 校园内有3000个自行车停车位。（我们还提供免费的加
州自行车注册）如要去往较远的地方,学生有多种选择,包括没费
坐河滨市交通所公交汽车（官网上注册乘车证即可）, Metrolink
的有轨电车服务（两个站在校园3英里以内，做公交车可到达), 
Zip Car租车服务或者乘坐朋友的汽车。

除非获得豁免，住在校园里的新生不允许购买停车证。校园内也
不允许机动单车。 
transportation.ucr.edu

我的孩子能在四年内完成毕业所需的课程
吗?
当然可以。学校鼓励学生每学期修15个学分，定期与学术顾问见
面，参加暑期班，利用包括学术资源中心在内的支持性资源，在
四年内完成学业。

https://financialaid.ucr.edu/
https://events.ucr.edu/
https://highlanderlink.ucr.edu/
https://transportation.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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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需要有笔记本电脑吗?
马伦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BCOE)的学生对笔记本电脑有
要求，具体要求请阅读Student.engr.ucr.edu/laptop。否则，学
生不需要笔记本电脑，但我们推荐使用笔记本电脑。学生们可以
在HUB使用他们的R ‘Card(他们的UCR ID卡)租赁笔记本电脑，
并且可以使用分布在各个校园建筑和住房区域内的许多电脑机
房。学生也可以使用打印机。

我怎样才能帮助我的孩子在UCR取得成
功?
鼓励您的孩子参与并利用校园内的各种资源，如学术资源中心、
学术项目、图书馆研讨会、种族和性别项目办公室以及宿舍楼内
的特殊学术支持项目。您持之以恒的支持和鼓励也是让孩子获得
成功的因素之一。

我的孩子有哪些医疗资源?
UCR的学生健康服务(SHS)拥有一个完整的医院和校园药房，学
生可以去那里检查，问诊和开处方。学生还可以在那里找到牙
医和验光师。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有健康保险，不管是UCR的医疗
保险(UC SHIP)还是他们自己的私人保险。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
SHS，但那里唯一接受的保险是UCSHIP;拥有私人保险的学生需
要为SHS的医疗服务付费。我们还有一个校园咨询和心理服务办
公室(CAPS)，对目前已在UCR注册学生免费开放。

LiveHealth Online is a virtual service (covered by UC SHIP)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video-chat with board-certified medical/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bout their health/mental heath 
needs and receive prescriptions. studenthealth.ucr.edu

还有更多问题吗？ 
我们有更多答案在官网上
admissions.ucr.edu/parents-guardians

我们为新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就是你单独成立了
一个网站。这里有更多的须知信息。  
iam.ucr.edu

https://studenthealth.ucr.edu/
https://admissions.ucr.edu/parents-guardians
https://iam.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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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是专门为各种学生提供资源和机会的大
学，无论学生的背景、肤色、宗教或其他不同因
素。这里的学生很热情，很充满正能量，所以在
UCR很容易找到家的感觉。”

Mehvish Ali ‘20 
莫维什·阿里，2020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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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日期和截止日期

2021

宿舍楼合同可供查看 (请访问My.UCR.edu或housing.ucr.edu)  3月1日

Highlander 日(对于已录取的学生) (highlanderday.ucr.edu) 4月6日到4月8日（大一新生） 
5月6日到5月7日(转校生)

《注册意向声明(SIR)》-截止日期 5月1日(新生)  
6月1日(转学) 

优先宿舍截止日期 5月10日

成绩单和文件截止日期 7月1日(成绩单) 
7月15日(文件和考试成绩)

新生的为期两天的两天新生典礼 (orientation.ucr.edu) 7月- 8月(不同日期)

转校生的为期一天的新生典礼 (orientation.ucr.edu) August - September (Various Dates)

UC校园公寓入住日 9月17日

学生宿舍入住日 九月18-19日

秋季学期的第一天 9月20日

https://my.ucr.edu/
https://housing.ucr.edu/
https://highlanderday.ucr.edu/
https://orientation.ucr.edu/
https://orientation.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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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与截止日期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入学竞争非常激烈，所以非常重要的是，您
的孩子必须通过按时提交入学声明并在所有截止日期前完成注
册，从而完成对UCR说“YES”。

请提醒您的孩子去查看My.UCR.EDU。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网
站，这里收录了关于学生入学情况的所有信息，包括重要的日期
和截止日期。UCR已经为您的孩子创建了一个My.UCR.EDU的帐
户，并发送了包含他们用户名与创建密码的指示的电子邮件。如
果您的孩子没有收到这封邮件，请让他们与本科招生办公室联系 
admissions.ucr.edu/ask 。

对UCR说YES!
今天就签署SIR! MyUCR.EDU
您的孩子下一步要做的是在他们的MyUCR账户上所列出的日期
之前在go.ucr.edu/sayYES上提交他们的《注册意向声明(SIR)》，
并留意重要日期及截止日期。

SIR截止日期
5月1日大一新生
6月1日 转校生

检查经济补助的状态
如果您的孩子申请了经济补助，他们需要在他们的UCR账户上查
看他们的申请状态。

我们期待您和您孩子成为Highlander大家
庭中的一员，并期待着您的到来。

https://admissions.ucr.edu/ask
https://my.ucr.edu/


   

有用的电话号码和网站 
学术资源中心（学习中心）
arc.ucr.edu

招生部（本科）
admissions.ucr.edu

校园总机
校园电话拨打0     |     (951) 827-1012 

书店
campusstore.ucr.edu

校园游览
visit.ucr.edu

职业辅导中心
careers.ucr.edu

心理咨询服务 (CAPS)
(951) 827-5531         |         counseling.ucr.edu

24小时咨询热线
2-TALK (8255)          |         (951) 827-TALK (8255)

经济求助（校园内外）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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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financialaid.ucr.edu

住宿
housing.ucr.edu

国际学生与学者办公室
international.ucr.edu/students

图书馆 – 托马斯 里维拉
library.ucr.edu

奥尔巴赫科学图书馆
library.ucr.edu

司法常务办公室
registrar.ucr.edu

户外活动
excursions.ucr.edu

警察（UCR警察局，非紧急）
(951) 827-5222      |      police.ucr.edu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CHASS) 
chass.ucr.edu 

自然与农业学院（CNAS）
cnas.ucr.edu
研究生教育学院 (GSOE)
education.ucr.edu 
马伦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 (BCOE)
student.engr.ucr.edu

Aberdeen-Inverness 
(951) 827-5460
Lothian 
(951) 827-5972
Pentland Hills 
(951 827-6500
Dundee 
(951) 827-7540

性骚扰预防资源
CARE (校园倡导，资源与教育)
care.ucr.edu

学生行为和学术诚信办公室
conduct.ucr.edu

学生残障资源中心（SDRC）
sdrc.ucr.edu

学生健康服务（SHS）
studenthealth.ucr.edu

学生生活（社团，娱乐&迎新会）
studentlife.ucr.edu

学生运动中心（SRC）
recreation.ucr.edu

转学荣耀项目
arc.ucr.edu/tsp

交通与停车服务（TAPS）
parking.ucr.edu

学院与专业学校 学生宿舍
商学院
business.ucr.edu
医学院 (SOM)
medschool.ucr.edu
公共政策学院 (SPP)
spp.ucr.edu

请注意，由于COVID-19，某些部门的资源可能有限，但仍在努力解决您的所有查询。

https://arc.ucr.edu/
https://admissions.ucr.edu/
https://ucr.bncollege.com/shop/ucr/home
https://admissions.ucr.edu/visit
https://careers.ucr.edu/
https://counseling.ucr.edu/
https://financialaid.ucr.edu/
https://housing.ucr.edu/
https://international.ucr.edu/students
https://library.ucr.edu/
https://library.ucr.edu/
https://registrar.ucr.edu/
https://recreation.ucr.edu/outdoor-excursions
https://police.ucr.edu/
https://chass.ucr.edu/
https://cnas.ucr.edu/
https://education.ucr.edu/
https://student.engr.ucr.edu/
https://care.ucr.edu/
https://conduct.ucr.edu/
https://sdrc.ucr.edu/
https://studenthealth.ucr.edu/
https://studentlife.ucr.edu/
https://recreation.ucr.edu/
https://arc.ucr.edu/tsp
https://transportation.ucr.edu/
https://business.ucr.edu/
https://medschool.ucr.edu/
https://spp.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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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发布之日此信息准确可靠，但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请联系本科入学获取最新信息。 (4/21)

作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根据Clery法案提交的联邦报告要求的一
部分，您可以访问go.ucr.edu/CleryAct访问我们的年度安全和
消防安全报告。有关消费者和安全信息披露的完整列表，请访
问go.ucr.edu/ConsumerSafety。

ucradmissions ucradmissionslifeatucr lifeatucr Life at UCR +1 (909) 378-5012 ucr_uga @lifeatucr

本科招生部
900 University Ave. || 3106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Riverside, CA 92521 || admissions.ucr.edu/ask

http://go.ucr.edu/CleryAct
http://go.ucr.edu/ConsumerSafety
https://admissions.ucr.edu/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