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国内新生会



1:30pm 开始check in

2:00pm 活动开始

3:20pm 中场休息

1) 行前须知 
2) UW治安 
3) 医疗保险 
4) 银行卡种类和办理
5) 交学费方式

合会场

活动流程

1. 开场视频 
2. 朱丹老师讲话
3. CSSA社团介绍 
新生生存指南



3:30pm 家长和学生分会场，两边同时进行活动

学生会场 家长会场

1. 吃喝玩乐
2. 社团介绍
3. 选课介绍
4. 破冰游戏 

1. 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2. 学习生活环境
3. 专业和就业方向 
4. 自由问答环节

4:45pm 活动结束

活动流程 Continued



开场视频 https://v.qq.com/x/page/p0893e2bf7l.html



朱丹老师 ● UW CIRCLE（国际学生中心）
负责人

● Unite UW项目创始及负责人
● 英语博士，教育、英语双硕士

● CIRCLE地址：
● Schmitz Hall 250

● CIRCLE邮箱：
uwcircle@uw.edu



• 158 years of history （158年的建校史）

• #10 Global University by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第十）

• 14 Nobel & 12 Pulitzer Prize winners--World class professors

    (14名诺贝尔学奖、12名普利策奖得主—世界一流的师资）

• #6 Best city with job prospects--Seattle (Microsoft, Amazon, Starbucks, 

etc.) (位居全美就业前景第六的西雅图)

• Beautiful urban campus (a variety of Chinese food and more) （美丽的

城市校园，各类中餐及其它美食）

Congratulations!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 Diversify Your Experience
多样化的经历



GPA is not the only way out! Make sure you try...
成绩不应该是你的唯一！一定要尝试:

• Early Fall Study (开学前一个月）
• FIG (第一学期）
• Join a RSO (第一学期开始）
• Unite UW-make American friends (第一年期间）
• Study Abroad （第一年暑假）
• Research （第二年期间）
• Volunteer 
• Campus jobs 
• Internship （国内、美国）



• 为期七周的在校文化交流项目
• 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进行:
交流文化、交换语言、住小木屋、星空下谈心、爬山涉水、
吃火锅、逛西雅图、参加万圣节派对、共享感恩节晚餐等等

• 每个学期可以申请，www.unite.uw.edu
• 项目免费

Unite�UW



Unite UW, a FREE 7-week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that 
connects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reates a home away from home for everyone.



Unite UW小组一起吃
小肥羊火锅



2. Do NOT limit your choices!
不要局限自己的选择！



By U.S. New’s “Best Colleges” ranking 

• Social work (1st) - 社会工作
• Oceanography (2nd) – 海洋学
• Microbiology (3rd) – 微生物学
• Biochemical research methods (3rd) – 生化研究方法
• Fisheries (4th) – 渔业
•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4th) – 统计和概率
• Women’s Studies (4th) – 妇女研究
•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5th) – 公共/环境/职业
健康

• Sport sciences (6th) – 体育科学
• Applied (7th)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9th) – 应用/临床心理学

Beyond CSE, Business, UW also has strong majors, like:
除了电子计算机、商学院，华大还有其它非常强悍的专业，比如： 



3. Build your support system!
建立你的支持网络



You are not alone, and you should not be alone!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也不应该一个人在战斗！

• Family （父母和亲人）

• Friends (not only Chinese friends) （朋友）

• Upper classmen (not only Chinese students) （师兄师姐）

• Professors and Tas （教授和助教）

• Supervisors and employers （上级和老板）

• Counselors （你的心理咨健康询师）



在华大有困难？找CIRCLE! 

CIRCLE-国际学生中心 (Schmitz Hall 250)



3. Be appreciative!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To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you, write a thank-you 
note or keep them updated, even when you don’t get 
what you want.

对于支持过你的人，给他们写感谢留言，不时地与他
们更新你的近况，即使是在你不顺的时候。



Welcome to be part of husky family!
See you in Seattle!
欢迎加入哈士奇大家庭！西雅图见！



UWCSSA
社团介绍





Who Are We？

●UW RSO注册

●领事馆认证

●非盈利组织









非诚勿扰

篮球赛

音乐节

文化节



北美新生会

9.28（周六）
4PM
HUB Ballrooms



活动视频



UWCSSA，相信品牌的力量



新生生存指南



入关必备

1. 护照（美国签证）
2. I-20
3. 笔
4. 录取通知书
5. 健康检查证明书（红本本）
6. 疫苗接种证书（黄本本）
-------（以上物品最好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以防丢失）-------



··在哪办？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需要带什么？
护照

2寸免冠照片
学校发的疫苗注射表格

个人疫苗注射记录

··福利：
持华大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体检，

获得健康检查证明书（红本本）

··注意：
健康证（红本本）有效期为一年

美高学生建议再次体检

健康证/疫苗本



行李收拾

行李可带：
1. 衣物 

● 短袖，短裤，长袖，外套，内衣内裤，睡衣，鞋子（拖鞋，运动鞋），羽绒服，围巾，正装等

1. 日常生活用品
● 转换插头，充电器，指甲剪，雨伞，洗漱用品，隐形眼镜，耳机，指甲剪，剃须刀等

行李不可带：
● 移动电源电池请随身携带（电脑，平板，手机）

● 药品（不要带中药，保留药品说明书，最好有英文翻译以防海关抽查）

● 肉类，水果，蔬菜，植物，种子

注意：查询对应航班对于托运行李的要求，数量和限重



··美国住址
··中英两个版本，
但都必须用英文填写

··仔细填写！！保存好
··海关处盖章，出机场前会检查

入境表格



··乘坐地点：
机场三楼

详细的指示牌

机场到学校出行方式——Uber/的士

··价格：
Uber 40刀/Taxi 60刀

··时长：
40分钟



机场到学校出行方式——Link



UW Alert

··注册方式：

常用手机号/UW邮箱

··第一时间通知任何紧急情况！！



Husky Night Ride

··校车送你回家

··8个站点

··环绕整个校园+U-District

··电话： 206 6853146

⚠ 晚上不推荐公车出行



Husky Night Walk
校警陪你走夜路

时间：下午6：30--凌晨2：00

范围：整个campus

电话：206 685 9255

详细信息网址：



1.医院

2.保险卡缴费和使用

3.保险福利



UW Medical Center

··学校的医院            

··全华盛顿州排名第一

··开放时间：24 小时

··drop in/ 预约

UW hall health center

··校医室

··只限于华大学生

··开放时间：

Mon - Fri

8am - 5:30 pm

··可以drop in/ 预约



如何交保险？

··如何选择？
··全年制：$1636.00/ year
··学期制：$409.00/ quarter

··在哪交？
和学费一起交

··注意：选课前必须完成保险的选择，建议选课前提前填好保险选择



看病流程
··如何收到保险卡？

Orientation后登录MyUW将地址改成美国住址
2-4周保险卡邮寄到家

··第一次看病
必须持保险卡+狗卡（学生证），登记资

料

往后只需要狗卡就可以看病啦

··预约看病
现场预约/电话预约/网上预约
约定日期前1-2天，医院会打电话再次确认日期



看病后

··会收到一封看病凭证邮件
保险公司会随后打电话确认看病信息

一定要接他们的电话！！

··如果需要交钱
两周内收到邮寄的账单

网上付款/寄钱给指定地址

⚠ 注意：开药和看病是两个分开的账单！！

    一定要按时交费！！



保险福利

● 在ave上领取一副眼镜（19岁以内）

● HPV和流感疫苗

● 每个学期：免费看一次病

● 每年：免费一次体检

● 百分之八十的医疗费Cover



What's more...

https://ecare.uwmedicine.org/prod01/
学校医院官方网址

预约看病

账单查询

https://www.lifewisewa.com 
保险公司官网

保险内容查找



●最大的两家银行
○ Chase Bank （摩根大通银行）
○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
○ 在U district都有网点

美国银行卡办理

●开户需要带的证件
○ 护照

○ I20
○ 现金：开户(25) + 预存（适量）

●信用卡办理
○ Chase：需要SSN（$50-100开户返现福利）
○ BOA：不需要SSN



国内信用卡

- 持卡人和信用卡名字需一致

- VISA/MASTER/全币种卡

- 如何防止盗刷
- 减少在特别小的商家使用信用卡

- 设置大额消费短信/邮件提醒

- 觉得有可疑情况立马联系银行换卡

- 不要通过电话邮件等任何形式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最迟缴费日期

开学第三周周五



过了截止日期..

●如果没有按时缴纳学费, 根据未缴清金额对应比例进行罚款
○ 未交金额少于$50，没有late fee
○ 未交金额 $50-$249.99, late fee为 $50
○ 未交金额超过 $250, late fee为$120

●注意：学校是按照收到款项的日期来算，而不是学生汇款

日期，所以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
○ 详情可参考官网

https://f2.washington.edu/fm/sfs/tuition/duedate





缴费方式

1. 网络支票
(Web Check Payment)

2. 当面付款(Pay in Person) 

3. 邮寄 （Mail) 

4.信用卡付款 （Credit Card) 

5. 电汇 （Wire Transfer)

6. 第三方付款



1. 网络支票(Web Check Payment)

●需要的信息：
○ UW Student ID（学生号码）
○ Bank Routing Number (银行代码)
○ Bank Account Number（银行账号）

●美国的储蓄卡才能用Web Check！



2. 邮寄 （Mail)
●名字和Student Number一定要写清楚！！
●注意预留邮寄的时间



3. 当面付(Pay in Person)

●缴费地点：

○ Schmitz Hall的Student Fiscal Services Office

○US Bank （学校的HUB/UW Bookstore）

●缴费方式：支票或现金



4. 信用卡（Credit Card)

●只接受可刷美元的信用卡

●手续费：2.24%
●缴费网站

http://finance.uw.edu/sfs/tuition/payment#Cre
dit%20Card%20Payment



5. 电汇（Wire Transfer)

● Step 1：发邮件给sfshelp@uw.edu说明自己需要电汇

● Step 2：学校回复电汇银行的信息。

● Step 3：去银行电汇吧

●⚠ ：一定要写清楚姓名

（First Name是名字，Last Name是姓氏）

●优点：24小时内到账





家长分会场



华大家长见面会
2019 • 深圳
朱丹• 英语博士
国际学生中心CIRCLE副主任
Unite UW项目创始人
大学英语写作教师 (English 131）



与很多其它美国大城市相比，西雅图是非常安全的！

• 西雅图坐落于民主党的州，是个liberal的城市，持枪率相对很低

• 有任何安全隐患，校警会第一时间内通过邮件或信息的方式通知学生，

以及时避开事发地点及周围地区

• Ave大学街上的流浪汉或大麻味道并不代表不安全，走自己的路就好

• 安全常识：避免暴露财物和现金，停车时不要将包包留在车内显眼处

• 避免夜里单独出行，不要吝惜使用night ride, 或给校警打电话要求陪行。

西雅图的安全



• 鼓励孩子探索喜欢的专业，摆正心态，切忌盲目与他人竞争非常热门

可自己没有多大兴趣的专业

• 不是只有计算机和商学院出来才能找到工作；也不是进了计算机和商

学院就一定能找到工作；不是只有计算机专业才可以学习编程；做了

编程工程师也不一定有向上的发展空间

• 专业只是敲门砖，能力才最重要；大学四年要通过各种渠道去提高自

己的专业能力和软实力

关于专业



• 11周的Quarter制，学期进展非常快。期中考试跨度长、熬夜会比较辛苦
• 心气儿比较高 （e.g. 第一学期修满18学分；直接上最高难度的课）
• 某一科作业，或某一门课分数不理想
• 着急进专业
• 不适应美国的教学方式，或经历了不公平待遇
• 吃得不习惯
• 个人感情受挫
• 离开了熟悉的朋友圈，没有朋友
• 与室友或朋友出现摩擦
• 家长不理解或要求不合理
• 与别的同学作比较，压力山大

孩子的心理健康 — 影响因素



• 多鼓励，少打击； 多倾听，少责备

• 多问实质问题，少发表评论。

  （与其你比孩子急，不如引导孩子如何去思辨、分析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

• 适时适量的沟通

• 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比。(问：你觉得你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吗？)

• 如果感觉孩子压力太大，一定鼓励孩子去心理咨询中心，倾吐一下。

• 鼓励孩子来CIRCLE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孩子的心理健康 — 家长的应对措施



• 具有美国特色的FERPA 成年人教育隐私保护法

• 美国的Student Life部门 v.s. 中国教导处/学生处

• 心理健康咨询的理解

• 引导式教育 v.s. 教导式教育

• 应试教育 v.s. 创新与合作

中美教育的差异



您有事情，可以找CIRCLE!  uwcircle@uw.edu

CIRCLE-国际学生中心 (Schmitz Hall 250)



Thank you!
uwcirle@uw.edu



UWCSSA公众号：

UWCSSA小助手：



专业及就业方向



商科数学类

专业 就业方向

Accounting 会计学 会计师，出纳，财务助理，财务总监

Economics 经济学 市场管理，营销人员，商业分析师，业务拓展员，金融分析
师，证券分析员

Math 数学 精算师，会计师，分析师

Statistics 统计学 大数据分析员，金融分析师，数据工程师，精算师，运筹分
析员，证券分析员，会计师



工程类
专业 就业方向

Human 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  人机交互
设计

用户体验设计师，用户体验研究员，软件开发设计
师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材料学

新材料研发，材料科学家，新能源

Architectural design 建筑设
计学

建筑设计师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rrestrial Resource 
Management  生态环境学

环境顾问，环境工程师



计算机类

专业 就业方向

Informatics信息学 研发，软件工程师，创意设计工程师，电子信息技

术研发人员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计算机科学

软件工程师，AI相关工程师，数据工程师，研发，
算法工程师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电气和计算机
工程

硬件工程师，芯片开发，电子信息技术研发人员



医学类

专业 就业方向

Nursing 护理 护士，护理师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科研人员，政府相关部门，医疗制药公司



人文社科类

专业 就业方向

Psychology 心理学 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

Education 教育学 幼教，教师，学校顾问，教育学家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
际关系

外交官，联合国，国际关系顾问

Communication 传媒 人力资源，活动策划，新闻，传媒



艺术设计类

专业 就业方向

Interaction Design 交互
设计

用户界面设计师，产品开发

Drama 戏剧 剧团舞台演员，编剧

Composition (Music) 
音乐作曲

编曲家，作曲家，指挥，音乐编辑师

Photomedia 摄影媒体学 图片编辑师，摄影师



学习生活环境 https://v.qq.com/x/page/a0893p8t5zf.html



每月生活预算

1. 公交轻轨免费
2. 打车：

Downtown $15
Bellevue $20

1. 共享汽车：

Car2go/zipcar: $0.45/分钟  
$9/30分钟

*税： 几乎所有的消费和购物都是要额外加税的，西雅图税率约为 10.1% 



每月生活预算

*税： 几乎所有的消费和购物都是要额外加税的，西雅图税率约为 10.1% 

$50~100/月

$150/月

$1600~2000/月

$30/天
$1000/月$2800～3250/月



提问环节



学生会场



UWCSSA 
Eat - Drink - Play



Eat : Dining on campus
在校内吃饭 
可以分为

三个部分

西区，东区
和校内

82



吃在西区 West Campus
Local Point: 西区最大的食堂
位于Lander Hall的一楼
有汉堡,披萨,沙拉,意面等

83



吃在西区 West Campus
Cultivate: 西区较高档的西餐厅

位于Elm Hall的一楼
可以用狗卡消费

84



吃在北区 North Campus
Center Table: 北区最大的食堂

Location: Willow Hall 一楼

85



吃在校内 Mid-Campus
By George: 校内的咖啡厅
位于Odegaard图书馆的负一楼
有星巴克, 小卖部, 果汁,与三明治

86

The HUB: 校中区最大的食堂
HUB学生中心楼下的食堂

有三明治,墨西哥菜,美式中餐等



87

Eat : Dining Near campus
Ave: 学校附近的知名”美食”一条街
众多餐厅：韩料，台湾菜，川菜等等



88

Eat : Dining Near campus

老
谷
台
菜

绿
房
子

Tofu House

Chipotle

Kong Tofu House

中国第一川菜馆

University Kitchen



89

Eat : Dining Near campus
除此之外， 还有
川宗，富临轩，
美心，ChiMac等
众多餐厅



吃在 图



校外吃喝-火锅篇 Hot Pot

 老码头火锅 Sichuan Hot Pot

       豆捞坊 The Dolar Shop

       刘一手 Liu Yi Shou

         沸点 Boiling Point

       海底捞 Hai Di Lao

       火筵 Huo Yan

91



92

校
外
吃
喝

-
早
茶
篇

海港明珠 HK Dim sum
JB Garden

鱼跃门 Joyale Seafood Restaurant

翠苑 Jade Garden

美味来 Hong Kong Bi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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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吃
喝

-
甜
品
饮
料

CoCo奶茶 Coco Milk Tea

鲜芋仙 Meet Fresh（左图）

开心柠檬 Happy Lemon

黑丸 BlackBall Dessert

歇脚亭 Sharetea（右图）

功夫茶 Kung Fu Tea
日出茶太 Chatime

弥茶 Mi Tea
羊茶 Young Tea
鼎茶 Ding Tea
一芳 YiFang



校外玩乐篇
Off-Campu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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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外
玩
乐

-
购
物

University Village
位于学校北区旁, 有餐厅, 服装店, 

超市等

Downtown Seattle
位于市中心, 有餐厅, 商场, 电影院

等



96

校外玩乐-购物
Bellevue Square

距离学校大约20分钟车程, 有商场, 各式中餐馆, 电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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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玩乐-景点
Space Needle Pike Place 

Market

Golden 
Garde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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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玩乐-景点
Starbucks Reserve

The Museum of Flight

Gum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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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玩乐-景点
Alki BeachGas Work Park



其他校外活动 off campus activities
 KTV
● Enkore
● Star
●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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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雪
● Stevens Pass
● Snowqualmie Pass
● Crystal

    蹦
床

● Elevated Sports
      卡丁车

● PGP
● K1

射击

● Laser Tag
● Paintball Gun
● Range Shooting

徒步

● Rattlesnake Ledge
● Chain Lakes Loop
● Ebey's Landing

Ziplining 滑索
● High Trek 

Adventures Seattle 
Zipline & Aerial Park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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