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家庭

2018–2019

家长

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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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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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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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

E

学术成功中心 541-737-2272

入学 541-737-4411 选项 4

运动门票 541-737-4455

海狸公交车 541-737-2583

书籍和用品 541-737-4323

校园营运商/一般信息 541-737-1000

校园警察和安全 541-737-3010

校园旅行 541-737-2626

职业发展中心 541-737-4085

更改地址 541-737-4331

更改专业 541-737-4331

兄弟会及姐妹会生活中心 541-737-5432

俱乐部及组织 541-737-2101

学院援助移民计划 541-737-2389

(CAMP)

咨询及心理服务 541-737-2131

文化资源中心

亚太文化中心 541-737-6361

凯萨查维斯文化中心 541-737-3790

阿提哈德文化中心 541-737-1052

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跨性别 541-737-9161

者、志同志、疑性恋者、双性人及

盟友 (LGBTQQIAA)/同志中心 

Lonnie B. Harris 黑人文化中心 541-737-4372

美国原住民长屋 Eena Haws 541-737-2738

女性中心 541-737-3186

教导主任  541-737-8748

公共安全部和俄勒冈州立警察

 非紧急部门 541-737-3010

 紧急部门 541-737-7000

残疾人服务 (DAS) 541-737-4098

多样性与文化参与 541-737-9030

迪克森娱乐中心 541-737-3748

教育机会计划 541-737-3628

 (EOP)

家庭资源中心 541-737-4906

家庭周末信息 541-737-7627

付费 541-737-3031

财务困难 541-737-2241    

健康保险（学生） 541-737-6748

ID 中心 541-737-2493

国际学生援助

 INTO 俄勒冈州立大学欢迎处 541-737-2464

 国际服务办公室 541-737-6310

俄勒冈州立大学

资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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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 541-737-4165

图书馆 541-737-3331

贷款及授予 541-737-2241

失物招领处 541-737-7240

监察办公室 541-737-7029

橙子媒体网络（学生媒体） 541-737-3374

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机会 541-737-3006

家长协会 541-737-7627

停车许可 541-737-2583

药房 541-737-3491

学生宿舍   541-737-4771

住宿要求 541-737-4411 选项 4

安全骑行计划（主要办公室） 541-737-2252

奖学金信息 541-737-2241

幸存者倡导及资源中心 541-737-2030

精神组织 541-737-6872

学生活动 541-737-2101

学生健康服务 541-737-9355

学生管理 (ASOSU) 541-737-2102

学生关怀团队 541-737-8748

暑期课程 541-737-1470

学分转换 541-737-4411 选项 4

 （入学时）

TRIO 学生支持服务 541-737-3628

助教——咨询学术导师

 协作学习中心 541-737-3331

 数学学习中心 541-737-0797

 补充说明 541-737-2272

 写作中心 541-737-5640

未确定的专业 541-737-8144

大学住宿及餐饮服务 541-737-4771

录取核实 541-737-4331

退伍军人服务导师 541-737-7662

退出  541-737-4331

（删除课程及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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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俄勒冈州立大学术语

留校察看

对于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就读两个或两个以上学期且

累积平均学分绩点 (GPA) 低于 2.0 的学生，将进行留

校察看。累积平均学分绩点 (GPA) 提高到 2.0 或更高

的学生将免除留校察看。

停学处分

对于处于学业观察状态且后续学期累积平均学分绩

点 (GPA) 低于 2.0 的学生，将予以停学处分。对于 

俄勒冈州立大学予以停学处分的学生，将无法选课

且在重新入学之前必须满足特定标准。停学处分会

记录在学生的成绩单上。

学术警告

对于学期累积平均学分绩点 (GPA) 低于 2.0 的学生，

将提出学术警告。

加课/删课

学生可在每学期的前两周添加或删除课程。在每 

学期第三周后添加或删除课程时，添加或删除一门

课程的费用为 20 美元。

大学先修课程

对于在高中期间通过大学理事会大学先修课程考试 
(College Board Advanced Placement Examinations) 的
入学学生，可授予大学先修课程和/或学分。

免修学分报告

学生在一所高等院校完成且在入学时被另一所院

校接受的课程和学分摘要。使用免修学分报告 

(Advanced Standing Report) 确定完成学位要求所需的

必修学分数和选修学分数。

导师

院系指定的教职员工，帮助学生制定学术计划。

学士学位核心

大学的通识教育要求包括技能课程、视角课程、 

综合课程和写作密集型课程。

文学学士学位

对于接受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及科学的广泛而 

自由的教育的学生，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艺术学士

艺术学士是专业学位，要求在视觉艺术方面至少 

获得 105 学分。

理学学士学位

对于学习强调使用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定量方法来 

理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点课程的学生，授予理学

学士学位。对于学习专业领域课程的学生，也可 

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证书课程（本科）

一项指定的跨学科研究课程，可获得正式证书并在

学生成绩单上注释。证书课程与辅修课程不同， 

因为它有多个系别而不是单一系别。证书课程必须

与正规的学位课程同时进行。

学院

提供特定学科领域的学位课程的大学部门。俄勒冈

州立大学有 13 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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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立大学术语
毕业典礼

俄勒冈州立大学在每年 6 月举行毕业典礼。

课程参考编号 (CRN)
五位数的号码，用于选择指定课程、实验室和/或 

习题课。

学分

根据学科教材的类型及水平以及课程准备所花费的

小时数所分配给课程的学术价值。一般情况下， 

每周在课内外进行三个小时的工作将获得一学分。

期末考试前一星期

每学期的第 10 周。一般情况下，这一周不会有期末

考试、期中考试或其他综合性考试。

选修课

不是学位课程要求的必修课程，但一般情况下， 

学生选择并利用选修课程补充或丰富其必修课程。

一年级学生

在本科阶段，已完成  44 学分或更少学期学分的 

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 (GPA)
总成绩除以总学分数所得。每个成绩的一学期学分

所对应的学分绩点：

A = 4.0；A– = 3.7；B+ = 3.3；B = 3.0；B– = 2.7；C+ = 2.3；
C = 2.0；C– = 1.7；D+ = 1.3；D = 1.0；D– = 0.7；F = 0.0。

不计算 I、P、N、S、U 及 W 的成绩。

毕业审核

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以确定是否满足大学、学院

和专业的毕业要求。

三年级学生

在本科阶段，已完成至少 90 学分但不超过 134 学期

学分的学生。

低年级课程

综合性水平的课程，通常分配给一年级和二年级 

学生。低年级课程的编号以 100 和 200 开始。

专业（本科）

学生希望获得学位的主要研究领域。

辅修（本科）

第二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至少 27 个相关课程工作

的指定学分，其中 12 个学分必须在高年级课程水平 

获得。

选修（本科）

第二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至少  21 个相关课程工作

的指定学分，其中 15 个学分必须在高年级课程水平 

获得。

视角课程

整合科学和文科学科基础知识以培养文化、历史和

科学视角的课程。

如果您是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年级学生的家长或家庭 
成员，可能很难弄清楚大学里使用的许多术语。使用该 
术语表理解学生的新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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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预备课程

低年级水平提供的一系列入门课程。专业预备课程

通常旨在确保学生具备成功完成高级课程的能力、

动力和纪律，并达到所选职业领域的标准。

前提条件

在注册课程之前必须完成的要求。指导老师可能 

免除前提条件。

专业课程

通常在高年级水平提供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 

特定领域（如工程或药学）的职业生涯。入读专业

课程十分有竞争力且往往基于之前的课程工作和/或

工作经验。

四年级学生

在本科阶段，已完成  135 学分或更多学期学分的 

学生。

序列

密切相关的两门、三门或四门课程，通常在多个 

学期中按数字排序进行。

技能课程

旨在为学生提供基本的数学、写作、交流和适应 

能力的课程。

二年级学生

在本科阶段，已完成至少 45 学分但不超过 89 学期

学分的学生。

综合课程

高年级课程，强调针对全球、技术和社会问题的跨

学科和批判性思维方法。

教学大纲

课程目标、讲座主题、指定阅读材料、考试等 

清单，由指导老师在学期开始时准备和发放。

转学生

已经在一个学院获得 36 学分或更多学分并将在另 

一个学院继续大学课程的学生。

高年级课程

综合性水平的课程，通常分配给三年级和四年级 

学生。高年级课程的编号以 300 和 400 开始。

退出

自愿退出某课程或退学，而不会有学术惩罚。

写作密集型课程 (WIC)
专业学科的指定高年级课程，将学生写作视为重要

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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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在请求后的 45 天内查看并审查其教育记录的权利。

要求修改他们认为不准确或有误导性的教育记录的权利。

同意披露其教育记录中所包含的个人身份信息的权利，FERPA 授权未
经同意披露的情况除外。

向美国教育部提出申诉，指控俄勒冈州立大学未能遵守 FERPA 要求的
权利。

如果您致电大学办公室并要求提供有关学生的信息，您将只收到大学
可合法提供的信息。此信息列在 registrar.oregonstate.edu/privacy-
records 中。

虽然联邦法律授权将记录发放给陪护学生的家长，但这不是必需的。
俄勒冈州法律更具限制性，只允许将目录信息发布给家长。

什么是  FERPA？
联邦《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权法案》(FERPA) 以及俄勒冈州法律
和行政法规赋予学生一定的教育记录权利。 

1
2
3
4

将在哪里邮寄学生的成绩？

俄勒冈州立大学不邮寄成绩报告。学生只能在线
通过 MyOSU 查看成绩。

FERPA

我可以有学生的成绩或学习记录的副本吗？

根据联邦和州法律，只有在学生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家长才可以拥有学生记录的副本。学生可在学期结束
后的几天，通过 MyOSU 在线获得他们的成绩。虽然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工作人员可能无法具体谈论学生，
但我们可以分享有关学术政策和流程的一般信息。

学生的权利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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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转变
为学生

提供支持
学生正在开始和/或继续人生最有价值的 
旅程之一。当学生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培养
独立性时，您也将体验到新的感受并面临
新的挑战。

小提示
支持
学生

鼓励学生在需要时 
寻求帮助。

对他们的大学经历表示 
支持和感兴趣。

鼓励学生在大部分周末
留在校园或科瓦利斯 

(Corvallis)。 

当他们感到不知所措并想
家的时候表示理解。

坦率、诚实并不加 
评判地聆听。

让学生解决他们自己 
的问题。

理解压力和一定程度的焦
虑对学生来说是正常的。 

这 有 助 于 他 们 建 立 新 的 
友谊，并感受融入到俄勒冈
州的社区。

可能会改变；新的大学方式和旧的家庭规则会造成紧张的场面。
如果学生把俄勒冈州称为家，不要太震惊或失望。这是一个明显
的调整迹象。

•  为新行为做好准备，如头发、着装和食物偏好。
•  请记住，他们已经养成自己的生活作息习惯，当他们在家

时，表达您对他们的期望。
•  评估家庭规则并愿意妥协。
•  谈谈暑期工作计划。

当学生回家时，我们的关系会是一样的吗？



对于属于代表性不足人口的学生，多样性及文化参与 
办公室 (541-737-9030) 和教育机会计划 (541-737-3628) 提供
支持服务和文化项目。如果学生需要残疾人住宿，他们最
好应该在学期开始前联系残疾人服务处 (541-737-4098) 以
确保顺利过渡。

小提示
与学生保持联系

通过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讨论哪
种方法最适合您和学生。

在诸如家庭周末等大学赞助活动期间 
来看看学生。

寄送护理包、卡片和信件。 

俄勒冈州立大学餐饮中心提供预制护理包和生日蛋糕。致电 541-737-1600  
或发送邮件至 osucatering@oregonstate.edu 下订单 

（为保证交货，请至少提前三天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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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像对待全职工作一样对待大学。建议在校

园社区积极开展活动并了解教职员工。告诉学生

要坚持不懈，并在需要时并寻求帮助。最成功的 

学生是那些充分利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辅导、学习

表、学术指导和其他资源的学生。

学术
向学生提供可能对学生有用的资源和服务。同时，

鼓励学生直接寻求帮助。学生的成功取决于学习如何

为自己辩护。记得定期赞美和正面鼓励。

鼓励学生总是去上课。

建议在手机或电脑上使用日程安排或日历。

推荐参加研究小组或寻求辅导服务。

提醒学生，他们可以在办公时间内见指导老师或在课前或课后
与他们交谈。

劝阻学生不要担心考试或期中考试。

建议学生访问位于 Waldo Hall 的学术成功中心，了解可用的 
学术支持。

小提示
提醒学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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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学生应该多久与学术导师见一次？他们应该什么时候

安排见面？

所有学院都要求学生在第一年每学期与导师见面。第一

年后，根据学生的学院或课程，要求可能会有不同。然

而，学生最好经常与他们的导师见面以跟踪他们的学业目

标、找到问题的答案并了解资源以帮助他们在课堂上取得 

成功。

如果学生想改变专业怎么办？

要更改或申报专业或辅修，学生必须在注册办公室和网上

填写一份专业/辅修变更表 (Major/Minor Change Form)， 

该表格可在学生的学院/课程咨询处获得。考虑更换专

业的学生可以与他们现在的导师或大学探索性研究计划 

(University Exploratory Studies Program) 中的导师交谈。有

些学生也可能会发现与职业发展中心 (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 的导师交谈很有用。

学生还未确定专业，是否可以？

可以。很多学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优势、

专业志向、学术兴趣和个人价值观的学术专业。提供学生

选择专业的自由和时间，往往能够在学生毕业之后更好的

帮助学生在工作，实习和后续的学习中取得成功。鼓励 

学生与大学探索性研究计划中的导师、职业发展中心的

顾问和/或在学生感兴趣的科目授课或进行研究的教师 

会面。他们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各种专业和职业，并 

帮助他们找到最适合他们的专业。

学术
建议

学术建议对学生的大学体验和取得学位的过程很 

重要。导师帮助学生制定课程计划，并提供能够增强

个性教育的学术选择、要求和机会。所有学生都至少

有一个学术导师，在俄勒冈州立大学期间，他们可以

与学术导师见面。

可在以下网址找到导师名单：

advising.oregonstate.edu/academic-advising-first-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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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虽然俄勒冈州立大学社区和科瓦利斯市是友好且相对安全的，

但它们都不能屏蔽世界的现状。每个学生都必须承担责任，认

识到自己对犯罪的脆弱性，通过预防性行动以及与俄勒冈州警

察部门和公共安全部门的合作来降低风险。根据国家《克勒利

法案》(Clery Act)，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全面的年度校园犯罪

报告：fa.oregonstate.edu/publicsafety。

公共安全部/俄勒冈州立警察
541-737-3010（非紧急）| 541-737-7000（紧急）

安全骑行班车服务
541-737-2252（办公室）| 541-737-5000（班车）

幸存者倡导及资源中心
541-737-2030

科瓦利斯警察局
911（紧急）| 541-766-6924（非紧急）

联系方式

未成年拘留 在毒品的影响下驾驶

持有受控物质 偷窃

有 86 起偷窃事件 
是自行车偷窃

2017 俄勒冈州警察部门及俄勒冈
州立大学巡逻办公室

联系日志

167 69

5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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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州立大学警报系统允许公共安全官员以短信、电话
信息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创建和发送紧急警报。学生的俄
勒冈州立大学电子邮件会被自动添加，但他们可以访问  
oregonstate.edu/alerts 并登录到警报门户以添加包括您的手
机号码在内的电话号码。 

俄勒冈州立大学警报

小提示
提醒
学生

不要对不锁门的 
室友掉以轻心。

 与家人和亲密的朋友
分享上课、社交和娱

乐时间表。

晚上总是和朋友一
起出行。

 查看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在线网络的

安全提示。

钥匙丢失或被盗时换锁。 
勿将房间钥匙或公寓 

钥匙借给客人。

向俄勒冈州警察/公共安
全部报告可疑活动。 

使用位于校园内的蓝色应急电
话报告任何可疑行为、犯罪或
请求帮助。只需按下红色按

钮，警察/公共安全部门 
将立即响应。

天黑后，在校园周围
或校园以外的一些地
区乘坐安全行驶班车 
(SafeRide Shuttle)， 
以保证安全出行。

检查您房主的保险， 
以确保学生的财物 

被涵盖在内。

记录高价值商品的序列号， 
包括自行车、电脑、手机、 

平板电脑和游戏设备。

在 Cascade Hall 的公共
安全部注册您的自行车

和/或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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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福利

&

活跃的头脑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鼓励学生找到

缓解压力、保持活力和保持健康的方法。建议参加健

身课程，在迪克森娱乐中心享受按摩服务或参加心理

咨询服务 (CAPS)。

学生健康服务费用账单将发送至学生的大学

账户。这些费用包括诊所、药房、实验室、X 
光、过敏/哮喘、运动医学、旅行诊所、免疫

接种、针灸、按摩和脊椎按摩以及治疗用品

和诊断的费用。可在位于迪克森娱乐中心的 
SHS@Dixon 获得物理治疗、运动训练和营养

咨询。

医疗服务通常可以由学生的健康保险计划报

销。虽然我们强烈建议每个学生都有保险，

但不需要学生有健康保险来使用 SHS。免费

为学生提供健康促进服务，包括戒烟、营养

咨询和健康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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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健康服务 (SHS)
541-737-9355, studenthealth.oregonstate.edu 

咨询及心理服务 (CAPS)
541-737-2131, counseling.oregonstate.edu

休闲运动部
541-737-3736, recsports.oregonstate.edu

联系方式

大学的健康费用是每个学生学杂费的一部分， 

为学生提供学生健康服务和资源，包括：

无限次看诊 SHS 医
生、护士从业人员

和医生。

无需预约，通过在
线自助护理指南自

我护理评估。

在工作时间外致电
护士获取建议：541-

737-WELL (9355)

 超出区域的电
话访问： 

877-824-WELL 
(9355)

可选购买健康 
保险：541-737-7568

每学年与注册营养
师进行无限次免费

营养咨询。

健康促进外展计划
和活动： 

541-737-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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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信息
学生的新自由也需要新的责任，包括管理其财务。经常与学生讨论这些

责任。拥有银行账户或信用卡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全新的体验，因此就

预算、管理费用、消费习惯和支付教育费用进行对话很重要。 

财务帮助及奖学金办公室
541-737-2241, financialaid.oregonstate.edu

奖学金办公室：
541-737-2241, scholarships.oregonstate.edu

学生账户
541-737-3775, fa.oregonstate.edu/business-affairs

美国教育部的财务帮助
541-737-3736, recsports.oregonstate.edu

俄勒冈学生援助委员会
oregonstudentaid.gov

免费申请学生财务帮助：
fafsa.ed.gov

联系方式

俄勒冈州立大学计费信息

俄勒冈州立大学不把大学账单邮寄到家；通过电子邮件将账单发送至

学生的俄勒冈州立大学电子邮件。如果您希望收到账单副本并希望能

够付款，学生可以将您添加为授权用户。收到收据后付款。未付费用

每月产生 1% 的利息（年利率 12%）。账单每月都会发送到电子邮件

中，检查这些账单一直都很重要，因为有时会在整个月内在账户上出

现打印费用或其他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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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提醒
学生

共同制定预算和财务
预期。

抵制将金钱与成绩关联
的诱惑。

遵守财务帮助办公室和
奖学金办公室设定的所

有程序和时间表。

 最大化所有可用的资
金来源。

让学生开办并学习如何
管理银行账户，包括负

责任地使用自动取 
款机/借记卡。

劝阻学生接受他们可能
收到的信用卡优惠。

如果学生感觉能够处理学校和工作的责任，鼓励他们
兼职（全日制学生每周不超过 20 小时）。

学生可以在 jobs.oregonstate.edu 上找到更新的校内
工作机会列表。校外工作在 career.oregonstate.edu 
的职业发展中心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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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
就业

在上学期间和毕业后找工作是学生及其家庭所关心

的一个重要部分。俄勒冈州职业发展中心有许多资

源可以提供帮助。我们建议全日制学生在上课期

间，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20 小时。这对于正向俄

勒冈州过渡的新学生来说尤其重要。

支持学生探索潜在的 
工作和职业领域。

如果学生决定探索或主修 
其他专业，而非您想要其 
学习的专业，请继续保持 

开放的态度。

鼓励学生追求课外经验以 
帮助他们进行探索，包括 

志愿者、本科研究、 
俱乐部或组织。

给学生时间来绘制他们的
职业道路。

小提示
与学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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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以在哪里找到可用的工作？

学生可以使用 jobs.oregonstate.edu 获取校内就业机

会，也可以通过职业发展中心的网站获得校外职位的

机会。学生可以前往 A110 科尔 (Kerr) 行政大楼的职

业发展中心，寻求额外的帮助，以撰写简历、求职信

和/或培养求职面试技巧。

什么是工作学习型工作？

工作学习是基于财务资格。联邦工作学习计划允许学

生以赚取时薪的方式赚取通过其经济援助奖励授予的

全部联邦工作学习金额。学生每月都会获得其工作小

时数的薪资。校内雇主可获得补贴，帮助创造就业机

会。如果您的学生有资格进行工作学习，这将被列为

他们的经济援助奖励信函的一部分。

俄勒冈州立大学如何帮助学生在毕业后
找到实习机会和工作机会？

职业发展中心 (CDC) 帮助学生规划未来，培养成功地

寻找工作或实习所需的技能。职业发展中心提供有关

简历准备、求职信、面试和求职策略以及合作和实习

工作机会的研讨会。每年有超过 400 名雇主来到校

园面试学生，以提供全职就业和实习的机会，这比俄

勒冈州其他任何学校都要多。

职业发展中心通过与导师的独立会面提供职业决策指

导和计划。鼓励学生及早并经常前往职业发展中心；

等到最后一学期才开始准备找工作/实习时，通常这

个过程会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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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俄勒冈州立大学体验可能从课堂开始，但他们在
课堂之外的参与在创造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积极体验方面
可能有影响力。Experience.oregonstate.edu可为其提
供资源、信息和机会。无论他们想参与校园活动、为他
们的社区服务还是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都处于正
确的位置。

学生
经历
和参与

学生能平衡学术和社交活动吗？

参与校园活动往往会提高学生的大学体验。这些活动不仅提供了遇见具有类似兴趣的人的
机会，还帮助学生将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并改善时间管理。学习和
课外活动的健康平衡可以为大学体验增添一个有益的维度。

精神和宗教机会

俄勒冈州立大学将学生确认个人的宗教信仰或生活 

哲学的需要和权利作为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

内有超过 25 个认可的学生团体，以支持学生在这些

领域的发展，以及各种社区组织。

本科研究

俄勒冈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领先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每年会进行数千个研究项目。我们鼓励本科生参与研

究，以获得实践经验、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深化与其研究领域的教

职员工的关系。要详细了解研究的好处以及学生的

参与方式，请访问 undergraduate.oregonstate.edu/
research。

•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学联 
(ASOSU)

•  学生宿舍理事会

•  390 多个学生组织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参与机会：

•  学生就业

•  俄勒冈州立大学课程理事会

•  志愿者和服务学习

•   校内和俱乐部运动

•  多样性和文化参与

•  五个文化中心和两个资源中心

•  以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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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宗教机会

俄勒冈州立大学将学生确认个人的宗教信仰或生活 

哲学的需要和权利作为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

内有超过 25 个认可的学生团体，以支持学生在这些

领域的发展，以及各种社区组织。

本科研究

俄勒冈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领先的公立研究型大学，

每年会进行数千个研究项目。我们鼓励本科生参与研

究，以获得实践经验、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深化与其研究领域的教

职员工的关系。要详细了解研究的好处以及学生的

参与方式，请访问 undergraduate.oregonstate.edu/
research。

留学和国际实习

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机会办公室 (OSU GO) 提供超过 
200 种不同的获准出国留学机会和国际实习机会。学

生可获得奖学金以帮助其支付国外的费用。学生可以

到任何地方留学，时长从几个星期到整学年，同时可

获得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课程学分并在学位课程上取

得进展。海外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及增强的文化能力，这两方面在当今的工作中都非

常有价值。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rnational.
oregonstate.edu。

体验式学习

俄勒冈州立大学提供了许多不同的方式让学生可在大

学课堂之外学习。边做边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用于培养或确认对某一特定学习领域的兴趣，为未来

的工作和职业获得宝贵的技能，与所选行业的人员建

立网络关系，挑战自我并个性化他们的教育。鼓励学

生探索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各种体验机会。他们可以参

与世界级的研究，可以从超过35个不同国家中选择留

学目的地，参与服务学习和公民参与项目和/或完成

与当地、国家和全球公司的实习。

服务学习和公民参与
sli.oregonstate.edu/cce

冒险领导力学院
recsports.oregonstate.edu/ali

橙子媒体网络（报纸、广播、电视）
sli.oregonstate.edu/omn

探索其他体验式学习选项：

学生领导力与发展
sli.oregonstate.edu/ld

实习
career.oregonstate.edu

学生还应咨询教职员工和学术导师，
了解其感兴趣领域的实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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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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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知情

注册家长及家庭一年级电子通讯 
这是一份每两周一次的电子通讯，让家长和家庭
成员了解校园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学生可能遇到
的情况以及在第一年支持他们的有用提示。您可
以在以下网址找到注册信息：
newstudents.oregonstate.edu/parents-family 

查看家长和家庭网站 
本网站上的信息旨在帮助并指导您支持学生及其 
成功。我们相信您对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了解越多， 
您可以为学生提供的资源就越好。您可以在以下 
网站查看我们的新网站： 
families.oregonstate.edu 秋季家庭周末 

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4 日 

春季家庭周末
2019 年 5 月 3 日至 5 日

保存日期

由新生计划和家庭外展 (New Student Programs & Family Outreach) 
发布 B122 科尔行政大楼，541-737-7627，
newstudents@oregonstate.edu

要以其他格式获得本出版物，请致电 541-737-7627 联系新生计划和
家庭外展 (NSPFO)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newstudents@oregonstate.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