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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华盛顿大学 大家庭

我们知道， 在每位华大学生的身后,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亲人, 导师和支持者帮助他
们到达此地。 我们从广义上定义“家庭”, 因为学生的榜样可能超出了传统定义上的
家庭。如果您曾帮助指导, 照顾和热爱华盛顿大学的学生, 那么您就是华大的一员。 
我们很高兴您在这里！

了解学生的大学经历的最好方法是直接从大学生那里学习； 请查看本指南的 “与华
大哈士奇学生谈话”部分, 从学生选择专业到制定预算等方面, 就学生生活的许多方
面开始交谈。

您和您的孩子即将作为华大大家庭的一员, 开始改变生活的经历 —— 我们将一路提
供帮助和鼓励！

恭喜! 
恭喜您的孩子正式成为  
华盛顿大学的一员。 

华大将为您的孩子提供很多体验。

1欢 迎



联系 
社交平台	
 @uwfamily 
 @uw_parents 

华大父母与家庭项目	
Jannah	Maresh	主任
uwparent@uw.edu 

华大父母一览	
uw.edu/parents 

华盛顿大学父母基金会	
uw.edu/parents/support 

本手册中文翻译左微博士

您对孩子学生生活的参与并不会 
止于孩子去上大学。 
华大父母与家庭项目（PFP）在这里可以帮助您与您的孩
子保持联系并支持您的华大家人体验。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 社交媒体和活动与华大家人保持联
系，另外还有一个网站可帮助您浏览华大, 以及《华盛
顿大学父母通讯》。

有问题？请联系	uwparent@uw.edu.

您的慈善支持是改善您的孩子和其他许多华大学
生的学习体验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您对于华盛
顿大学父母基金会的捐赠将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
计划和机会, 包括领导力发展，职业和实习指导, 
紧急资源和保健服务。

开始
     参与 和华大学生谈谈

	» 如何与家人保持联系 (方式, 频率等)
	» 需要何种鼓励与支持
	» 远程学习需要: 科技, 场地等
	» 应对思乡之情, 何时回家, 安排家人参观校园
	» 假日安排和旅行

32 参 与

https://www.facebook.com/uwfamily
https://www.instagram.com/uw_parents/
mailto:uwparent%40uw.edu?subject=
http://uw.edu/parents
http://uw.edu/parents/support
mailto:uwparent%40uw.edu?subject=


本科生研究项目
与科学家一对一地工作。 探索职业兴趣并设定
目标。增强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维能力。 这些只是
参加本科生研究项目其中的一些好处。 学生可
以浏览在线数据库以开始了解。

和华大学生谈谈
	» 建立学校支持社区
	» 平衡学习与社会活动
	» 参与华大组织
	» 回报社区 

联系 
华大体验工具
webster.uaa.washington.edu/sas/toolkit-home

本科生研究项目	
uw.edu/undergradresearch

华大体育
gohuskies.com 

学生活动
uw.edu/studentlife/groups-activities 

兄弟姐妹会
uwgreeks.com

国际关系		&	文化领导力交流中心(CIRCLE)
uw.edu/circle

社区参与	&	领导力	
cele.uw.edu

出国学习
uw.edu/studyabroad

艺术项目活动&	博物馆
arts.uw.edu

华大体验工具
每周通过“我的华大平台” (华大学生在线平
台) 提供有用信息, 包括适应大学生活, 时间
管理, 学习技能, 应对压力等更多内容。

已注册学生组织	(RSOs)
拥有超过一千种选择, 学生组织是参与学校生活的 
好方法。

兄弟姐妹会
近70个兄弟会和姐妹会代表4700名华大本科
生, 提供社区, 指导, 卓越学术计划, 社交活动, 
慈善项目和领导机会。

国际关系		&	文化领导力交流中心	
(CIRCLE)	
让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走到一起, 创造社区, 
提供支持与领导力经历等。

华大体育
华大运动是整个社区的骄傲来源之一。 华盛顿大学全
日制学生可以购买 Dawg Pack 打折的足球和男子篮球
票。 学生可以凭借华大学生卡免费参加其他体育赛事。

社区参与	&	领导力中心
将学生连接到将学术课程与基于社区的学习和领导相结合的
项目中, 包括在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组织中的带薪实习。

国外学习，	旅游或做志愿者
华大学生体验遍及全球, 在世界各地都有机会让学生度过一个
夏天, 一个季度或一年。 所修课程可计入专业,  辅修或通识教育
要求。 有一定奖学金提供。

一个帮助您的孩子结成终身友谊的学生组织。 一份开辟了意想不到
的职业道路的实习。 表演艺术或体育运动让您的孩子可以分享自己
的才华。 志愿服务帮助需要的人们。

这些都是华大体验的一部分。

在这个无限机遇的世界, 课堂内外, 供华大学生发掘自己的激情, 发
展具有包容性的思维方式, 并获得可以带来有意义的技能引向未来的
生活和职业。 在华大大学, 攻读学位只是每个学生的一部分教育。 这
里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您的孩子丰富体验。 

华大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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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大攻读专业可以打开许多学生以前可能
从未考虑甚至从未听说过的职业道路和方向。

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在微软工作。 人类学家
可以在政府部门工作。 拥有公共卫生学位可为
医生和护士之外的众多医疗保健职业打开大
门。

拥有华大学历, 一切皆有可能。

更多请看 careers.uw.edu

学术资源
通识咨询
华盛顿大学学生的学习历程始于本科学术事务的通识咨询。 学术顾问可帮助学生计划课程表并阐明学术和个人目标。 通过 
MyPlan 在线平台, 学生可以探索专业, 注册课程并跟进了解其学位学习进度。

院系咨询
当学生研究特定专业时, 他们可以咨询那些院系项目的顾问。 一旦他们被录取该学位项目中, 他们将继续与院系顾问合作, 直
到毕业。

专门化咨询
少数族裔 & 多样性事务办公室为教育机会项目, 大学援助移民项目， 青年冠军项目， 校友辅助项目以及 TRIO（为经济上符合
条件的第一代大学生提供支持）的学生提供咨询建议。 华大荣誉项目和学生运动员学术服务部也提供专门的建议。

辅导写作中心
学习和本科教育中心（CLUE）在玛丽·盖茨大厅, Hub 学生中心和西雅图的 Othello 广场提供课外补习机会， 而从化学到心
理学的学位课程则提供专门补习。 OMA＆D 的教学中心为第一代大学生, 经济弱势群体或少数族群的学生提供辅导, 学习小
组和指导。

大一学习兴趣小组(FIGs)
和朋友一起学习更有趣。 通过大一学习兴趣小组, 一小群学生可以一起参加一系列课程。 FIG 课程促进小组学习, 而FIG学生
通常在课外组成学习小组。

学术

和华大学生谈谈
	» 时间管理
	» 课内每小时课外两小时学习
	» 及时寻找辅导学术支持
	» 利用通识教育课程充分发掘学习的领域和未来 

职业的可能

华大学生可以选择攻读180个以上专业中的一个
或多个, 并且无论选择什么, 他们都会从世界顶
尖的大学中接受出色的教育。

学位是学生从成功的整体教育中获得的证明， 
而专业是他们的特定学习领域。 凭借华大提供
的丰富学术资源, 学生可以在不更换大学的情况
下更换专业。

更多专业相关信息请查看 uw.edu/uaa/
advising/degree-overview/majors.

联系 
职业	&	实习中心
careers.uw.edu

本科生咨询
washington.edu/uaa/advising/about-us/advising

学术支持项目
academicsupport.uw.edu

少数族裔	&	多样性事务办公室	(OMA&D)
uw.edu/omad

大一学习兴趣小组	(FIGS)
fyp.washington.edu/f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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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秀的医疗护理、 精神咨询、 到体育课程、 
安全资源、同伴支持、 训练等等, 华大提供一
系列资源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更多请看 wellbeing.uw.edu

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作为华大医疗系统的一部分, 是一个面向学
生, 教职员工, 员工和社区的校园门诊。

咨询中心
咨询中心免费为目前在读的华大学生提供短期的个人
和团体治疗, 远程医疗和在线研讨会。

健康项目
一个教育和支持项目, 旨在为华大学生提供终身健康
的保健技能和知识。

  身体 & 
心智健康 

和华大学生谈谈
	» 如何寻求身体及精神健康帮助, 发现抑郁症

焦虑症的症状
	» 个人安全以及对周边环境的警醒 (和他人一

起走, 告知家人朋友出行计划等)
	» 设定紧急联系人 (如朋友或室友) 以便家人

在紧急情况下可联系

联系 
华大医院	
uwmedicine.org
206-598-3300

华大派出所	
police.uw.edu
206-685-UWPD (8973)

珍惜自己的东西
police.uw.edu/crimeprevention/loveyourstuff

华大紧急通知
uw.edu/safety/alert

安全校园
uw.edu/safecampus
206-685-7233

没有什么比我们华大学生和社区的安全重要。 华大警察局（UWPD）是
一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执法机构, 拥有自己的911派遣人员, 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为我们的校园的学生, 教职员工和访客提供保护。

珍惜自己的东西
华大学生可以在华大派出所注册登记自己的电子产品和自行车, 帮助警
察追回自己被盗物品。

安全区应用软件
有了免费的安全区软件, 无论地点, 用户可以在紧急情况、 受伤、 事故犯
罪现场打求救电话。 校园内此软件可联系到华大警察, 校外可联系到当
地紧急服务中心。

华大紧急通知
订阅者将免费通过短信或者邮件收到影响校园运行以及校园社区健康
安全的紧急通知。

安全校园
一周7天, 一天24小时, 安全校园项目帮助华大社区预防犯罪并应对安
全问题。 当您致电安全校园项目时, 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将倾听并提供
支持和指导。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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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生活

和华大的学生谈谈
	» 与室友的生活
	» 冲突管理
	» 宿管支持
	» 洗衣服以及保持环境整洁

联系
华大住宿	&	食物服务中心
hfs.uw.edu/Parents-and-Families
hfs.uw.edu

学生服务中心
myhfs.housing.uw.edu
hfsinfo@uw.edu
206-543-4059

超过一万名华大学生
在学校住房和食品服务

（HFS）管理下的学生
宿舍和公寓中生活， 
学习和社交。 
其中许多华大家园都通过学习
空间，支持性的居住社区和空
间来促进学术成功。

HFS还提供30多个用餐地点-包
括餐馆，咖啡馆，餐车，美食广
场，超市和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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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学费以及其他费用
学生为注册登记的每学期
付学费。

可以通过学生的MyUW帐
户支付学费。学生必须提交
在线信息发布授权书，才能
使家庭成员或其他人获得
学费账单和提醒。

finance.uw.edu/sfs/
students/info-release

学生卡
您孩子的华大学生卡不仅是学生证, 而且还与他们华
大卡帐户相关联, 可用于支付校内就餐, 自动售货机，
停车等费用！

您可以将资金远程存入学生卡帐户。

更多请看 hfs.uw.edu/Husky-Card-Services. 

联系
学生财政办公室
finance.uw.edu/sfs

学生职业	&	实习中心
careers.uw.edu

经济补助办公室
finaid.uw.edu
osfa@uw.edu
206-543-6101

奖学金办公室
expd.uw.edu/scholarships

金钱管理
管理金钱工具以及建议:

uw.edu/financialaid/
money-management

学生职业	&	实习中心
学生可以在UW的在线工作和实习数据库 Handshake 
上搜索（在校园内或外）的工作。 通过职业与实习中心提
供的服务将学生与整个大学及其他地区的兼职和全职工
作以及实习联系在一起。 职业与实习中心还提供职业指
导, 职业规划研讨会和季度雇主活动。

获得勤工俭学经济补助的学生上课期间可以从事学校勤
工俭学工作, 每周最多19个小时。

和华大学生谈谈
	» 在校工作
	» 寻找实习, 服务学习, 研究机会
	» 制定预算, 管理账户
	» 信用卡和借记卡的使用
	» 决定谁来支付账单 （学费, 书本, 娱乐开销等)
	» 学生贷款, 利率, 偿还

支付食宿费用
华大住宿和餐饮费用可通过学校住房和食品服务MyHFS主
页上的信用卡，支票（亲自或通过邮寄）或电汇的形式由国
际学生支付给住房和食品服务（HFS）。

支付学杂费后剩余的任何财务援助将自动转为支付季度住
宿和餐饮费用。

居住在学生宿舍中的学生可以授权家庭成员通过MyHFS访
问其住房和就餐帐户以及帐单提醒。

更多请看 myhfs.housing.uw.edu.

金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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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联系 
学生交通服务中心
transportation.uw.edu/students

出行	&	中转
fyp.washington.edu/ctc

华大交通卡	(U-PASS)
transportation.uw.edu/u-pass

和华大学生谈谈
	» 使用公共交通
	» 安全使用自行车
	» 西雅图以及周边观光地

华大交通卡	(U-PASS)	让出行变得
简单— 并不需要拥有自己的车
每个学生的季度的华大交通卡费用使他们可以使用华大交
通卡（Husky Card）利用公共交通, 包括无限制乘坐地铁和
区域公交车以及轻轨。 华大交通卡还为拼车和与交通有关的
物品（例如自行车）提供折扣。

华大联合大楼（HUB）的出行	&	中转中心提供日用储物柜，电
话充电器, 小厨房, 更衣室和哺乳室, 学习区和其他资源。

学生还可以使用有限的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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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学生信息
学生信息受《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案》（FERPA）的保护, 该法案规定, 一旦学生年满18岁或高中毕业后
继续就读高等教育学校，只有他们才能获得其成绩, 纪律处分, 账单和财务资助。 大学无法向任何人（甚至
是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发布有关学生的信息。

但是，学生可能会通过 MyUW 给予他人访问自己的学术, 财务和健康记录的有限权限, MyUW 学生从入读
华大到整个学习期间甚至毕业后都可以用来管理自己的记录的在线平台。 学生还可以安排让父母或其他
第三方接收学费结算电子邮件。 通过MyHFS主页可设置访问住房和就餐信息的权限; 当向学生发送帐单
通知时，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授权方发送电子邮件。

当学生访问其帐户及在线记录时，华大通过使用两重因素身份验证进一步保护学生及其隐私。 除了输入
密码外, 学生还输入发送到手机的密码来登录。 这可以防止他人未经许可访问学生的帐户。

学生行为
作为华大社区的一员，您的孩子应在所有努
力中表现出诚信。 负责学生生活的副校长,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协调员, 以及该学生就
读的学校或学院的院长或其代表，均应负责
调查和裁定涉嫌违反《学生行为守则》的行
为, 包括学术不诚实行为。

华盛顿行政法规 (WAC) 478-121 以及两个相
关政策, 学生管理政策209 条和 210条, 适用
于学生。 学生们应该自己认识并且服从华盛
顿州的法律以及华大校园的规章制度。

《学生行为守则》意在维护安全, 支持, 包容
的社区支持学生的学术成长, 个人发展以及
公民意识。 学生作为成人应该有能力做出自
己的判断并且接受其行为带来的后果。

政策

和华大学生谈谈
	» 哪些信息可以共享给家人： 成绩，绩点, 医疗记录, 补贴

援助, 账单等
	» 不公开华大账号密码的重要性
	» 付学费的截止日期方式, 食宿选择, 其他花费等

联系 
华大隐私政策
registrar.uw.edu/students/ferpa

学生行为
uw.edu/studentconduct

华大 远景 & 价值
华盛顿大学通过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
境和尖端的学术知识来教育多元化的
学生群体, 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全球公
民和未来的领导者。 华大的远景和战
略重点在使我们伟大和独特的核心价
值观和文化中得以体现。

uw.edu/about/vision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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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
9/24–25 搬入宿舍
9/	30 开学
10/16 秋季学费截止日
11/11 老兵日(无课)
11/26–27 感恩节（无课)	
12/11 授课结束
12/12–18 期末考试
12/19 学校宿舍关闭	
12/19–1/3 寒假

冬季学期
1/2 学校宿舍重新开门
1/4 授课开始
1/18 马丁路德日(无课)	
1/22 冬季学费截止日
2/15 总统日(无课)
3/12 授课结束
3/13–19 期末考试
3/20–28 春假

春季学期	
3/29 授课开始
4/16 春季学费截止日
5/31 阵亡将士纪念日(无课)
6/4 授课结束
6/5–11 期末考试
6/12 毕业典礼
6/12 学校宿舍关闭
6/13 毕业典礼	—	华大	Bothell	校区
6/14 毕业典礼	—	华大	Tacoma	校区
6/12–20 暑假
	

暑期	2021	

整个学期
6/21 授课开始
7/5 独立日(无课)
7/9 夏季学费截止日
8/	20 授课结束/期末考试

A-学期
6/21 授课开始
7/5 独立日(无课)
7/9 夏季A学期学费截止日
7/22 授课结束/期末考试

B-学期
7/9 夏季B学期学费截止日
7/22 授课开始
8/20 授课结束/期末考试

华大校历:
uw.edu/students/reg/calendar

华大教职员工学生被鼓励过自己的宗教文化庆祝节日。  
学生可以在每学期的第一二周在线申请因为宗教原因需要
的学习安排调整。

registrar.uw.edu/students/religious-
accommodations-request

本页可张贴在方便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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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父母与家庭计划
432 Gerberding Hall, Box 351210
Seattle, WA 98195-1210
uw.edu/parents

学术日历

http://uw.edu/students/reg/calendar
http://registrar.uw.edu/students/religious-accommodations-request
http://registrar.uw.edu/students/religious-accommodations-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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