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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印
第安纳大学的
一点是每个人
都愿意帮助彼
此走向成功。

KIMBERLEY MUI KUAN TAN  
新加坡

“

-
2022 届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生

学生参与和支持

热烈欢迎您加入山地人大家庭！您的学生将有众多机会参与他们在印
第安纳大学的新社区。期待他们走进偌大的校园，探索丰富多彩的校
园活动。毕竟，成功的大学生涯不仅仅是学术成就而已。 

国际服务办公室 (OIS) 的活动与项目
国际服务办公室会举办多姿多彩的趣味活动，如全球音乐会和 World’s 
Fare 世界美食集会，并为学生提供不间断的语言支持和加入文化俱乐
部的机会。欢迎访问 ois.iu.edu/events 参加我们的活动。 

学术支持
学术顾问教授会观察学生的表现，并帮助学生找到成功所需的资源。
您的学生将有机会与数学和写作导师交流学习、与教授一对一会面、
获得额外的英语辅导以及提高学习技能的课程。欢迎访问  
ois.iu.edu/support 查看可提供的各种支持。

学生社团
印第安纳大学 (IU) 拥有 700  
多个学生社团，涵盖各种兴趣
领域，包括宗教、体育、娱乐、文
化、艺术、社会和政治。欢迎访问 
beinvolved.indiana.edu 来探索这
些社团。 

休闲运动
如果您的学生是体育爱好者，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个人或团体
休闲运动项目可供选择。学生
们也喜欢为印第安纳大学的队
伍加油助威。这是结识新朋友、
锻炼身心的好方法。欢迎访问 
recsports.indiana.edu 
了解更多信息。

宗教机构
伯明顿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
市，这里的人们信奉许多不同的
宗教。您可以访问 carlaiu.org 查
看其中的一些宗教团体。我们这
里还有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和一
座可供礼拜的清真寺。

职业服务
印第安纳大学里的每个学院都
设有职业服务中心，为处于求职
阶段的学生们提供培训、指导和
资源。实践经验在美国文化中受
到高度重视，可在毕业后助力学
生解锁更多的职业机会。欢迎访
问 ois.iu.edu/career 联系印第安
大学职业服务中心。

家长资源

紧急联系人
国际服务办公室
电子邮箱： ois@iu.edu 
电话： 812-855-9086 

学生事务长
电子邮箱： iubdos@indiana.edu
电话： 812-855-8187  

印第安纳大学警察局
电子邮箱： iupd@indiana.edu 
电话： 812-855-4111 

 
有用的网站
 
校历 
registrar.indiana.edu/official-calendar 
学术指导 
ud.indiana.edu 
职业服务 
ois.iu.edu/career 

国际服务办公室 
ois.iu.edu

健康与咨询 
healthcenter.indiana.edu

学生帐户和注册 
studentcentral.indiana.edu 

校内住宿 
housing.indiana.edu

印第安纳大学警察局 
iupd.indiana.edu

学生事务长 
studentaffairs.indiana.edu

我们时刻准备着为您提供帮助。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敢于尝试， 
不惧失败。

“

Evelyn Bai，中国

 开放、 
大胆。



2023 年 8 月 6 日 
学生可以搬入宿舍

2023 年 8 月 9 日至 14 日 
国际欢迎活动

2023 年 8 月 8 日至 12 日 
国际家长迎新会

2023 年 8 月 11 日 
抵达伯明顿的最后截止日期

2023 年 8 月 16 日至 25 日 
欢迎周

2023 年 8 月 21 日 
秋季学期开课

2023 年 9 月 10 日 
首个账单支付日

2023 年 11 月 19 日至 25 日 
感恩节假期

2023 年 12 月 15 日 
期末考试最后一天

2024 年 1 月 8 日 
春季学期开课

2024 年 3 月 10 日至 17 日 
春假

2024 年 5 月 3 日 
期末考试最后一天

请注意：以下日期自学生可以搬
入宿舍之日算起。学生将在学期
开始前收到与迎新活动和其他重
要日期相关的其他资讯。

重要日期
入住、期末考试 
等事项。在您的日历上标注这些日期！ 我们强烈建议学生在抵达

伯明顿之前在线参加新生
迎新活动 (NSO)。所有学生
在离家之前都会收到视频
和在线课程。迎新活动的大
部分环节，例如分班考试和
建议分享，几乎都在学生到
校之前完成。 

抵达伯明顿后，本科生将参
加欢迎活动和资源博览会，
帮助学生布置新家、结交新
朋友。 
 
一旦学生到达校园，则不应
在秋季学期开始时计划额
外的旅行。

国际新生指南

所有一年级学生都必须住在由住宿计划和服务部 (RPS) 负责运
营管理的校内宿舍中。我们致力于提供安全、可靠；环境健康、整
洁；无障碍、配有家具、功能齐全；魅力不凡、令人心驰神往；便于
校内通勤；且价格优惠的设施。

住校生活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享受到多种不同的便利条件，还
能为他们营造最佳的学习环境。以实现课后发展目标带动课内表
现，学生们都能够学有所成。

国际学生的身影遍及校园里的每栋宿舍。每位与室友同住的学生
在学期之初都会签署室友协议。如遇任何冲突，鼓励学生与他们
的宿舍管理员 (RA) 一起解决。宿舍管理员是训练有素的学生工作
人员，经过分配，负责管理各个楼层或住宿单元。他们熟悉住校学
生和住宿条件，可以帮助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宿舍生活

家长参与的机会

家长协会
ois.iu.edu/parent-association 
 
一年级家长新闻简报  
ois.iu.edu/newsletter

家长参与
ois.iu.edu/engagement

网关中心 
ois.iu.edu/gateways

       印第安纳大学让我
有机会与来自不同背景
的人交流合作，为日后
的成功奠定基础。

“

Amber Lee 
韩国



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不要羞于提问！

大多数学生都会首先进入大学
部，在那里学完一套必需的基础
课程。 一旦完成了进入他们向往
的专业学习领域所需的课程（通
常在一两年内），他们就可以申
请大学内的 16 所学院之一。每个
学院都设有多种多样的专业，对
完成学位有一套相应的要求。  

大多数课程持续一个学期，每门
课程 3 个学分，这也意味着每周
课时 3 小时，为期 16 周。获得学
位，需修满 120 个学时，平均每
学期修 15 个学分。修满总学时并
达到各门特定课程的要求才能
毕业。 

开课时间在秋季、春季和夏季学
期，尽管大多数学生会在夏天休
假或者选择勤工助学。

学业路径
将对学生进行更具连续性的评估，
这可能与他们在本国习惯的评估
方式不同。将针对他们全年的阅
读、写作、测验和考试成绩进行评
分。有些课程计算出勤率和课堂参
与度。每位教授将在开课第一 
天概述他们的课程规则和期望。 

在美国课堂上，成绩以 0-100% 
的等级表示，字母等级为 A-F 
(包括加号或减号）。平均学分绩点 
(GPA) 在 0.0-4.0 之间。

等级与评估

年级 说明 平均学
分绩点

分数
范围

A-、A、A+ 优秀 3.7-4.0 99-100

B-、B、B+ 良好 2.7-3.6 80-89

C-、C、C+ 中等 1.7-2.6 70-79

D-、D、D+ 不良 0.7-1.6 60-69

F 不及格 0-0.6 0-59

“

Syifa Syuhaida Azman，马来西亚

FERPA  
对您意味着什么
FERPA 规范了对学生记录的访问活动。

《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
案》(FERPA) 是一项保护学生
教育记录隐私的美国法律。
学生可以通过在 One.IU 中
创建第三方用户访问权限
来 授权他人（如父母、监护
人和配偶）查看印第安纳大
学帐户以及支付账单。他们
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
的第三方用户，设置方法易
于操作。

FERPA 是什么？

如何设置第三方用户

请注意，您的学生需要进行
此项设置，以便您在线查看
和支付大学账单。

• 登录 One.IU
• 搜索第三方用户
• 按照 ois.iu.edu/access  

的说明进行操作

国际学生可以通过 Flywire 或 
Convera 的 GlobalPay 从本国支
付学生账户账单。通过这些支付
选项，您便可以以当地货币付
款，并以一种简单安全的方式发
起电子付款。有关更多详细信
息，请访问  
ois.iu.edu/foreign-currency。

支付印第安纳
大学学杂费
使用外币支付

其他支付方式

印第安纳大学提供了多种支付
账单的方式。请访问 ois.iu.edu/
payment 查看相应支付方式。 

• 支票/储蓄账户  
仅限美国的银行

• 信用卡/借记卡 
需支付不可退还的服务费

• 面对面支付
• 电汇 

处理时长为 7-10 个工作日

是否有问题？
如果您对学生账单、支付方式心
存疑问或者还有其他问题，可
以向学生中心 (Student Central) 
寻求帮助。



永远不要害怕
犯错。

尝试的新活动越多、体验的新角色越多， 
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Namrata Mahesh，科威特



印第安纳大学致力于保障学生
的安全。我们有自己的警察局、
人身安全委员会，可以为学生和
教职员工做好应对异常天气和
其他紧急事项的预案。 
 
IU Notify 是一种电子邮件、短信
和电话服务，可以私下提醒学生
了解最新资讯。 

有时，当父母无法联系到学生
时，他们会感到担忧。经验表
明，“失联”的原因通常是学生手
机丢失、电量耗尽，或者只是无
暇顾及。 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
您担心您的学生并且无法联系
到他们，请随时与校园紧急联系人取得联系。 
我们将帮您找到您的学生并让他们回复您。

      丰富的多样
性和脚踏实地
的安全感让印
第安纳大学得
以在众多院校
中脱颖而出。

“

Pratibha Joshi 
印度

校园紧急联系人 

国际服务办公室 
电子邮箱： ois@iu.edu 
电话： 812-855-9086 

学生事务长 
电子邮箱： iubdos@indiana.edu 
电话： 812-855-8187  

印第安纳大学警察局 
电子邮箱： iupd@indiana.edu 
电话： 812-855-4111

安全性 医疗
印第安纳大学在校园内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包括医疗检查、医生
看诊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学生健康中心 (IU Student Health Center) 
提供的咨询服务 。 校内也能满足咨询、保健和眼部护理需求。 
在校外，伯明顿市区还有两家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医院。 
 
作为迎新活动的一部分，学生们还会了解到更多详细的信息， 
包括紧急情况应急措施。如果您的学生经常服用处方药或草药， 
请确保他们知道该药物的英文名称以及正常用量。

保险
正式成为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期间，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参加医疗
保险。他们会自动参加安森 (Anthem) 保险，这项保险的覆盖范围很
广泛。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ois.iu.edu/insurance。 
国际学生全员参加安森保险，印第安纳大学便可以通过协商以最
优惠的价格争取到丰厚的保险项目。

Avni Gupta 
印度

      伯明顿之所以
能够成为我最喜
欢的城市之一，是
因为它的两大宝
藏：美丽的城市与
伯明顿人！

“



校园美食及周边社区是山地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印第安纳
大学的烹饪人员乐此不疲地为大家提供新鲜、高品质的食物。各
色美食琳琅满目，不仅可以满足学生们的营养需求，还可以唤醒
他们的味蕾，带他们领略世界各地备受追捧的美味佳肴。
 
印第安纳大学校园农场为厨师提供当地的农产品，让他们以最新
鲜的食材烹饪出最完美的味道。餐饮工作人员与当地农民合作，
为印第安纳大学食堂采购时令美食。服务点的菜单标有过敏原信
息，并包含素食和纯素食选项。印第安纳大学食堂的注册营养师
应要求，为有食物过敏史或饮食需求的住校生提供支持。工作人
员接受过为食物过敏者安全准备膳食的培训，并针对特殊饮食开
发菜单，以确保任何人都可以在校园内用餐，无论饮食多么独特。 
 
Bookmarket 和 Goodbody Eatery 的 The Globe 餐厅从不同国家的
美食中汲取灵感，每天都为学生们准备原汁原味的地方美食。经
过认证的清真肉食是 Wright Eatery“东方感恩节”概念菜品的特
色，Goodbody Eatery 每周有一日仅提供纯素食菜单。Simon G. Hillel 
Jewish 中心推行开放式冰箱政策，在那里准备的常规餐点均经过
犹太洁食认证。印第安纳大学校园内的每个餐饮场所都提供素食
和纯素食选择，印第安纳大学自己的预包装沙拉、卷饼和便当盒
系列餐点为那些素食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文化与传统
印第安纳大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200 多年来，印第安纳大学
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毕业生。他们获得学位并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
士。虽然这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标，但让校友们永远铭记的是印第
安纳大学对他们人格的塑造过程。他们获得了友谊、信心、支持网
络、独立性、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以及只有大型大学社区才能获得的
经验。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成人礼，这段记忆将陪伴他们一生。印第
安纳大学的毕业生与全球近 70 万名校友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网
络在不断扩大。 

饮食选择



国际服务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