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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恭喜您！ 

不眠不休辛苦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您的孩子来到了洛杉矶市中心，成为顶尖学府

的一份子，迎向活力十足也充满挑战的生活。  
 

现在您可能在想，“接下来呢？” 
 

首先，我们诚挚欢迎您和您的子女来到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南加州

大学），在接下来的几年，这里就是您子女的另一个家。在这里，他们将成为独立

的个体，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做好准备，以便在毕业后从容应对现代社会的问题。 
 

USC 重视并支持每一位加入这个群体的学生。无论是课业上的困惑还是单纯对健康生

活的追寻，我们都有大量的资源可供运用，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期待与您合作，一起指引您的子女向目标前进。对于他们在 USC 的种种成就，

您仍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本手册的内容涵盖学生及家人经常面临的问题，也列出可提供帮助的资源。我们

希望您能把这本手册保存好，每次有问题时都可以翻阅，帮助您快速找到答案。 
 

当然，您也可以随时访问手册所列的任何网站，或给我们打电话。 
 

很高兴您的子女选择了 USC，我们热切地欢迎他们——以及您——加入特洛伊勇士

大家庭。

继续战斗！

迎新培训计划 

办公室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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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会担心子女如何应对新环境、如何积极参与校园社

区的生活。您可能很想亲自介入来解决他们担忧的问题。

但您不能再继续站在第一线帮他们挡下所有问题。在他们

于 USC 求学与生活的道路上，您将成为他们背后支援队伍

的一份子。

您可以通过支持、理解和鼓励协助他们。您不妨多加了

解学校的资源，这样您就能理解子女担忧的问题，同时

放手让他们自己面对在 USC 学业和个人方面遇到的挑战

和机遇。

您的子女正要迎接挑战、学会适应新环境，您应该为他们

的成就感到自豪和开心。

有时候，学生在适应校园生活的过程中会感到沮丧和压

力——他们要适应通勤生活，学习与室友相处，平衡学习

和社交活动，还要应付每日的洗衣和用餐等事务。尽管课

业非常忙碌，思乡和孤独的感觉难免会漫上心头。 

您想多常与学生联系？ 

用哪些方式联系 
（电话、短信、Skype）？

>>您的任务<<  
我们建议您与学生讨论：

您的角色3



保持交流渠道畅通。 

定期联系，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传统的写信和 / 或爱心包裹。关心

学生的课程、新朋友和活动，但要晓

得学生有时候可能不愿多谈。让学生

按照自己的节奏说想说的事，才能为

开放的交流奠定扎实的基础。

体谅学生，耐心聆听。 

新生努力适应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生活

模式时会觉得有压力，要体谅他们。

家长往往能给学生安全感，学生需要

获得家长的安慰和支持。

信任。 

尊重和信任学生做决定的能力。这样能

建立自尊和自信。让子女知道您相信他

们有能力，他们就能自信地面对挑战。

对学生的新想法、新体验和新观点持

开放态度。 

通过探索想法、价值、兴趣、主修、

职业和多样性，年轻人有机会在大学

成长、建立起身份认同。要相信自己

把子女教育得很好，鼓励他们发现不

同兴趣，支持他们探索。 

积极耐心。 

适应校园生活需要时间，您的耐性会

给学生信心。学生和家长都会在过渡

期遇到困难，但积极正面的态度能支

撑您走得更远。 

预期会有课业上的挑战。 

学生必须专心发展各种技能才能有好

的课业表现，包括时间管理、读书技

巧，以及分辨哪些事要优先处理。学

生应该要非常了解如何在校园里获取

学术支持服务。而且，要鼓励学生经

常找教授、助教和学术顾问讨论任何

遇到的问题。

鼓励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 

鼓励学生作出选择，保持健康平衡的

生活方式。计划日程时，学生要让自

己有时间健康地饮食、学习和进行其

它活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运动。

鼓励课外学术学习。 

鼓励学生与教师保持关系、探索研究

兴趣、加入学生组织、好好利用 USC 

的大量学术机会。支持您的子女，提

出建议，但不要强迫子女马上作出主

修或职业选择。您应该让学生探索自

己感兴趣的科目。 

鼓励学生探索洛杉矶。 

USC 位于洛杉矶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

与周边社区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关系。

鼓励学生好好利用洛杉矶提供的大量

活动机会，包括志愿活动、博物馆、

剧院、音乐、运动和餐馆等等。 

允许学生犯错。 

要做到这点很难，但却非常重要。学

生的一些最宝贵的学习经历往往来自

犯下的错误。学生犯了错误，要支持

他们，鼓励他们找到解决方案。

还要知道向谁求助。 

有时候您可能需要一些指引，帮助

自己的子女、了解何时适合向校园

资源寻求帮助和建议。这本手册以

及 USC Student Affairs（学生事务）网站 

studentaffairs.usc.edu 能让您初步了解

如何与大学合作，促使学生在大学获

得成功。

鼓励学生参与。 

这能让学生感到自己是 USC 校园和社区

的一份子。参与活动的机会有很多，所

以请鼓励孩子体验 USC 带来的一切。提

醒学生要积极主动，因为机会只留给有

准备的人！

提示及建议

学生准备入读 USC 时，家长和家人常常在如何为特洛伊勇士新成员

提供支持方面有很多问题和担忧。我们希望下列提示能对您和您的

子女有所帮助。

您想多常与学生联系？ 

用哪些方式联系 
（电话、短信、Skype）？

>>您的任务<<  
我们建议您与学生讨论：

您的角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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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的子女谈谈他们的感受。他们
兴奋吗？焦虑吗？提醒您的子女，
他们并不孤单，其他新生也可能有
同样的感受。

学生们经常担心不知该如何找到自己的特

点及融入群体。旧生建议可以慢慢建立人

际网络：先从住在附近或者同修一节课的

其他学生开始。容。接受邀请，去参加自

己感兴趣的活动。

>>提示>>您的任务<< 

学年：简介

USC 可能与您的子女以前的经历大不相同，他们可能

需要时间来适应校园独特的活力和节奏。USC 拥有来

自世界各地超过 45,000 名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但我们

希望保持小型文科大学更安静并富有涵养的感觉。虽

然校园几步之外就是繁华的市区，但大多数学生都能

在校园内或附近找到可以放松或安静思考的地方。 

校历

2019 秋季学期
开放注册 周一至周五 8 月 19-23 日

开课 周一 8 月 26 日

劳动节 周一 9 月 2 日

秋假 周四至周五 10 月 17-18 日

感恩节假期 周三至周日 11 月 27 日 –  
12 月 1 日

课程结束 周五 12 月 6 日

复习日 周六至周二 12 月 7-10 日

考试 周三至周三 12 月 11-18 日

寒假 周四至周日 12 月 19 日 –  
1 月 12 日

2020 春季学期
开放注册 周四至周五 1 月 9-10 日

开课 周一 1 月 13 日

马丁路德金日 周一 1 月 20 日

总统纪念日 周一 2 月 17 日

春假 周日至周日 3 月 15-22 日

课程结束 周五 5 月 1 日

复习日 周六至周二 5 月 2-5 日

考试 周三至周三 5 月 6-13 日

毕业典礼 周五 5 月 15 日

学术学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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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诚信 
2019-2020
scampus.usc.edu 
USC 的学术成就斐然，一切学术努力都必须遵守诚

实和正直的高标准。学生应该学习和了解学术诚信

标准和适当行为。不坚持这些标准的学生不光在成

绩和学位上会受重大影响、更会影响自己和他人的

公平学习机会，降低USC学位的含金量和损害学校的

教育声誉。 

学术欺诈是指学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用以获得或

意图获得不公平的学术优势、或规避教师的课程标

准的任何行为。学术欺诈包括但不限于：剽窃 

 （在任何学术作业中使用他人的成果而不作适当引用

您希望子女与您分享哪些学业信息？

您对子女的成绩有什么期望？

询问子女对当前主修科目的看法。 
讨论如果他们决定转修其它的专业，接下来应该怎样部署。

>>您的任务<<   
我们建议您与学生讨论：

或未标示原文抄录或接近原文抄录内容）、作弊（例如考试

时夹带小抄、容许他人抄袭或提交非本人完成的功课）、未

经授权合作（未经教师批准即与他人合作完成学术作业）或

伪造学术纪录（包括伪造病假理由或对官方档案造假）。 

对于任何学术欺诈行为，USC 建议学生该门课的成绩为“F”

（不及格）。 

要了解更多信息，包括学术欺诈处罚准则和学术诚信审查程

序，请访问 USC 学生手册网站 scampus.usc.edu。

2020 春季学期
开放注册 周四至周五 1 月 9-10 日

开课 周一 1 月 13 日

马丁路德金日 周一 1 月 20 日

总统纪念日 周一 2 月 17 日

春假 周日至周日 3 月 15-22 日

课程结束 周五 5 月 1 日

复习日 周六至周二 5 月 2-5 日

考试 周三至周三 5 月 6-13 日

毕业典礼 周五 5 月 15 日

http://scampus.usc.edu
http://scampus.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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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这个部份的内容涵盖新生（和旧生）普遍担忧的

问题。我们鼓励您要熟悉手册所列的校园资源。

住宿 
学生选择住在哪里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有无空房、费用、

地点及学生对自立的需要。

校内住宿可以给新生带来许多好处，包括计划活动、方便用

餐、宿舍出入保全及房间带家具等等。

不过，由于 USC 宿舍的空间数量有限，而且很难预测是否会

有空房，所以对于高年级生和转学生而言，在校外私人公寓

找到住房比较容易。可以通过 apartments.com 网站或 USC 学

生报 Daily Trojan（特洛伊勇士日报）网站 dailytrojan.com 找到

租屋信息。

校内与校外

http://apartments.com
http://dailytrojan.com


校内住宿优点
住学校宿舍给 USC 学生带来诸多日常生活上
的好处，例如：
 

• 学年租约。

• 使用预先付款用餐计划，在校内食堂和餐饮店内使用。

• 带全套家具。

• 生物特征保安门禁。

• 无线网络。

• 有线电视服务，包括高清 HD 和付费频道。 

• 在 24 小时内回应维修请求。

• 位于 USC 穿梭巴士公交线路上。

• 来年可优先考虑入住。

住校生教育
USC 的住校生教育计划向学生提供：
 

• 与其他 USC 学生交流的机会。

• 宿舍职员和教员的支持。

• 有益个人与学术发展的社区活动。

•  培养群体、包容、社会责任、保健、正直和学术研究的生

活环境。

•  通过 Community Councils（社区委员会）或 USC 获得全国肯

定的 Residential Housing Association（RHA，住宅协会）得到

的领导机会。

8重要事项



资源
USC 住宿选择的完整信息请参阅学生入学资料包内附的  

Living at USC（在 USC 生活）手册。 我们也鼓励您访问  

housing.usc.edu 网站查询详细的信息及最新的租赁费用。

USC 住宿服务 

服务中心： 

McCarthy Way Parking Structure (PSX) 

网站：Housing.usc.edu  

电话：(800) 872-4632

要花多少钱？

会不会有室友？

有哪些安全和保安措施？

>>您的任务<<  
学生要住在哪里是很重要的决定，是

学生校园生活很重要的关键。值得考

虑和讨论的事项包括：

重要事项9

http://housing.usc.edu
http://Housing.usc.edu


交通
开车至校园并需要把车停泊在 USC 停泊设施的学生必须

向 USC Transportation 购买停车证。学生可以参加车位抽

签，或购买在 USC 住宿地点的停车证。停车证可以邮寄，

也可以本人到 Transportation 办公室领取。

请注意：我们并不能保证一定有位置停车。车位数量有

限，尤其是校园内。价格在网上可以查阅，但可能会

有调整。

其它交通方式  
访问网站：metro.net 或 transnet.usc.edu

虽然洛杉矶的人习惯开车，但没有必要开车到校园。 

USC 和洛杉矶市提供许多替代选择。 

学生可以通过 USC Transportation 的在线服务 Traveler 

（网址是 gettraveling.usc.edu）或亲自前往位于 USC 

Village（USC 大学村）的 USC Mobility Hub，就能了解有

哪些选择。

Traveler Dashboard 

网站：gettraveling.usc.edu

资源 

USC Transportation  

服务中心： 

McCarthy Way Parking 

Structure (PSX) 

网站：transnet.usc.edu 

电话：(213) 740-3575

我的子女要开车上学吗？ 

汽车险要多少钱？ 

停车证要多少钱？ 

我的子女应该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吗？

交通卡要多少钱？

>>您的任务<<  
 
应考虑事项：

10重要事项

http://metro.net
http://transnet.usc.edu
http://gettraveling.usc.edu
http://gettraveling.usc.edu
http://transnet.usc.edu


学生账户、账单和付款 

Student Financial Services 

（学生财务服务）

服务中心： 

Jefferson Blvd. Parking Structure 

(PSB), Suite 100 

网站：sfs.usc.edu 

电话：(213) 740-4077 

亲自付款请前往：

Student Union, Room 106 

3601 Trousdale Parkway

资源
 

财务援助

USC Financial Aid Office 

（财务援助办公室）

服务中心： 

John Hubbard Hall (JHH) Lobby 

网站：financialaid.usc.edu  

电话：(213) 740-4444 

 

奖学金 

admission.usc.edu/scholarships 

usc.academicworks.com

学生费用账单  
Student Financial Services（学生财务服务）每个月都

会对学生账户待支付的费用开具账单。这些费用可

能包括但不限于学杂费、USC 住房费用和用餐计划

费用。若要帮助您了解学生账单的指南，请访问 

https://sfs.usc.edu/student-account/your-bill 。

学杂费缴费期限为每个学期开学之前的周五下午 

5:00（太平洋时间）。

可以通过学校的官方账单系统 USCe.pay 查看 

及支付当前的费用，请访问 my.usc.edu 或  

www.usc.edu/OASIS 。 

访客用户可以在 sfs.usc.edu/epay 登录此系统。*

财务 

上大学的费用管控会给学生和家人带来压力。不过，仔细做好计划

和控制预算可以减轻忧虑，学生才能更关注于学习。

* 细则：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PA，

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法）保护学生纪录的隐私。学生可以

访客通过 OASIS（查阅财务援助及学术纪录）或  

USCe.pay（仅能查阅财务记录）登录其账户。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usc.edu/ferpa 。

管理费用  
USC 提供一项强大的财务援助计划、几项著名的大学 

奖学金和一项免息付款计划，帮助学生家庭支付学费。 

不过，我们期望学生和家人在财务规划中扮演积极的角

色。即使财务援助能帮学生支付全额学费，学生也可能

需要额外资金来支付日常开支。

重要事项11

http://sfs.usc.edu
http://financialaid.usc.edu
http://admission.usc.edu/scholarships
http://usc.academicworks.com
https://sfs.usc.edu/student-account/your-bill
http://my.usc.edu
http://www.usc.edu/OASIS
http://sfs.usc.edu/epay
http://www.usc.edu/ferpa


您的子女需要支付哪些账单费用？ 
 
 
 
他们应该要在校内找份工作吗？ 
 
 
 
与您的子女一起制定一份个人预算。

>>您的任务<<  
 
应考虑事项：

您的子女应该如何管理日常开支？  

关于使用支票账户、借记卡或信用卡，您的子

女应该晓得哪些事情？  

 

学生可以在 USC Bookstore 通过 

CampUSConnect 商店购买电脑、

平板电脑和其他电脑用品，其中

许多都享有学生折扣价。可在网

上 www.uscbookstore.com 订购产

品或亲自上门购买。

如果学生获得财务援助，可能有

资格得到一次性的预算增加，

用来购买电脑和 / 或软件。请访

问 financialaid.usc.edu 获取更多

信息。

>>提示

您的子女应该如何获得教科书？

您的子女计划在校内使用电脑教室或购

买个人笔记本电脑吗？他们的学习计划

是否需要特定类型的电脑或软件程序？

>>您的任务<< 

想在校内找份工作吗？登录 connectSC 查

询工作、雇主、Career Center（就业中心）

服务、训练班、活动等信息。

>>提示

12重要事项

http://www.uscbooksto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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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学学15

摄取适当的营养。 

购买或更改用餐计划。 

制定食品杂货和用餐预算计划。

任何特殊的饮食限制或需求。

>>您的任务<<  
与您的子女讨论：



用餐

因为课业繁重，学生有时

很难掌握用餐时间或注意

到自己的饮食状况。很容

易在期中考后狂吃批萨，

偶尔也可能挥霍浪费。但

常吃快餐很快就会影响学

生的健康和钱包。

若学生住学校宿舍，USC Hospitality 会通过其住校生

用餐计划提供健康美味的食物。学生有多种选择，包

括现做的膳食、沙拉吧、自助餐等等。有特定饮食需

求的学生也可以找到素食和无麸质等选择。他们也可

以与 USC 的营养师会面，解决任何特定的疑虑。

用餐计划 
 

大多数住在大学宿舍的学生都必须购买用餐计划，

然后加载到 USCard 并使用我们的校内住校生用餐地

点。有些计划允许无限量用餐，其余计划则有特定

消费上限。 

住在私人公寓或校外住所的学生可以买最低用餐计

划，向 USCard 充值并自行分配点数，或设定食品杂

货预算并自己做饭。

可以在网站选择或更改用餐计划，网址  

mycard.usc.edu/meal-plans。所有计划变更都有 

提交期限，2019 年秋季是 2019 年 8 月 30 日之前， 

2020 年春季则是 2020 年 1 月 19 日之前。 

若学生住在校外私人公寓，我们建议预先为食品杂货

制定预算和膳食计划。校内和校外都有许多餐厅，可

提供容易准备的平价膳食。 

 

我们校内的咖啡厅和快餐店也提供一系列健康的选择。 

学生可能希望将自行分配点数（预先设定的资金）加载

到他们的 USCard 上，这样就可以像借记卡一样在校园

餐厅使用。

USC 学生证

2020 年春季 USCard 服务

服务中心： 

McCarthy Way Parking Structure

620 McCarthy Way

Los Angeles, CA 90089-1336 

网站：mycard.usc.edu 

电话：(213) 740-8709 

电子邮件：uscard@usc.edu

资源
 

用餐计划和用餐地点

USC Hospitality

网站：hospitality.usc.edu

电话：(213) 740-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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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心  
USC 有两个健康中心：位于 University Park 校区的 Engemann 

Student Health Center（Engemann 学生健康中心）及位于  

Health Sciences 校区的 Eric Cohen Student Health Center 

 （Eric Cohen 学生健康中心）。两个中心都提供：

• 全方位基础照护和专科医疗服务。 

• 咨询服务。 

• 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计划。

学生使用学生健康服务时，必须带着自己的 USC 学生证。  

健康中心不会向保险公司收费。学生必须支付所有自付费用。

学生健康保险规定 
 

USC 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购买健康保险。一旦需要紧急服务或

住院，保险能承保无法从健康中心获取的健康照护的费用。 

•  所有注册了 6 学分或以上的学生都将自动注册 USC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学生健康保险计划）并扣费。

•  所有国际学生及 Health Sciences 校区学生（包含注册不足  

6 学分的学生）都会自动注册 USC 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学生若在 Student Health 网站规定期限前提供符合平价照护

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规定的现有保险承保证明，可豁免 

USC 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处方药  
 

学生可在校内 USC 药房方便地领取处方药，也可以在附近的

任何药房和零售店领取处方药。 

健康 
USC 的资源帮助学生在 USC 求学时保持最佳健康状态。所有注册了 

6 学分或以上的学生以及所有 Health Sciences 校区的学生都要支付 

Student Health Fee（学生健康费用）。支付这笔费用后便可使用健康中

心提供的大多数服务和计划，包括基础照护门诊、初步咨询看诊， 

以及保健服务。

我的子女将使用哪个健康保险？ 

如果我的子女在 USC 期间需要照护， 

应该去看哪个健康照护服务提供者？

我的子女要如何获取所需的处方药？

>>您的任务<<  
与您的子女讨论：

 

不符合学生健康中心使用资格的

兼职学生，仍可付费获得服务。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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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University Park 校区  
Engemann Student Health Center 
1031 West 34th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89 
 

 USC Pharmacy 
Student Union Building 
3601 Trousdale Parkway #101 
Los Angeles, CA 90089 
电话：(213) 740-2738 
 

USC Health Center Pharmacy 
1150 West Jefferson Blvd., Suite 150 
Los Angeles, CA 90089 
电话：(213) 821-6100 
 

Health Sciences 校区 
Eric Cohen Student Health Center 
Healthcare Consultation Center 
1510 San Pablo Street, Suite 104 
Los Angeles, CA 90033 
 

USC Medical Plaza Pharmacy 
Healthcare Consultation Center I 
1510 San Pablo Street, Suite 144 
Los Angeles, CA 90033 
电话：(323) 442-5770 
 

USC Pharmacies 
网站：pharmacies.usc.edu

通过 My Student Health Record 
（mySHR，我的学生健康记录）门户网
站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健康病史和治
疗同意书。 

注册或豁免 USC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您的任务<<  
记得提交必要的健康文件。所有学生都
必须：

免疫接种规定，保险豁免规定 
访问网站：studenthealth.usc.edu 
My Student Health Record 
（我的学生健康记录）门户网站： 

www.usc.edu/myshr  
电话：(213) 740-9355 
电子邮件：studenthealth@usc.edu

（访问网站 studenthealth.usc.edu  
查询完整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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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 提供多种服务和专项计划，用以促进健身、正念、心

灵和整体身心健康。我们也提供咨询和危机服务给遭遇到

个人困难的学生。这里列出的只是一部份可供使用的资

源。请查看本手册封底列出的索引以查询更多信息。

分数、考试、工作、家庭、个人关系：压力会随着时间累积，学

生会发现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或负担过重。但在 USC，为了考试得

到“A”而忽视自己的健康并不是真正的成功。

保健福祉

与您的子女讨论第一个学期的课程。确定学
生的课业安排合理，不会超过负荷，且有足
够的时间从事课外活动、适当的健身和营
养、以及简单的休息。

>>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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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Recreational Sports（休闲运动 服务）

网站：www.usc.edu/recsports 

休闲运动服务欢迎大学师生通过参与到各色各样服务和计

划，追求均衡、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两个校区的健身中

心、社团运动、校内体育运动和租用户外运动设备等。

Student Affairs（学生事务） 

网站：studentaffairs.usc.edu 

学生事务致力在学生的个人、学业和生涯发展方面，通过以

参与、领导力、保健福祉和学生支持倡议等为中心的计划，

给学生支持。若要查看通过学生事务提供的各种学生机会，

请访问其网站。

Mindful USC（正念 USC）

网站：mindful.usc.edu 

USC 组织了活动来提倡正念，融入学生的学术和社交生活，

包括课程、练习团体和教育时间。科学已证实正念可减轻

焦虑和压力、提高注意力、加强免疫系统、降低情绪浮动

和增进整体身心健康。 

Office of Religious Life（宗教生活办公室）

网站：orl.usc.edu 

宗教生活办公室培养心灵反思和自由询问的活力社群。学

生可以参与各种计划、学生组织和跨宗教信仰倡议，在学

生个人生活道路上获得支持。 

Campus WellBeing and Education ( 校园康健与教育)

网站： wellbeing.usc.edu 

校园康健与教育是各部门为了支持USC的健康校园文化而作

出的协作成果。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可通过该中心得到个性

化的服务包括干预服务、培训班、和个人咨询。 

FPO

 

大多数学生都能在校园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包括可以安静、放松和舒缓的
地点。广受喜爱的地方通常包括： 

>>提示

小建议：主校区 Town & Gown 附近的 Little Chapel of 

Silence（安宁小教堂）。把紧张压力抛在脑后，休

息片刻，享受宁静的时光。这座小教堂不属于任何

教派，名副其实是让学生进行安静自省的空间。 

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6:30 至晚上 10:00。

McCarthy Quad Thornton 音乐学院附近的
绿地 

USC Village 大学村Mudd Hall of Philosophy 中庭
和图书馆 

18重要事项

http://www.usc.edu/recsports
http://studentaffairs.usc.edu
http://mindful.usc.edu
http://orl.usc.edu
http://wellbeing.usc.edu


期望 
 

USC 期望大学社区的每一份子都以高行为标准为目

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对自己做的事承担责

任。我们鼓励学生上网查阅 USC 学生手册 Scampus 

中详述的标准，手册的网址是 scampus.usc.edu。  
 
 

社区原则  

USC 是一个多元文化社区，有来自不同种族、民族、

性别和阶级背景、原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

能力以及性取向的人员。我们的活动、计划、课

程、训练班、讲座和日常互动因我们对彼此的接纳

而更加丰富，我们力争在积极参与和相互尊重的气

氛中向大家学习。 

我们想明确表达我们对社区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有何

期望。作为成年人，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起全部

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负责了解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排外心理、反同性恋、性别

认同、性取向、体能歧视和其他形式的歧视。 

偏见在这个社区绝对不容姑息。没有人有权基于种

族、性别、性取向、原国籍或其他身份认同而诋毁

另一个人。我们不会容忍对人身或财产进行口头或

书面的侮辱、威胁、骚扰、恐吓或暴力。在此情况

下，我们不接受以酒精或药物滥用作为这种侮辱、

骚扰、恐吓或暴力的借口、理由或解释。无知或 

 “只是个玩笑”也不是这种行为的借口。

在 USC 社区中的所有人员都是自己选择来这里工

作、生活、学习和教学的，这个选择也应当包括致

力遵守前述原则，因为这是 USC 重点、目标和使命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心 USC 社区
网站：scampus.usc.edu

 
Office of Campus Wellness and Crisis 
Intervention（校园保健与危机干预办公
室）内部的 Trojans Care for Trojans（TC4T）
倡议可接受学生、家长、教师和职员提
交私密的匿名表格，详细说明自己担心
的事，或是用来举报骚扰或歧视事件。
每件通过 TC4T 提交的报告都会由该团队
成员审查并回复。 
studentaffairs.usc.edu/trojans-care-for-
trojans-tc4t

>>提示

如果您的子女遭遇到违反 USC 标准的行为，
他们会怎么做？ 

>>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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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 Support & Advocacy（USC 支持及权益促进） 

服务中心：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副教务长学生事务办公室） 

电话：(213) 821-4710 

USC 支持及权益促进帮助学生及其家人解决对学生的学术

成就和 / 或大学体验有负面影响的、复杂的个人、学术或

财务问题。在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评估选项和与其它校

内资源和部门沟通方面，此办公室扮演着重要角色。 

Student Counseling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学生咨询及精神健康服务） 

访问网站：studenthealth.usc.edu 

打电话：(213) 740-9355 (WELL)

学生咨询服务可提供：  

• 个别治疗 

• 团体治疗 

• 危机支持 

• 精神疾病服务 

• 为心理压力过大的学生提供咨询

必要时学生咨询服务会协助学生取得其它 USC 资源或社

区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咨询时涉及的所有私人信息都将

保密。

Office of Equity and Diversity（OED，平等多元办公室）| 

Title IX 

OED | Title IX 负责确保大学遵守所有禁止基于受保护特质

而骚扰和歧视的联邦法和州法。本校也禁止和性有关的

不当行为、亲密伴侣暴力行为和跟踪骚扰。

有关教职员的投诉应上网 equity.usc.edu 向平等多元办公

室提出。有关学生的投诉应上网 titleix.usc.edu 向 Title IX 

提出。也可在 Title IX 网站找到受保护特质的清单。

资源

USC 的目标是要为学校的师生维持安全和友善的多元化环境，帮助学

生解决个人困难或对同学或教职员的疑虑。

Relationship and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Services（RSVP，关系和性暴力预防和服务） 

服务中心：Engemann Student Health Center, Suite 356 

网站：usc.edu/rsvp 

预约：(213)740-9355 (WELL) 

（非办公时间 / 周末时按“0”获取支持。）

RSVP 会向遇到性 / 性别上的伤害（例如性攻击、家庭暴

力和跟踪骚扰）的学生提供权益促进服务和保密咨询， 

也会提供教育计划和同侪外展服务计划，促进对性别、

性暴力和健康关系的了解。所有服务都会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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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及响应边界 
 
公共安全部的巡逻管辖范围比 University Park 校区和 

Health Sciences 校区更大。让 DPS 在更大范围地区

响应保安需求电话，才能为 USC 社区提供更强大的

保安服务。学校必须和 LAPD（洛杉矶警局）维持密

切关系，以便能为在此较大服务地区范围内活动的 

USC 师生提供服务。欲查询巡逻地图，请访问  

dps.usc.edu/patrol。

校园安全和保安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DPS, 公共安全部）保护 USC 校园师生安

全，为大家服务，是全美规模最大的校园单位之一。公共安全部总

部位于 University Park 校区，在 Health Sciences 校区和 USC Village 有分

站，一天 24 小时、一年 365 日提供服务。

 

如在校园内或附近有紧急情况，学

生应致电 (213) 740-4321、通过校园

电话拨打 04321或通过 USC 移动安

全应用，联系 USC 公共安全部。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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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保护 

USC 每栋宿舍都派驻一位公共安全官员负责处理安全事务。

保安官可针对各种主题促进讨论或提供倡导，包括预防偷

窃、下班时间预防工作，或参加派对和社交聚会时的安全

行为。 

 

紧急情况通报系统 

若发生自然灾害或其它校园紧急情况，USC 会把有关紧急

情况的信息以及学生的应对步骤发布在学校网站的主页 

www.usc.edu，且通过拨打 (213) 740-9233 可接通 Emergency 

Information Line（紧急情况信息热线）。

 TrojansAlert 

 trojansalert.usc.edu 

  TrojansAlert 允许获得授权的 USC 通知人在发生紧

急情况时立即通知您，并实时提供最新消息，告

知该往哪里去，该做哪些事（或不该做哪些事）， 

该联系谁，以及其它重要信息。DPS 建议所有学

生、家长和经常来到校园的访客都要登记加入。

  紧急电话 

 “blue light”电话位于车库、大堂及遍及两个校区

的其它地方，可直接联系公共安全部。这支电话

可用来要求陪同和通报可疑的活动和犯罪。

 Campus Cruiser 及 USC/Lyft 计划 

 transnet.usc.edu 

  Campus Cruiser 为所有学生、员工、教师和访客提

供安全接送归家服务，可送至校园约 1.6 千米范

围内的所有非商业场所（非校巴通行区域）。此

外，USC 和 Lyft 合作为 Campus Cruiser 计划的服务

提供补充，让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 

资源

LiveSafe  

www.usc.edu/mobilesafety 

USC 的 Trojan 移动安全应用 LiveSafe 可通过智能手机联系

关键服务。学生使用此应用时可以：

• 在遭遇到紧急情况时联系 USC 公共安全部。 

• 举报可疑活动或进行中的犯罪行为。 

• 使用地点服务向朋友通知您行经校园的路线。 

• 通过 Campus Cruiser 请求安全接送服务。

LiveSafe 是由 USC 公共安全部和 USC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Planning（USC 紧急情况计划部）负责管理， 

可供免费下载使用。可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iTunes Store 

下载。

自行车登记  

dps.usc.edu/services/bikes 

加州法律和学校政策规定必须做自行车登记。登记流程

免费，DPS 网站可查询大致的登记流程。

学生责任 

 
USC 学生和教职员是帮助确保 USC 社区安全和保安的重

要伙伴。学生应该要注意其周遭环境，通报任何可疑的

活动或紧急情况，也要采取常识性的预防措施，例如不

要将贵重物品留在未上锁的车内。

把 DPS 紧急电话号码(213) 740-4321 
添加到手机通讯录中。

登记加入 TrojansAlert。 
（请参阅本节中的资源部份。）

下载 LiveSafe 应用。  
（请参阅本节中的资源部份。）

登记自行车。

加入 USC Safe Ride Program 
（安全接送计划）。  
（注意 Lyft 发出的邀请电邮。）

>>您的任务<<  
您的子女可以主动采取以下行动，确保
其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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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   

学生可通过大学宿
舍、文化、民族和宗
教社团、志愿者中心
等计划和组织来建立
友谊和培养领导力。     

索引：
文化中心 

Asian Pacific American 
Students Services（APASS，
美国亚太裔学生服务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410 
apass.usc.edu • apass@usc.edu 
(213) 740-4999

美国亚太裔学生服务中心（APASS）为美

国亚太裔学生提供计划、服务和资源，

同时秉承教育、参与和赋权的使命为整

个校园提供教育机会。

Center for Black Cultural and 
Student Affairs（CBCSA，黑
人文化及学生事务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415 
cbcsa.usc.edu • cbcsa@usc.edu 
(213) 740-8257

黑人文化及学生事务中心（CBCSA）提

供各种计划和服务，致力于 USC 黑人学

生的身份认同和专业发展。 

 

El Centro Chicano（墨西哥
裔美国人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402 
elcentro.usc.edu • ecc@usc.edu 
(213) 740-1480

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心是所有学生及其家

庭的支持和资源中心。  

墨西哥裔美国人中心的使命是帮助墨

西哥裔 / 拉丁裔美国人学生具备所需的

能力。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LGBT) 
Resource Center（同性恋、
双性恋及变性者（LGBT） 
资源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202B 
lgbtrc.usc.edu • lgbt@usc.edu 
(213) 740-7619

LGBT 资源中心通过其许多计划和服务，

支持并协助学生、教导校园社区，并建

立属于同性恋、异性恋、变性者和酷儿 

 （LGBTQ）学生的社区。 

参与和领导力计划
Campus Activities 
 （校园活动） 
Ronald Tutor Campus Center  
Steven and Kathryn Sample Hall (SKS) 410 
campusactivities.usc.edu 
(213) 740-5693

校园活动帮助建立朝气蓬勃的社区，

通过 L.E.A.D.（领导、教育和发展）计

划等配合课程的机会、1,000 多个学

生组织、学生治理、Veterans Resource 

Center（退伍军人资源中心）和志愿者中

心，让学生培养发展领导能力。 
 

Fraternity and Sorority 
Leadership Development 
 （兄弟会和姐妹会领导 
力发展） 
Tutor Campus Center (TCC) 330 
greeklife.usc.edu • uscfsld@usc.edu 
(213) 821-1639

Trojan Greek（特洛伊兄弟会或姐妹会）

社区让学生通过专注于学术、公民参

与、保健福祉和安全、多元和包容，以

及领导力发展等机会来建立友谊和累积

学习经验。兄弟会和姐妹会社区包含大

约 51 个兄弟会和姐妹会，还有两个兄弟

会或姐妹会的学术荣誉学会。

宗教生活
Office of Religious Life 
 （宗教生活办公室） 
University Religious Center (URC) 106 
orl.usc.edu 
(213) 740-6110

宗教生活办公室与 Office of Campus 

Activities（校园活动办公室）合作，为 

USC 超过 100 个宗教和精神学生组织提

供咨询、支持和大学认可。 

住宿生活
Residential Education 
 （住校生教育） 
Student Union (STU) 200 
resed.usc.edu 
(213) 740-2080

住校生教育帮助确保在专注于学生安全

和发展学生与大学之间联系的同时，拥

有高质量的校园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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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    

多不胜数的学术服务
和计划，应有尽有，
包括辅导课、就业服
务、海外学习等等。     

索引：
Academic Counseling 
Services（ACS，学术咨 
询服务） 
Student Union (STU) 300 
undergrad.usc.edu/services/counseling 
ugpacs@usc.edu 
(213) 740-1741

学术咨询服务（ACS）办公室特别为犹

豫不定和尚未决定科系的学生，以及转

系的学生提供咨询，也为 Undergraduate 

Success Program（大学生成功计划）的

学生提供额外支持。 

Academic Honors and 
Fellowships（AHF，学术荣
誉和学术奖金） 
Student Union (STU) 300 
ahf.usc.edu • ahfstaff@usc.edu 
(213) 740-9116

学术荣誉和学术奖金帮助学生及刚

毕业校友追求大学奖项，以及在美

国竞争激烈的学术奖金项目，例如 

Rhodes、Marshall 和 Fulbright  

U.S. Student Program，并且支持  

USC 的优异奖学金获得者。
 

Career Center（就业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110 
careers.usc.edu 
(213) 740-9111

就业中心负责协调 USC 全校的计划式就

业服务，教导学生探寻职业选择、发现

实习和就业机会、与各领域的校友和雇

主取得联系。

Disability Services and 
Programs 
 （伤健服务及计划） 
Grace Ford Salvatori Hall (GFS) 120 
dsp.usc.edu • ability@usc.edu 
(213) 740-0776 
视频电话：(213) 814-4618

伤健服务及计划（DSP）负责向患有残

疾的所有 USC 学生提供校内或网上支持

和住宿安排。

International Services,  
Office of（国际服务办公室） 
Royal Street Parking Structure (PSD) 
Suite 101 
ois.usc.edu • ois@usc.edu 
(213) 740-2666

国际服务办公室（OIS）是一个资源中

心，旨在满足国际学生和国际访问学者

的特殊需求。办公室就移民规定、学业

进展、财务顾虑、法律问题以及跨文化

适应等方面提供协助。

Language Center 
 （语言中心）
Taper Hall of Humanities (THH) 309 
language.usc.edu 
(213) 740-1188

USC Dornsife 语言中心支持外语学习。

已注册语言班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授课人

员可以优先使用中心设施。此外，语言

中心负责外语分级考试和能力测试。 

Overseas Studies 
 （海外学习） 
Taper Hall of Humanities (THH) 341 
dornsife.usc.edu/overseas-studies 
(213) 740-3636

海外学习办公室帮助希望在就读本校期

间到海外学习的学生。有多个计划可供

学生选择，时间为一学年或一学期不

等，可获得主修或辅修学分。很多计划

还包含志愿者机会。

Writing Center 
 （写作中心） 
Taper Hall of Humanities (THH) 216 
dornsife.usc.edu/writingcenter 
(213) 740-3691

写作中心以一对一咨询或小团体训练班

的形式为所有 USC 学生提供免费服务。

目标是培养更好的写作人才，而不仅

仅是让学生写出更好的文章，并协助形

成批判性思维、起草、修改能力并在

过程中提供协助，让学生清晰地表达

观点、写出连贯的论据和有说服力的

逻辑写作。 

USC Kortschak Center 
for Learning and 
Creativity（USC Kortschak 
学习与创新中心）
Student Union (STU) 311 
kortschakcenter.usc.edu 
kortschakcenter@usc.edu 
(213) 740-7884

Kortschak 学习与创新中心运用和实施

研究与训练，为学习需求各不相同的个

人提供服务，让学生能完整发挥学业

和创意潜能。KCLC 提供外展、规划和

个人指导服务，促进了解学习差异，

让学生发挥潜力，获得最佳创意和学

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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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服务
索引：
 
Academic Records and Registrar 

（学术纪录及注册组） 
(213) 740-4080 
www.usc.edu/registrar

Alumni Association, USC 
（USC 校友会） 
(213) 740-2300 
alumni.usc.edu

Athletics（体育组） 
(213) 740-8480 
www.usctrojans.com

Bookstores, USC（USC 书店） 
www.uscbookstore.com 
University Park Campus 
(213) 740-0066

Health Sciences Campus 
(323) 442-2674

Cashier’s Office（财务处） 
(213) 740-7471 
(800) 225-1222 
sfs.usc.edu

Commencement Information 
（毕业典礼信息） 
commencement.usc.edu

Credit Union, USC 
（USC 信用合作社） 
(213) 821-7100 
(877) 670-5860 
www.usccreditunion.org

Dornsife College Advising 
Office（Dornsife 大学咨询办公室） 
(213) 740-2534 
dornsife.usc.edu/undergraduate-
advisement-contact

Emergency Information 
（紧急情况信息） 
(213) 740-9233 
联络电话：(213) 740-6000 
emergency.usc.edu

Financial Aid（财务援助） 
(213) 740-4444 
financialaid.usc.edu

Housing, USC（USC 住宿） 
(213) 740-2546 or 
(800) 872-4632 
housing.usc.edu

International Services, Office of 
（国际服务办公室） 
(213) 740-2666 
ois.usc.edu

The Mail Stop | Mailing Services 
（邮政服务） 
(213) 821-1200 
businessservices.usc.edu/mailing

Orientation Programs 
（迎新培训计划） 
(213) 740-7767 
orientation.usc.edu

Public Safety, Department of 
（公共安全部） 
dps.usc.edu

University Park 校区 
(213) 740-6000（非紧急情况） 
(213) 740-4321（紧急情况）

Health Sciences 校区 
(323) 442-1200 （非紧急情况） 
(323) 442-1000（紧急情况）

Relationship and Sexual Violence 
Prevention Services（RSVP，关系和
性暴力预防和服务） 
(213) 740-9355 (WELL) 
usc.edu/rsvp

Student Affairs（学生事务） 
(213) 740-2421 
studentaffairs.usc.edu

Student Financial Services 
（学生财务服务） 
(213) 740-7471 
sfs.usc.edu

Student Judicial Affairs 
（学生司法事务） 
(213) 821-7373 
sjacs.usc.edu

Student Health（学生健康） 
(213) 740-WELL (9355) 
studenthealth.usc.edu

Student Publications（学生出版社） 
(213) 740-2707 
studentaffairs.usc.edu

Testing Center（测试中心） 
(213) 740-1741 
undergrad.usc.edu/services/testing

Ticket Office（售票处） 
(213) 740-GOSC (4672) 
www.uscticketoffice.com

Transportation, USC（USC 交通） 
(213) 740-3575 
transnet.usc.edu

USCard Services（USCard 服务） 
(213) 740-8709 
uscard@usc.edu 
mycard.usc.edu 

南加州大学允许任何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宗教、性别、性取向、年龄、身体残疾或精神残疾的学生享有学校给予或提供给学生的所有权利、特权、计划

和活动。在实施教育政策、入学政策、奖学金和贷款项目以及体育和学校管理的其它计划时，不会因种族、肤色、原国籍、血统、宗教、性别、性取向、年龄、

身体残疾或精神残疾而歧视。学校的全面禁止歧视政策可在网站 policy.usc.edu 和学校管理的其它计划查询。

南加州大学遵守所有联邦和州法律保护残疾人士的规定，以免其因残疾状态而遭到歧视。因此，当残疾人士需要合理的安排与辅助用具和服务才能充分使用机构

的计划和服务时，可为残疾人士进行相关修改和提供相关服务。Disability Services and Programs（DSP，伤健服务及计划）向已注册的残疾学生提供相关安排和服

务。申请人和已注册学生如有问题可上网联系伤健服务及计划办公室，网址 dsp.usc.edu。学校的 ADA/504 协调员是 Christine Street，她的电邮信箱是  
streetc@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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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密码
请使用空白处记录您在这些重要网站的密码。 

USCe.pay： 

OASIS： 

USC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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