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加入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大家庭！

2019 年家长与监护人参考信息



2

本科招生办公室
3106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 900 University Avenue 

Riverside, CA 92521 | 951.827.3411 | admissions@ucr.edu

您好！
 
恭喜您的孩子最近被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录取！这本小册子提供了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和常见
问题的答案。

今年UCR收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入学申请。转学申请人数和总申请人数的百分比增长率在整个加
州大学体系中名列第一。当当当UCR只能录取所有申请学生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您的孩子被录取证
明了他们的学业成就和潜力，也证明了您对孩子的持续鼓励和支持。

下一步是让您的孩子通过My.UCR.edu账户提交他们的“注册意向书”Statement of Intent  
to Register (SIR)，接受UCR的录取。新生请在5月1日之前，转学生请在6月1日之前提交意向书。
之后，我们会提供更多关于您的孩子在UCR未来的详情！同时，这本小册子能帮你更加了解UCR
以及我们如何帮助您的孩子走向成功。

最后， 我希望在我们今年的夏季“迎新会” (Highlander Orientation) 上与您和您的孩子见面，亲
自欢迎你们。如果您有更多问题，请致电 951.827.3411 或发电邮至 admissions@ucr.edu  
与我们直接联系。

Kim A. Wilcox 
校长



沐浴阳光的地方
欢迎来到风和日丽、氛围友好的开阔校园，体验世界一流的学习资源、多彩的生活
氛围并走向成功之路。功。 学校 距离洛杉矶、迪士尼乐园、棕榈泉、拉古纳海滩
等热门景点和山脉均在一小时车程范围内。车程，UCR美丽的校园是您的孩子迈
向美好未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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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选择大学是一项重要的人生决定
这将是一个您与孩子共同走过的历程，您孩子的录取，是因为我们欣赏
他的勤奋努力、充分的准备、巨大的潜力和关心他人的美好品质。 

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是一个学习、成长和追
逐理想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具有高包容度和找到归属感的好地方。在
这里，您的孩子可以为未来做好准备并加入一个多元化和充满关怀和
爱心的环境。您也可以通过加入“UCR家长协会”与我们(UCR Parents 

Association) 保持联系并随时掌握学生情况。请访问 parents.ucr.edu网
页了解更多信息。

重视安全的地方
保障学生的全是UCR的首要任务。校园里具备了全天24小时随时待命
的校园警察局，并有常规校园巡逻； 同时，学校还部署了紧急通知系
统，对性暴力持零容忍政策，以及装有视频监控的安全宿舍，有门卡
才能进入的通道，还有保障学生安全的工作人员。我们的社区服务员 
(Community Service Officers) 在夜间巡视宿舍和停车场，校园安全护送人
员 (Campus Safety Escorts) 可在夜间陪送学生穿过校园。

我们还实施了许多其他安全措施，但是最重要的安全措施就是在校园中
我们彼此的关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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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R，我们有专员和项目会帮助您的孩子适应生活、 
获得支持、受到关注、保持身体健康和取得成功。



6 UCR以安老怀少为宗旨辐射了周边广大的社区在社
区服务和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方面，UCR一直以来
跻身于全美顶尖大学前列。



7

兼容并蓄、向上生长 
的地方
我们和您一样，希望您的孩子有最好的大学生活体验。为此我们为您的
孩子提供几乎无限的机会让他们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活动，从学生俱乐
部到音乐会、研讨会、公益活动、电影、体育、校内运动比赛、短途旅
行等等，从中结交朋友并享受愉快时光。

尊重与欣赏的地方
在UCR 一直以来你可以轻易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UCR帮助学生建立 全球性的 联系，鼓励推广来自学生自己国家的文
化，并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取得更多的突破。我们的支持包括学术资源中
心 (Academic Resource Center)，学生残障资源中心 (Student Disability 

Resource Center)，退伍军人资源中心 (Veterans Resource Center)，国
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Scholars Office)，以及我
们的多元 种族和性别项目 (Ethnic and Gender Programs)：非洲学生项
目 (African Student Programs)，亚太地区学生项目 (Asian Pacific Student 

Programs)，墨西哥裔学生项目 (Chicano Student Programs)，LGBT资源
中心 (LGBT Resource Center)，中东学生中心 (Middle Eastern Student 

Center)，印第安人学生项目 (Native American Student Programs)，
无证件学生项目 (Undocumented Student Programs) 和女性资源中心 
(Women’s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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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梦想和实践 
的地方
只要您的孩子能够梦想到，我们就可以帮 
他们做到。
作为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提供世界一流的学
术和研究。孩子学生可以从87个专业中选择，踏上成就之旅。请访问
admissions.ucr.edu/academics 网页了解专业选择。

学院和研究生院
安德森管理研究生院 (AGSM)     
agsm.ucr.edu 

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 (CHASS) 
chass.ucr.edu 

自然和农业科学学院 (CNAS)       
cnas.ucr.edu

教育研究生院 (GSOE)                      
education.ucr.edu

马兰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 (BCOE)   
student.engr.ucr.edu

商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business.ucr.edu

医学院 (SOM)                                     
medschool.ucr.edu

公共政策学院 (SPP)                                          
spp.ucr.edu

学术支持
我们的学术资源中心 (Academic Resource Center ) 提供学业辅导，一
新生适应项目 (First Year Learning Communities) 提供同学社交和学习支
持，第一年项目 (First Year Program) 由经过培训的学生指导，并为期待
更大挑战和机遇的学生提供大学荣誉课程 (University Honor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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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在开创性研究方面享有盛誉，而
且是少数为所有专业领域的本科生提供
卓越研究机会的美国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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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谨的专业学习、研究机会和职业中心 
(Career Center) 传授的求职技巧，您的孩子
将准备好作为全球化人才实现他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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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职业准备的地方
获得良好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实现梦想，获得一份高薪工作，享受事
业成功和财务自由。为此，从第一天起，您的孩子就可以参与UCR的职
业中心项目、研讨会和活动。从个性化的职业咨询和职业招聘会到求职
研讨会、职业探索座谈会、简历撰写辅导以及与顶级雇主进行联系/招聘
活动，我们将会帮助您的孩子为事业做好准备。访问careers.ucr.edu网
页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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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身心健康的地方
当您的孩子大脑、身体和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时，他们将会取得更加良好的学
业成绩。为此我们有多种资源、项目、设施和服务来帮助他们保持健康和良
好状态，包括：

WELL - well.ucr.edu
WELL为学生的身体、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提供资源和支持，包括身心健
康方案和同学导师网络。 

健身房 - recreation.ucr.edu
您的孩子可以在UCR最先进的学生健体中心 (Student Recreation Center) 参
加室内攀岩、举重、游泳、打篮球、健身课程等保持活力和健康。他们还可
以参加户外远足项目 (Outdoor Excursions) 的集体出游活动，比如皮划艇和
徒步旅行，或者租用装备自己出行。

学生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SHS) - studenthealth.ucr.
edu

您的孩子可以在这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校内医疗保健机构获得紧急护理、身
体检查、开处方、诊断检查、化验、牙科护理等服务。有了UC学生健康保险
计划 (UC SHIP)，您的孩子在此看病是免费的。

辅导和心理服务 (CAPS)counseling.ucr.edu  
 您的孩子可以享受精神科服务、免费心理辅导和24小时精神健康支持。 所有注册的UCR学生都自动成为校园

内面积达14400平方米的学生娱乐中
心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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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探索和享受乐趣
的地方
大学应该充满乐趣！UCR提供了众多参与、社区建设、享受、探索和表
达创造性的机会，其中包括：

学生组织 – highlanderlink.ucr.edu
加入学生组织是积极参与和结识朋友的好方法。UCR拥有450多个社交、
服务和学术学生组织，包括40多个姐妹会和兄弟会。

校园活动 – rside.ucr.edu
UCR时刻都有各种活动在进行！从艺术展览和体育比赛到音乐会、讲
座、电影和服务机会，您的孩子将有丰富的选择。

海外留学项目  – studyabroad.ucr.edu
UCR帮助学生成为全球性人才，这包括通过我们的海外留学项目提供在
全球的学习机会。



14
学生可以住在我们环境优美的宿舍，这里有各种设施、
项目和有趣的活动。转学生和其他学长，学姐们可以住
在度假村般的校园公寓社区，设施包括游泳池、电脑室
和学习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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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餐和茁壮成 
长的地方
housing.ucr.edu

感受住房和校园生活请在visit.ucr.edu网页预约免费参观校园，或进行
虚拟参观。

餐饮
dining.ucr.edu

您的孩子在UCR有多种用餐选择，选择美国和国际美食自助餐、宿舍
餐厅和零售餐厅、便利店、HUB美食广场、咖啡厅、餐车（包括我们
的Moo Moo冰淇淋卡车！）、特色菜单和健康选择，都在校园内唾手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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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至如归的地方
住宿生活 housing.ucr.edu
住在校园里，身处一切的中心，学生可以体验的不仅仅是课堂学习。事
实上，全国性研究表明，住在校园里可以提高学生的教育体验质量。

宿舍不只是睡觉的地方，而是生活、学习、交友和享受乐趣的地方。这
里有电脑室、洗衣设备和学业辅导服务。学习始终是重中之重。除此之
外，这里还提供宿舍楼之间的比赛、社交、舞会、泳池派对、文化庆
典、烧烤、音乐会、电影等丰富的活动。 我们还提供“生活—学习社
区”和主题宿舍居住选择，通过共同兴趣、传统和/或个人发展将您的学
生与其他学生联系起来。 

走读生和转学生资源
facebook.com/commuterprogramsatucr

不论您的孩子住校外或转学到UCR，UCR提供服务、资源和方案来
帮助他们取得并保持与校园的联系。这包括走读生和转学生休息室 
(Commuter and Transfer Lounge)、双周简报、通勤生指南 (Commuter 

Guide)、特殊用餐计划选项、共乘汽车和提供零时的社交“休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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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盛誉的地方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不仅是学术强校和著名的加州大学系统的一员，我们
也在其他重要领域名列前茅：研究、性价比、包容性文化、多元化、对
世界的贡献和善意。

UC Riverside is 85th in U.S. News & World Report’s 
2019 ranking of the best national universities.

UC Riverside is ranked one of America’s Best Value 
Colleges (Forbes, 2018).

#3 in the nation for producing the most altruistic/
community service-minded students 
(Pillrs.com, 2017).

UC Riverside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 safest 
colleges in the nation (Alarms.org,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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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本科工程专业中将UCR排名第82位，并在最
佳工程研究生院中并列第67位（2018年）。

培育英才
UCR因为其在提高毕业率方面的创新，获得公立和赠地大学协会颁发的
2016年“学位完成奖”。

科学翘楚
在物理科学和工程学领域，莱顿大学将UCR列为500所世界领先主要大学
中的前6％，在生命科学、地球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排名前26％
（2017年）。

影响未来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将UCR教育研究生院列为全国百强研究生院
（2018年）。  

这还不是所有。我们也是…
四十年首例
UCR医学院是加利福尼亚州40多年来第一所新设公立医学院，为最多24

名UCR本科生预留名额，毕业后可以进入医学院学习。

世界知名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将UCR的昆虫学专业列为世界第二 （2017年）。 

绿色环保
山峦俱乐部 (Sierra Club) 的2017年“酷大学排名” 因为UCR的节能和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将其排名为277所大学中的第35名。UCR的校内可再
生能源在加州大学体系中排名第二。 

商业领袖
商学院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评为全美100强商学院和美国最佳MBA

专业前25％（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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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人寿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百事可乐
皮克斯
高通公司
塔吉特百货
美国教学
推特
沃特迪士尼公司
富国银行
Yelp

德勤会计
爱德华兹生命科学
美国环境系统研究公司
脸书
Foresters Financial
高盛
惠普
IBM
英特尔
起亚汽车
洛克希德马丁
梅西百货
微软
雀巢

收获成功的地方
UCR学生毕业后成为有竞争力的求职者，
顶尖公司来本校招聘。
招募、聘用或邀请UCR学生参加职业介绍、实习和校园面试的雇
主或职业包括：

 
爱彼迎
亚马逊
暴风雪游戏

影响世界的地方
年复一年，UCR在为公益事业做贡献方面
跻身全美顶级大学之列。

UCR的毕业生中有普利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记者和电影制作人、
商业领袖和总裁、科学家、演员和舞蹈家、工程师、咨询师、社会正义
领袖、教师、奥运会选手等等。 我们期待您的学生成为另一个成功故
事。访问alumni.ucr.edu网页了解更多我们的优秀校友。

2017年，89％的UCR毕业生在毕业后的
六个月内就业或就读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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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名教授 
的地方
UCR的教授是全球最知识渊博、备受尊敬
和成就卓越的教授。
我们敬业的师资人员帮助您的孩子学习、思考、成长和认知。他们是屡
获殊荣的学者、研究人员和思想领袖。

• 我们的教职人员中有48位富布赖特研究员，19位古根海姆奖金获得
者和49位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研究员。

•  来自UCR教职人员和学生的研究在各个领域影响着世界。 
例如，UCR研究者是发现离太阳最远之星系的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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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负担得起UCR！
UCR被上海交通大学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评为世界一流
大学之一。如果将给与的经济援助考虑在内（基于需求的补助金和奖学
金），UCR在学术上高于平均水平，费用则远低于许多其他学校。实际
上，86％的本科学生可获得经济援助。在这些学生中，70％的跨加州大
学系统费用都由奖学金和助学金支付。

  估计 UC SHIP (UC 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UC SHIP = $1,757.75 
包含 UC SHIP 的费用 = $15,674.99 
免去 UC SHIP 的费用 = $13,917.24 
非居民学杂费: $43,689 本科生 
($15,675 学杂费 +  $28,014 非居民补充学费)

 UC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UC SHIP)是“首选提供商组织”(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PPO) 计划，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在由参加医生、医院和其他医
疗保健提供商组成的医疗网络内就医。UC SHIP还包括牙科和视力保

健。计划提供商是Anthem，并由AIG承销。

学生自动加入UC SHIP，但如果有其他符合资格的保险，可以提交放弃
申请。如果您的学生选择放弃UC SHIP，他们必须在9月12日之前这样
做。迟交放弃申请需要交50美元的费用。迟交截止日期为9月23日。请

注意：如果您的学生选择放弃，他们必须在每个就读UCR的学年提交放
弃申请。

*上述金额是估计金额，必须由董事会批准并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是截至2016年6月有效的费用，可能会有所变化。

成本和费用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费用与私立院校和加利福尼亚大
学其他分校相比极具吸引力。河滨县的生活成本远低
于洛杉矶、奥兰治县和圣地亚哥等附近大都市区的费
用。

学杂费* $44,594 $44,594 $44,594 $44,594

食宿 $6,375 $17,475 $10,500 $10,625

书本/用品 $1,400 $1,400 $1,400 $1,400

交通 $1,475 $650 $1,250 $1,250

个人开支 $1,600 $1,525 $1,675 $1,675

总计 $55,444 $65,644 $59,419 $59,544

住在家 住宿舍 住校内公寓 住校外

2019-2020  学年本科估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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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您有问题，我们有答案。 
访问go.ucr.edu/parents网页， 
了解UCR将如何支持您的孩子。

为什么选择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每年有超过23,000名学生就读UCR的原因很多。我们是著名的加州 
大学系统的一部分，以出色的排名、前沿研究、多元化的学生团体、 
友善的氛围以及我们在南加州方便优越的地理位置而闻名。 
在admissions.ucr.edu/whyUCR网页上查找更多“为什么”的答案。

校园里有住宿和用餐选择吗？
有的。 只要遵守截止期限，保证大一年级学生有宿舍住；校园内有许多
餐饮选择。对于转学生、高年级学生和有家庭的学生，我们也提供UCR

校内公寓和家庭住房。

还有许多校外餐馆所在步行距离之内。要了解校内用餐选择，请访问
housing.ucr.edu和dining.ucr.edu网页了解更多信息，并前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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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内学生有些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UCR总是有多种活动在进行！学生们喜欢的活动包括UCR每年举办的两
场大型音乐会、研讨会、现场表演、体育赛事、戏剧演出、演讲、庆
典、社区服务和领导机会，这里有450多个学生组织以及40多个兄弟会和
姐妹会。要了解每周举行的活动，请访问rside.ucr.edu和 
highlanderlink.ucr.edu网页。

我的孩子需要开车吗？
不需要。上课的教室、商店和餐饮场所都在大学步行范围之内，对于远
程地点，学生可以选择，包括乘坐巴士（学生可以出示R’Card免费搭乘
Riverside Transit Agency巴士）、Metrolink地铁（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距离 
）、Zip Car租车服务，或搭有车朋友的车。任何在校园停车的人都需要
有停车许可证。住在校园的新生不得购买停车许可证，除非获得豁免批
准。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parking.ucr.edu网页。

我的孩子能在那么多竞争中选到所需要 
的课程吗？
作为“四年毕业行动计划”的一部分，UCR增加了许多课程的座位数
量。我们鼓励学生每季度学期修15个学分，定期与学术导师会面，上
暑期课程并利用支持性资源，包括学术资源中心，从而在四年内读完学
位。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finishinfour.ucr.edu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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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是否必须有笔记本电脑？
马兰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 (BCOE) 的学生有笔记本电脑的要求，
其规格列在student.engr.ucr.edu/laptop.html网页上。除此之外，学
生不需要有笔记本电脑，但建议他们有。他们可以使用R’Card（他们的
UCR 身份卡）通过HUB借笔记本电脑，并且可以使用在校园各个建筑内和
生活区的许多计算机室。学生还可以使用打印机。

若您有更多的问题, 请在go.ucr.edu/
parents网页查看更多的家长/监护人 
问题。

我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在UCR取得成功？
鼓励您的孩子积极参与，利用校园内的众多资源，例如学术资源中心、
专业课程、图书馆研讨会、民族与性别项目办公室以及我们宿舍内的特
殊学术支持项目。您持续的支持和鼓励也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我的孩子有哪些医疗资源？
UCR的学生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SHS) 是校园内的
全方位医生办公室和药房，学生可以进行体检、医疗诊治和开处方药。
学生还可以看牙医和验光师。所有学生都必须有健康保险，无论是UCR

的医疗保险 (UC SHIP) 还是他们自己的私人保险。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
SHS，但这里只能接受的保险是UC SHIP；有私人保险的学生自费支付医
疗服务。我们还有一个校园辅导和心理服务 (CAPS) 办公室，免费为目前
在UCR就读并且已缴纳注册费的学生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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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R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 是 一个以关爱和服务社区作
为共同目标的人们组成的大家庭。如果我必须重新选择一
所大学就读，UCR将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 2013届毕业生“Rocky” Peter Ajo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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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和截止日期 

2019

宿舍合同开放日期 (请访问 My.UCR.edu 或者housing.ucr.edu) 3月1日

UCR 开放日 (适用于已录取学生)(highlanderday.ucr.edu)  4月7日

注册意向书(SIR) 截止日期  5月1日 (新生) 

           6月1日 (转学生)

住房申请截止日期 (housing.ucr.edu)  5月10日

成绩单和文件截止日期  7月1日– 成绩单 
7月15日– 文件和考试成绩

国际学生迎新会  9月16日-9月20日

UCR 公寓入住日 9月20日

UCR 宿舍入住日  9月22日

秋季开学第一天  9月23日

秋季学期最后一天 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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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骤和截止日期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录取竞争非常激烈，因此，您的孩子必须按时提交 
"注册意向书"(SIR)，接受UCR的录取并继续遵守所有截止日期， 
这点非常重要。

 
提醒您的孩子访问My.UCR.edu网页，这是UCR发布所有关于学生录取状
态信息的地方，包括重要的日期和截止日期。UCR已经为您的孩子创建了
一个My.UCR.edu帐户，并发送了一封包含他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创建说明
的电子邮件。如果您的学生没有收到这封电子邮件，请他们拨打 
(951) 827-4311致电本科招生办公室。

向UCR说 “我愿意" !
立即提交 “注册意向书" (SIR)! 访问  
go.ucr.edu/sayYES
您的孩子接下来要做的是在go.ucr.edu/sayYES网页上提交他们的 “注
册意向书" (SIR)，请在他们的MyUCR帐户上列出的日期之前提交， 
并跟踪重要日期和截止日期。

注册意向书 (SIR) 截止日期：
5月1日（新生） 
6月1日（转学生）

我们期待着您和您的孩子成为UCR大家庭
的一员，并很快在校园内见到你们！



   

UCR 电话簿 
校园总机
校内电话上拨零     |     (951) 827-1012 

紧急援助（校内外）
911      

学术资源中心（学习中心）
(951) 827-3721         |         arc.ucr.edu

招生办公室（本科）
(951) 827-3411         |         admissions.ucr.edu

校园商店（书店）
(951) 827-2665         |         campusstore.ucr.edu

校园参观 
(951) 827-8687         |         visit.ucr.edu

职业中心
(951) 827-3631         |         careers.ucr.edu

辅导和心理服务
(951) 827-5531         |         counseling.uc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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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24小时热线
2-TALK (8255)          |      (951) 827-TALK (8255)

经济援助办公室
(951) 827-3878       |      finaid.ucr.edu

住宿信息
(951) 827-6350       |      housing.ucr.edu

国际学生和学者办公室
(951) 827- 4113      |      internationalscholars.ucr.edu

托马斯里维拉图书馆
(951) 827-3220       |      library.ucr.edu

奥尔巴赫科学图书馆
(951) 827-3701       |      library.ucr.edu

注册办公室
(951) 827-7284       |      registrar.ucr.edu

户外远足项目
(951) 827-7040       |      excursions.ucr.edu

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学院
(951) 827-3683         |        chass.ucr.edu 

自然与农业科学学院
(951) 827-6555         |        cnas.ucr.edu

教育研究生院
(951) 827-5225         |        education.ucr.edu 

阿伯丁因弗内斯     
(951) 827-5460

洛锡安 
(951) 827-5972

彭特兰丘陵 
(951) 827-6500

警察局（UCR警察局，非紧急）
(951) 827-5222      |      police.ucr.edu

学生残障资源中心
(951) 827-3861      |      sdrc.ucr.edu

反性侵资源CARE（校园宣传、资源和教育）
(951) 827-6225      |      care.ucr.edu

学生行为和学术诚信项目
(951) 827-4208      |      conduct.ucr.edu

学生医疗保健服务中心
(951) 827-3031      |      studenthealth.ucr.edu

学生生活（俱乐部、娱乐、迎新）
(951) 827-7344      |      studentlife.ucr.edu

学生娱乐中心
(951) 827-5738      |      recreation.ucr.edu

交通与停车服务 (TAPS)
(951) 827-8277      |      parking.ucr.edu

马兰和罗斯玛丽·伯恩斯工程学院  
(951) 827-5190         |       student.engr.ucr.edu

医学院
(951) 827-4568         |        medschool.ucr.edu

商学院
(951) 827-4551         |        business.ucr.edu

公共政策学院
(951) 827-2334         |        spp.ucr.edu
     

学院与研究生院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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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招生办公室
900 University Ave. | 3106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Riverside, CA 92521 | 951.827.3411 | admissions@ucr.edu联系我们！



本科招生办公室
900 University Ave. | 3106 Student Services Building 
Riverside, CA 92521 | 951.827.3411 | admissions@ucr.edu

我们尽力确保本文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然而，所有信息都有
可能发生变化。请向适当的相关机构、部门、服务提供商或网
站查询最新信息。  02/19

ucradmissions ucradmissionslifeatucr lifeatucr admissions.ucr.eduLife at UC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