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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家长座谈会



  

Anne Newman- 学生事务副校长兼学生事务部学生主任

Susan Lawrence-艺术与科学学院本科教育副院长

Maya Sarno- 罗格斯环球学院国际学生服务助理总监

Jeff Broggi- 学生事务部学生副院长

Ashlea Coulter- 新学生入学指南和家庭顾问的副主任

Janet Jun Siew Loh- 学生住宿中心, 国际计划与推广协调员

Greg Costalas- 罗格斯大学国际办公室全球项目助理总监

Yushi Wang- 罗格斯心里咨询师

Rick Lee- 罗格斯大学国际办公室全球项目总监

 

今日的演讲者



  

•学生和教职员的身心健康与安全一

直是我们最为看重的

•新泽西州授权的防疫训练

：https://rutgersu.percipio.com

•所有住校生和有线下课程的学生都

必须完成新冠检测

•明年春季能否返校要根据疫情发展

和学生安全的考量做出最后的决定

我们知道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担心是空前的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rutgersu.percipio.com/&data=02%7C01%7Camnewma@echo.rutgers.edu%7C4c6daaac361b4578232e08d84b9e00f7%7Cb92d2b234d35447093ff69aca6632ffe%7C1%7C0%7C637342489271325461&sdata=4IO%2BXkmd7d7Mae68dqfpqFRE1Xo2FlCREKafvLvyOvQ%3D&reserved=0


  

学术相关服务

大学新冠肺炎最新消息:  https://coronavirus.rutgers.edu

 

秋季计划座谈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Xexmc5-qM&feature=youtu.be

 

罗格斯大学新布朗斯维克分校秋季计划：  https://newbrunswick.rutgers.edu/2020status

 

学生科技协助: https://it.rutgers.edu/technology-guide/students/

 

https://coronavirus.rutgers.edu/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fdXexmc5-qM%26feature%3Dyoutu.be&data=02%7C01%7Cgcostalas@global.rutgers.edu%7C098fb76096d8441caf6708d84ea2b895%7Cb92d2b234d35447093ff69aca6632ffe%7C1%7C0%7C637345808066910570&sdata=q7BAyY0wmzKSZmOw/hnXZDfYWAa3R/vQtuhijvXeCK4%3D&reserved=0
https://newbrunswick.rutgers.edu/2020status
https://it.rutgers.edu/technology-guide/students/


  

学术相关服务

课后辅导中心:  https://rlc.rutgers.edu/

写作教学中心：

https://writingctr.rutgers.edu/enroll-in-tutoring

网路教学指南:  https://rlc.rutgers.edu/remote_instruction 

文理学院咨询:  https://sasundergrad.rutgers.edu/help 

环境与生物科学院咨询:  https://sebs.rutgers.edu/advising/

 理工学院咨询:  https://soe.rutgers.edu/oas/advising

商学院 https://myrbs.business.rutgers.edu/undergraduate-new-brunswick/advisement

 

https://rlc.rutgers.edu/
https://writingctr.rutgers.edu/enroll-in-tutoring
https://rlc.rutgers.edu/remote_instruction
https://sasundergrad.rutgers.edu/help
https://sebs.rutgers.edu/advising/
https://soe.rutgers.edu/oas/advising
https://myrbs.business.rutgers.edu/undergraduate-new-brunswick/advisement


  

国际学生办事处 (ISSS) 

我们的服务项目

•帮助学生维持合法身份和适应留学生活

•提供留学生一站式留学生身份相关服务

•国际学生欢迎会

•多种和学生交流的方式，邮件，电话，预约，网路面对面咨询



  

国际学生办事处 (ISSS) 

留学生身份与签证信息

•注册100%在线课程的海外新学生可在海外开始网路课程

•已经在美国境内的新生应遵循所有上报要求和F-1相关法规政策，以激活并

维持在在Rutgers的F-1身份

•入学办公室将会在春季开始前给予学生新的I-20

•请所有国际新生完成入学办公室的问卷调查

•咨询请联系 ruinternational@admissions.Rutgers.edu 

•学生签证

•新学生需要提示春季的I-20 和财务证明

mailto:Contactruinternational@admissions.Rutgers.edu


  

国际学生办事处 (ISSS) 

维持合法身份

•F-1新生入境美国后激活F-1身份

•入境美国后新生请在国际生服务中心网站上报道，维持全职学生身份，确认医疗保险有效

•秋季在海外的新生无需缴交医疗保险和国际学生费

其他注意事项: 

•计划海外旅行时需持有ISSS的旅游签名

• 联系信息更新时需要在10天之内通知ISSS

•维持全职学生身份 (本科生12 学分, 研究生 9学分)

• 所有学术方面的变化需通知ISSS

• 紧急状况需要离境是请及时联系ISSS



  

国际学生办事处 (ISSS) 

工作许可

校内工作

•在秋季和春季一星期可工作20小时；放假期间无限制

•完成学业后不可以继续工作

校外工作

•学生在有实习需求的科系可以申请校外工作许可

•如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 ISSS或请查询我们的网页



学生院长办公室

学生院长办公室会为学生会提供的帮助：

• 需长期缺席课程

• 意外情况

• 与教授沟通困难或需要更多帮助

• 对于学业以外的问题

• 当教授对某一个学生表示出担忧

• 不确定想问的问题从何处找到解答 – We are Rutgers Google Maps

• 经济方面的困境



学生院长办公室

•协助网课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协助任何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

•协助学生去超市

•协助电脑技术问题，需要购买或者更换电脑却有经济困难的学生

我们的邮箱：deanofstudents@echo.Rutgers.edu



  

•为罗格斯学生的家长和家庭成员提供帮助的办公室

•全年无休提供帮助

•解疑答惑，提供家庭成员可参与的项目并且提供专门针对家庭成员的资

源！

如有疑问请发邮件至：ruparents@echo.rutgers.edu

facebook.com/RUParents 

家庭项目

mailto:ruparents@echo.rutgers.edu


  

• 如您想要第一时间获得关于罗格斯的重要信息，请报名参与我们的家长和

家庭信息订阅：

go.rutgers.edu/pfnewsletter

•  重要截止日期和日期

•  宣传校园上举行的活动和为学生提供的领袖机会

•  提供家长和家庭成员参与校园活动的机会

家庭信息订阅



  

•免费参与！

•每月一次与校园伙伴的见面机会

•已赞助的活动

•志愿者活动

家长和家庭成员协会



  

•基于这项法规，您将无法直接查看某个学生的成绩，学费单，出勤率等

•与学生交流，得知他们愿意与你分享的信息

•可以让学生通过以下链接分享他的有关信息： 

https://studentabc.rutgers.edu/parentsguardians

FERPA

https://studentabc.rutgers.edu/parentsguardians


  

欢迎周的时间表: http://studentaffairs.rutgers.edu/welcome-week/

确保学业成功的资源: https://success.rutgers.edu

实习与工作方面资源: http://getinvolved.Rutgers.edu 

学生应该知道的线上资源

http://studentaffairs.rutgers.edu/welcome-week/
https://success.rutgers.edu/
http://getinvolved.rutgers.edu/


  

为本科生准备的活动和线上学生社区：

• 国际室友项目：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grp

• 国际新生会和罗格斯在校生配对

• 全年的线上学生社区和线上活动

•   住校生学习社区：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rulc

• 学生们可以在同行导师的帮助下，和同住的住校生学习社区报名同一

门课

罗格斯住校生活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grp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rulc


  

为本科生准备的活动和线上学生社区：

• 线上大一生活体验：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first-year-experience/

• 学生可以加入由RA组织的线上社区，参与每周的会议和各种线上的活

动

ruoncampus.rutgers.edu

罗格斯住校生活

http://ruoncampus.rutgers.edu/first-year-experience/


  

面向本科生的项目和虚拟社区

• 罗格斯国际好友计划： 

https://global.rutgers.edu/international-buddy-program

• 学生报名与本地学生配对，以进行对话和社交

• #RUGlobalAtHome:                                         

https://global.rutgers.edu/global-at-home

• 在舒适的家中也可以保持参与的机会

国际项目

https://global.rutgers.edu/international-buddy-program
https://global.rutgers.edu/global-at-home


  

面向本科生的项目和虚拟社区

• 罗格斯国际部的社交媒体

• 在这些平台上关注我们，以了解我们的虚拟活动，包括 Friendship Fridays 

（友谊星期五）

Get Involved: https://rutgers.campuslabs.com/engage/organization/global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rutgers.global/

Facebook（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RutgersGlobal

国际项目

https://rutgers.campuslabs.com/engage/organization/global
https://www.instagram.com/rutgers.global/
https://www.facebook.com/RutgersGlobal


心理诊所概观

CAPS 建于2008年, 是一所综合了多学科的健康服务中心。CAPS一直以为学生提

供全方位和综合护理的原则。现在两个校区有服务中心, 还有16个社区心理咨

询师的办公室。 32名心理咨询师，4名精神科医生和4名药物及酒精滥用咨询师



 服务项目

•个人心理治疗

•小组心理治疗

•药物和酒精使用的治疗和恢复宿舍

•危机心理咨询 

•精神科服务

•学习技能的专题讨论会 (拖延，沟通，时间，情绪和压力管理）

•病例管理 

•治疗引荐 



Let‘s Tele-Talk 我们线上聊聊

• Let‘s Tele -Talk 是一项免费心理线上服务，可让学生轻松访问CAPS心理咨

询顾问的非正式保密咨询

• 谁会受益：不确定是否需要心理咨询，对正式及长期咨询不感兴趣或是需

要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

• 经济学院, 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 环境与生物科学学院, 荣誉学院, 药学院, 

• 国际学生和学者服务中心，学生入学和教育公平, 研究所

• 5个文化中心 : 亚裔，拉丁裔，非裔,  犹太裔及性少数群体

http://health.rutgers.edu/medical-counseling-services/counseling/therapy/com

munity-based-counseling/

Call 848-932-7884  

http://health.rutgers.edu/medical-counseling-services/counseling/therapy/community-based-counseling/
http://health.rutgers.edu/medical-counseling-services/counseling/therapy/community-based-counseling/


CAPS Resources 资源共享
RU 校医院官网: Http://health.rutgers.edu/

健康知识: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medical-information/

正念冥想: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guided-exercises-meditation/

减压正念冥想(长):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mbsrc/

专题讨论会: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virtual-workshops-resources/

http://health.rutgers.edu/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medical-information/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guided-exercises-meditation/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mbsrc/
http://health.rutgers.edu/education/self-help/virtual-workshops-resources/


CAPS Resources 资源共享
如何有效应对危机: https://youtu.be/BmvNCdpHUYM

进行性肌肉松弛  https://youtu.be/ihO02wUzgkc

痛苦承受技能: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lLbxLe1Eo51f-BqC3u48AyikKun3mcT

如何放松: 

https://www.headspace.com/meditation/how-to-relax

耶鲁大学免费开设的科学健康课程: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the-science-of-well-being

https://youtu.be/BmvNCdpHUYM
https://youtu.be/ihO02wUzgkc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VlLbxLe1Eo51f-BqC3u48AyikKun3mcT
https://www.headspace.com/meditation/how-to-relax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the-science-of-well-being


职业探索与成功

职业探索与成功为国际学生提供职业发展和就业服务。 除了各种计划和讲习班，其中一

些专门面向国际学生，我们还提供个人建议和计划辅导。请访问 

careers.rutgers.edu/International以获取更多信息. 我们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以国际学生的

身份探讨职业发展和成功”



职业探索与成功

• Rutgers Handshake 是一站式的职业管理中心。 国际学生可以要求进行“职

业探索与成功”的预约，注册职业展览会，研讨会，申请校园就业，实习和

全职工作。

• GoinGlobal: 罗格斯大学的学生可以使用GoinGlobal。 GoinGlobal帮助求职

和实习者在国内外找到机会，并研究美国的H1b赞助公司，非常适合想要

在本国寻找实习/工作的学生，或想要查询雇用在美留学生的公司

https://careers.rutgers.edu/about-us/resources-services/online-career-tools/rutgers-new-brunswick-handshake
https://careers.rutgers.edu/about-us/resources-services/online-career-tools/goinglobal-visas-guides-etc


职业探索与成功

• 虚拟服务和项目：由于在此COVID-19期间大学针对校园学生的政策，我们的办

公室已将所有服务迁移到在线。 这包括虚拟咨询，研讨会和招聘活动。 我们

的一些讲习班，例如“获得聘用：国际学生的求职策略”，专门针对罗格斯大学

的国际学生而设，将以虚拟方式进行。 要访问我们的虚拟服务，请访问

careers.rutgers.edu/coronavirus。

• 就业成果：职业探索与成功办公室在每年的9月，12月和5月收集来自新不伦瑞

克大学毕业生的数据。 该网站上显示的信息显示了罗格斯大学毕业生的职业

发展道路的实力，并使当前的学生可以一窥他们的罗格斯大学学位课程。 通

过浏览此站点，学生可以探索毕业后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哪里工作。



Colors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