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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About Us

❏ 简介

❏ 部门职能

❏ 联系方式

❏ 加入我们 扫码关注UMD CSSA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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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添加UMD CSSA
微信客服号 



马里兰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成立于2005年，是由马

里兰大学华人学生成立的公益学生组织。马里兰大学学生会是在马里兰大学

正式注册的最大的华人学生组织。目前，包括所有马大本科生，研究生，访问

学者教员在内，我们的联合会已成为超过3000成员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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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目标：我们致力于帮助及服务广大校友。

❏    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了解及融入美国校园文化。

❏    积极弘扬中国文化，促进华人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交流互
动。

❏    组织各类非盈利活动，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提供丰富的课外活
动，为学生之间建立友谊提供平台。

简介

5返回首页



外联部：

❏ 外联部负责与华府七校的联系，协助CSSA与其余六校共同举办活动；

❏ 负责cssa与社会和各公司的联系，争取为我社各种大型活动拉赞助；

❏ 负责大型活动的对外联系工作，包括联系合作商家，赞助公司等工作；联系马大

周边商家，为中国留学生消费争取商家折扣，签订合同，建立稳固合作关

❏ 与校内各个组织和协会建立关系，共同举办活动或引进活动，为其他部门提供信

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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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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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团：

❏ 负责撰写宪章及其他社团条例文件，并根据宪章严格监督CSSA社团运

营。

❏ 督促CSSA内部各部门工作状况及进度，负责各会议记录。

❏ 负责内部人员人事管理及调动。



部门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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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

❏ 负责各项活动的策划文案，并按照文案进行活动前期，当天及后续与相关

部门的工作安排。

❏ 负责组织活动等一系列相关任务。具体工作如下：制定活动具体形式、联系

活动方、活动期间人员安排、采买活动物品、预定场地、预计人数等。



技术部：

❏ 负责CSSA网站建设及论坛的维护。
❏ 负责各类技术性工作，如网站报名表，投票，活动现场灯光等。 

文体团：

❏ 负责丰富马大同学文娱生活，给每个有才华的同学展示自己的平台。目前有声乐、表

演、街舞、民舞、羽毛球、篮球、足球、LOL英雄联盟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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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

❏ 负责进行校内及校外对CSSA社团的推广任务。

❏ 负责宣传CSSA举办的相关活动。具体工作如下：撰写文字文案，推送的排版， 绘制海报，及各类推广

所需的内容，筹划推广方式及地点。

❏ 管理及维护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社交 账号。

公益部：

❏ 负责更好的承担学联社会责任和宣传公益，作为马大和社会的公益窗口，传递公益正能量。

❏ 负责为马大华人学子提供做公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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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官网：http://umd-cssa.org/

Instagram：@cssaofumd

微信客服：UMDCSSACS

微博：马里兰大学学生学者联合会

Youtube: UMD CSSA

Email：umcpcssamsc@gmail.com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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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

希望展现自己的你却苦于没有平台？渴望 锻炼

自己的你却愁于没有机会？努力 寻求梦想的你

却不知从何开始？来加入我 们CSSA吧！

不论是拥有聪明才干，

还是一腔热血， 
在这里，

总能寻找到属于自己不一样舞台！

请联系CSSA官方客服。（微信号： UMDCSS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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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前夕 Before Your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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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证办理

❏ 疫苗信息

❏ ISSS Orientation申请

❏ 行李准备

❏ 马里兰气候

 



签证办理 VISA Application

签证流程

❏ 网上填写DS-160表格，预约面签

时 间。

❏ 准备签证材料

❏ 进行面试

❏ 等待结果

❏ 签证时间120/30天规则：根据美国法律，学生签

证的签发不得早于I-20表上开学日期120  天。

❏ 您可以提前120天申请，但是领事馆将暂留您 的

护照直到适当时间。您还需要注意通常情况下，

美国移民局只允许学生在开学前30天内入境。因

此，在申请签证和安排旅行时，请做好相应时间

安排。

（具体要求请查询大使馆或领事馆网站，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且仅针对F1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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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理 VISA Application

签证注意事项

❏ 2021年申请研究生的同学们请注意，在预约签证

服务时，选择带有研究生字样的相关选项，如

“F(1)-graduate students”

❏ 本科须选择其他选项，如“F(1)-others“

（具体要求请查询大使馆或领事馆网站，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且仅针对F1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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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理 VISA Application

面签材料准备

❏ 大学录取通知书（Admission Letter）。 ❏ SEVIS注册和费用支付证明

❏

❏

由马大签发的最新的I-20表格。

两张半年内的 5cm × 5cm个人美国标准签

❏ 资金证明：一般存款金额需要覆盖一

年的学费、生活费以及I-20上所列其

证照片。 他费用（如果是父母账户下的钱，须有

❏ 护照（有效期须在6个月以上），如若换过护 亲属关系证明或户口本）。

照，请将过期护照一同携带。 ❏ 其他证明你和中国有紧密联系的材料

❏ 中信银行缴纳申请费后的收据。 ，已说明你学业完成后会返回中国（非移民倾

向）

（具体要求请查询大使馆或领事馆网站，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且仅针对F1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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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理 VISA Application

因疫情原因调整

❏ 美国移民局批准允许学生拿到电子版offer  

和I-20即可申请签证。并且原文还提到了，  

不用再等纸质版的录取包裹和 I-20，收到

后 打印出来即可等同于原件有效性。

（具体要求请查询大使馆或领事馆网站，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且仅针对F1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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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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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时，马里兰大学需要了解学生的疫苗接种情况并在网站上提供了大学的 
Immunization Form 。该表中列有要求学生接种与推荐学生接种的疫苗。学生需要

在出国前去当地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依照之前打过的疫苗填写学校的

Immunization Form。如有未接种的疫苗即可在卫生保健中心接种或者来到美国后

接种（表中的疫苗均可在马大的University Health Center预约接种）。

❑ Immunization Form 信息介绍网站：

https://health.umd.edu/medical-behavioral-health/immunizations 

❑ Immunization Form 2022下载地址

：https://health.umd.edu/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Immunization%20Form%205-22_0.pdf

https://health.umd.edu/medical-behavioral-health/immunizations
https://health.umd.edu/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Immunization%20Form%205-22_0.pdf


疫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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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间点：

● 新生需要在来到马大校园前将完成的 Immunization Form上传至www.myuhc.umd.edu（如果有无法

接种的疫苗可以空着）。如果未上 传，新生将无法选择第一学期的课程。

● 在第一学期中，新生需要完成接种所有要求接种的疫苗和要求的 测试（即所有在表中标有

“REQUIRED” 的部分）。在完成这些之前，新生无法选择第二学期的课程。

要求的疫苗：

1. 新冠疫苗 （需要将疫苗信息与相关证明证明上传至www.myuhc.umd.edu）

2. MMR（麻腮风疫苗），共两针 （或者单独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各两针，或证明对麻腮风免疫）

3. Tdap（成人百白破），共一针 （该疫苗国内可能无法接种，可以来学校之后打）

4. Meningitis ACWY（脑膜炎疫苗），共一针 （该疫苗推荐接种，但也可以在表中签署豁免)

http://www.myuhc.umd.edu
http://www.myuhc.umd.edu


疫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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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结核病筛查：

Immunization Form的Section D中需要学生进行结核病筛查。学生需要登录

www.myuhc.umd.edu 后在左侧 Forms 分类中找到 Tuberculosis (TB) Risk Screening 
(STUDENTS ONLY) 问卷并完成填写。

如果在这个调查问卷中有任何一项的回答是“Yes”，那么就需要在到美国后进行

Quantiferon Gold 或者 T-Spot 结核病测试（马大不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测试以及PPD皮

试的结果）。

如果结核病测试显示为阳性，那么就需要拍一个胸部x光片做检查并制定后续的治疗方

案。（以上步骤都可以在马大的University Health Center完成）

http://www.myuhc.umd.edu


ISSS Orientation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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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International Students & Scholar Services）

要求新生以及转学生务必参加International Student Orientation。

见面会上校方将会讲解国际学生在美国留学需要遵守的移民法规，以及 如何激活

和保持F-1学生身份有效性的重要信息。

❑ 2021年的Orientation由线上的形式进行

https://globalmaryland.umd.edu/offices/international-students-scholar-services/international-student-orientation


机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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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及巴尔的摩地区三大机场

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机场—— 里根国
家机场。

❏ 共同交通方式

Uber：直接输入目的地，注意上车定位要准确（宿舍或者公寓名称），上车后确认 身份后再
出发，单程$40-60不等（根据车流量决定）。同学们可以在马大官方微信 群里提前沟通，一
起拼车。注意一定确认身份，安全第一。

Super Shuttle（机场往返班车）：实施"门到门"(Door-to-Door)服务，需提前预约，  就可以
到指定地点迎接或送客人至住宿处。单程$25～45不等，预约链接
：https://www.supershuttle.com.

https://www.baidu.com/s?wd=%E5%B7%B4%E5%B0%94%E7%9A%84%E6%91%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https://www.baidu.com/s?wd=%E5%8D%8E%E7%9B%9B%E9%A1%BF%E6%9D%9C%E5%8B%92%E6%96%AF%E5%9B%BD%E9%99%85%E6%9C%BA%E5%9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https://www.baidu.com/s?wd=%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7%89%B9%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https://www.baidu.com/s?wd=%E9%87%8C%E6%A0%B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https://www.supershuttle.com/


机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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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Baltimor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hurgood  Marshall 

Airport ）

三字代码：BWI
机场公交b30（$7）直接到达马大附近greenbelt地铁站，下车后可直接乘坐 uber到学

校，或者继续乘坐绿线地铁一站到college park下车，地铁站门口校车104直接到达

学校中心。

温馨提示：b30周末不运行，请同学们注意查看落地时间。

https://www.baidu.com/s?wd=%E5%B7%B4%E5%B0%94%E7%9A%84%E6%91%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机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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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Washington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三字代码：IAD

出机场乘坐机场公交SL1 Wiehle-Metro（$2）至银线地铁站，乘坐银线转乘绿线

直接到达college park, 下车后可选乘uber或者校车104到达学校。

https://www.baidu.com/s?wd=%E5%8D%8E%E7%9B%9B%E9%A1%BF%E6%9D%9C%E5%8B%92%E6%96%AF%E5%9B%BD%E9%99%85%E6%9C%BA%E5%9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机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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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机场——里根国家机场（DCA）

出机场走过通道直接到达地铁站，乘坐黄线转绿线直接到达college park, 下车 后

可选乘uber或者校车104到达学校。

温馨提示：乘坐地铁需要地铁卡（smartrip），如果新生没有提前办理，请选择其 他出

行方式，地铁信息详见“行在马里兰”。以上信息均为个人意见，同学们在实 际操作中

可通过Google map进行具体定位和查看具体路线。

https://www.baidu.com/s?wd=%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7%89%B9%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https://www.baidu.com/s?wd=%E9%87%8C%E6%A0%B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rju-rHmzmHbdnvRsuh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6LPWRYrHT3nWT1rHckP1cY


行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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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行李：一般是1-2个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58厘米（62英寸）的箱子。经济舱重量每个箱子不

可超过23千克，头等舱、公务舱以及金卡以上的旅客，每个箱子的重量不可超过32kg。部分航

空公司为留学生提供更宽松的行李重量限制，具体情况请查询航空公司。

随身携带行李：一个三遍之和不超过115厘米的箱子和一件个人物品（ 书包、电脑包等）。

携带注意：请勿随身携带超过100ml的液体、打火机、刀具等危 险物品。行李相关规定各个航

空公司不同，建议订机票或者收拾行李时向航空公司咨询并确认。



马里兰气候

马里兰的天气类似于北京，属于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的气候，但是十分不稳定，有暴雪有暴雨有极寒 也有

极热，所以请大家多备几种衣物应对当地天  气。新生

出道马里兰事正处于马里兰夏季较热的阶段，需注意

防晒及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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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 As a New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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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假期安排 ❏ 学费

❏ 新生选课 ❏ 健康中心

❏

❏

选课过程

教授评分

❏ 留美常识



2022-2023学年安排

点击此处了解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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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ademiccatalog.umd.edu/about-university/academic-calendar/semester-calendar/
https://academiccatalog.umd.edu/about-university/academic-calendar/semester-calendar/


新生选课（本科和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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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本科新生需要在开学典礼（Orientation）之前完成Math Placement Test。
❏ 本科新生可在入学前所参加的开学典礼时选取自己所需要的课程。届时将有专业的

辅导老师一对一辅导每位同学选课。若需转换学分的同学，也可在当天咨 询相关的

辅导老师。

❑ AP转学分相关：大部分情况4分以下无法转学分。具体参考请点击此处。

http://www.orientation.umd.edu/MathPlacement.html
http://www.transfercredit.umd.edu/plc/APGenEd.pdf


选课过程-1
❏ 登陆Testudo官网（www.testudo.umd.edu），首先查询自己所需课程的时间及地点。课程分为两种，

一种为lecture，由教授授课。另外一种为discusion，由助教（TA）授课。理科类 课程discusion通常包

含习题讲解，考试等。文科类课程通常包含小组讨论，演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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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studo.umd.edu/


选课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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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过程-2
❏ 点击首页Registration（Drop/Add），可以添加或取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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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过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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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普遍毕业需要120个学分，其中包括必修的English101（English 

101X）,COMM107等课程，及不同专业所相对应的专业课程。

❑ 具体课表安排可依照马大官网所提供的相对应专业的 four semester plan或four  

year plan 进行课程的安排。

❑ 学年期间，学生可以登陆 testudo，通过 degree audit 查看自己毕业所需的课程 的完

成率。



选课过程-3

❑ 研究生毕业需修满30个学分，课程安排请遵循各自

专业的课程要求来选课。
❑ 大部分专业需联系各专业的academic advisor进行 

选课。同时详细课程安排也可在学校官网各专业对 

应的网站上找到。

❑ 以Applied Economics为例，对应专业的官网上，选 

择课程，便能找到2年的课程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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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课过程-4
❏ 若所选课程报名人数已满，继续报名则会被加进 waitlist 或 hold file

（针对非对应专业学生）中。Waitlist 或 hold file 人数越多，则顺利选中课程的可

能性越低，反之则越高。每一个课程section的 waitlist人数 或 hold file 人数均在 

Testudo 课程查询界面标示（如下图所示）。学生 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课程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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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选课（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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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每学期需要选课的课程必须先和department advisor讨论（到了
需要选课的时候advisor会联系你），确定要选的课并且advisor签字，再 把
表格交到department里的graduate student office，才能去testudo  里选
课。



教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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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课前，可登录 http://www.ourumd.com 或
http://www.ratemyprofessors.com 对教授及课程的评分进行查 询。其

中包括教授所布置作业的难易程度，考试次数及难度，作业类型，课程

的平均GPA，TA的评分等有关课程的相关信息。

http://www.ourumd.com/
http://www.ratemyprofessors.com/


本科学费
❏ 本科学费分为 Part time（低于12学 分）和 

Full time（12学分以上） 两种 费用。国际

生需每学期修满12学分 才可获得留学资

格，若没有修满12  学分，可能会面临被

学校警告或开 除的危险。Full time 的基

本学费为 每学期18965.5美元。

❏ 另外，除学费外，还要缴纳学杂费和 医疗保

险费。部分实验/体育类课程还需要缴纳实

验室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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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费

❑ 国际研究学生要求每学期修的课程不低于9

学分。每个研究生项目学费不同。根据各专

业为准。

❏ 学校强制研究生购买医疗保险，但不强 制购

买校内保险。所以保险费用不会自动添加

在学费内。需要购买校外保险的同学，可自

行在网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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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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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每学期department会cover掉10学分或

10学分以内的 tuition fee。但是有少数情况会

需要选超过10学分的课程，这个时候需要选课

的时候与advisor商量，确定超出10学分的部

分也能被covered。

❏ 大约在第二周department会支付掉tuition 

fee，博士生每学期需要自行计算并支付

mandetory fee和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学费截止日期

❏ 新生需在9月20日之前向学校缴纳费用。第二学期之后，则须根据自己注册报名课
程的时间缴纳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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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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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登录 testudo 官网找到 billing 选项，或者直接输入网址：https://billpay.umd.edu/，点击
之后可以查询缴费清单和说明。可以通过信用卡，储蓄卡，电子支票网上支付，也可以写支票邮寄到 

Lee building 的Cashier's Office或当面付款。不同的缴费方式也存在不同的手续费 用，可进入链接

：https://billpay.umd.edu/payments 进行详细查询。

https://billpay.umd.edu/payments


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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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unization Form

❏ 保险



Immuniz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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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需要在 Orientation 上提交预防针表格，提交之前需前往 Health Center

做肺结核血检测试，如有遗漏的疫苗，也可在 Health Center 进行补打。
❏ 研究生需自行前往 Health Center 提交疫苗表以及做肺结核血检测试。详细日期以学

校议程为基准。

❏ Health Center 官网

❏ 疫苗表

https://health.umd.edu/forms
https://health.umd.edu/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Immunization%20Form%202-2019.pdf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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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入学必须拥有医疗保险。国际生学校将默认购买校内医疗保险，非国际本科生若
无校外保险，学校将会自动为学生购买校内保险，并将费用同学费一同扣除。学校不强制购买校内保险，提供拥有校
外保险的证明即可。（https://health.umd.edu/insurance-billing/SHIP）

❏ 若非国际学生拥有校外保险，请在9月15日之前访问https://umd.myahpcare.com/waiver，提交waiver表格。

若不能在9月15日之前提交，学校将自动收取保险费用。如果您的waiver获得批准同时您已被收取 SHIP 费用

，则学校将在下一个账单周期（至少 10-12 个工作日）向您的账户发放信用额度（退款）。

❏ https://academiccatalog.umd.edu/graduate/policies/registration-policies/#text 研究生，博士生具体保险政
策

https://health.umd.edu/insurance-billing/SHIP
https://umd.myahpcare.com/waiver
https://academiccatalog.umd.edu/graduate/policies/registration-policies/#text


留美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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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卡办理

❏ 电话卡办理



❏ Bank of America

距离学校步行约10分钟左右的距离。

737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 Capital One

稍有距离，驾车10min。

地址：6400 Belcrest Rd, Hyattsville, MD 20782

❏ Wells Fargo

稍有距离，需驾车前往。

6235 Baltimore Ave, Riverdale, MD 20737

❏ Chase

在学校边上，位于Baltimore Avenue。

7417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银行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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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it Card（借记卡）：学生携带身份证 明就

可去各大银行进行开户，不需要 提供SSN。

开学初，CSSA也将组织同学 集体前往银行

办理借记卡。

❏ Credit Card（信用卡）：学生需年满18  周岁，

并携带身份证明前往银行开户。 大部分银行

需要SSN才可开户，少数银 行如 Bank of 

America, Wells Fargo  无需SSN就可办理。



电话卡介绍

49返回首页

同中国相同，美国通讯也拥有几大知名运营商，如ATT，T-Mobile，Sprint和Verizon等等。各运营商提供服务大致相同，不同套餐价格所含流量，通话分

钟数不同，信号强弱也略有分别。运营商分别出售Monthly Plan（月付卡），Prepaid（预付款）卡和Family Plan（家庭套餐）卡。
Monthly Plan 这种是手机签约，一般需要签1～2年，每月支付固定费用，这个费用包含一定数量的电话分钟数、短信数量以及上网流量，签约后客户可 以获得手机。

还有一种就是套餐签约，这样的套餐有不少价格要比签约机要更低一点，一般至少需要签约一年。而且刚到美国的时候，签手机时移动提供商需要缴纳金及提供护照等

相关证件。

Prepaid手机卡每月定期扣款，提供一定数量的流量及通话分钟数，超额额外支付。类似国内的预付费卡。不需要前额红或支付月租费。用户可以先存任 意价格的套

餐，然后选择合适语音、短信和数据套餐进行消费。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CTExcel提供90天内停机保号服务，让您回美国后继续使用，灵活度较 高。

Family Plan卡一般一个套餐可含4-5人，4-5人共享一定数额的流量及通话,其中一个人当保人，负责每月缴费，大家一起分享总数固定的分钟和流量。价 格上Family 

Plan因为多人共享，会较prepaid卡低廉一些，但因为plan中可能存在部分人拖欠缴费，流量用超等问题，很难协调矛盾。现在随着更多优质实 惠的Prepaid套餐的出现

，Family Plan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另外，同学们也可以选择由AT&T 指定的服务于国际学生和当地华人的手机通讯零售商伐木类为华人留学生提供的多种方便快捷廉价的手机通讯套餐。



Family 伐木类

                       https://famulei.us/
Verizon

1025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AT&T

730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T-Mobile

8904 62nd Ave Ste B, Berwyn Heights, MD 20740

Sprint

5506 Cherrywood Ln, Greenbelt, MD 20770

        

美国电话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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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个人单独购买套餐，也可和可靠 的

同学一起拼凑家庭套餐。通常家 庭套

餐的价格相对实惠。

❏ 不同的通讯公司也会提供不同类型 的

服务套餐，可登录官网或实体店 进行

查询。

❏ 电话也可购买合约机或无合约机，  合

约机通常需要和固定的通讯公司 签订

合约计划，以此来获得较为便 宜的电

话和套餐。



❏ 图书馆

❏ 医务室

❏ Terrapin Tech

❏ 预约学习房间

❏ Writing Center

❏ Terrapin express

❏ Advising Appointment

学在马里兰 Study at U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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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

❏ 兄弟会

❏ 教科书

❏ 课程（ELMS）

❏ 实习

❏ 打印

❏ 马大吉祥物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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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共建有八个图书馆，分别为：

❏ Mckeldin Library (Main Library)

❏ Architecture Library

❏ Art Library

❏ Engineering & Physical Sciences Library

❏ Hornbake Library

❏ Michelle Smith Performing Arts Library

❏ Severn Library

❏ White Memorial Chemistry Library

❏ 点此查看图书馆网页

http://www.lib.umd.edu/


打印

53返回首页

❏ 马里兰大学的图书馆及教学楼向学生们提供各种打印和复印的服务，基本上每个图书馆

和教学楼内都会有黑白的复印及打印机。

❏ 彩色打印机只有在McKeldin、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  Library和Art 

Library有。

❏ 价格

黑白复印或打印10美分一页，14美分双面打印；彩色复印或者打印50美 分一页，70美分

双面打印。

扫描：免费高清扫描，可以保存到U盘或者Email，学生可以通过

Directory ID登陆，方可可以在服务台建立方可账户。



吉祥物
Testudo是马里兰大学的吉祥物，在校园多处可见。考试前夕，学生们
常会向MCK图书馆门口的Testudo进贡，保佑自己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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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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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enter 地址: 140 Campus Dr, College Park, MD 20740 (STAMP对
面）
Health Center 预约网址：www.myUHC.umd.edu.  

值班时间：

Monday 10:00am - 3:00pm Tuesday 10:00am - 3:00pm  
Wednesday 10:00am - 3:00pm Thursday 10:00am - 3:00pm  
Friday 10:00am - 3:00pm
Saturday 关闭 Sunday 关闭

http://www.myuhc.umd.edu/


医务室
预约步骤：

1. 登陆UMD CAS
2. 登陆完成转挑UMD Health 

Center页面，  然后请输入自己

Univeristy ID

3. 填写相关内容，如图：

*如有紧急的医疗问题可在营业时间

无需预约进Health Center咨询，或请拨打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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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pin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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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时间：

❏ Monday 8:30am - 4:30pm

❏ Tuesday 8:30am - 4:30pm

❏ Wednesday 8:30am - 4:30pm

❏ Thursday 8:30am - 4:30pm

❏ Friday 8:30am - 4:30pm

❏ Saturday & Sunday 关闭

Terrapin Tech 地址：McKeldin Library Room 1221

Terrapin Tech 服务网址: https://umd.service-now.com/itsupport?id=sc_home&t=so&filter=all, 或可将你的需求发送到电 子

邮件：ids-request@umd.edu, 或致电给IT服务台301.405.1500 / 301.405.6839

*如果有任何电脑问题都可以去  
terrapin tech咨询

https://umd.service-now.com/itsupport?id=sc_home&t=so&filter=all
mailto:ids-request@umd.edu


预约学习房间 (Mckeldin Library)
4小时自习室预约网址
：https://umd.libcal.com/booking/mckcarrels4

8小时自习室预约网址
：https://umd.libcal.com/booking/mckcarrels8

预约步骤如下：

1. 选择房间

2. 在房间请选择时间（每一格代表1小时）如图：

3. 滑至最底下，点击继续

4. 填写姓名与邮箱并提交预订

5. 请去邮箱确认是否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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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md.libcal.com/booking/mckcarrels4
https://umd.libcal.com/booking/mckcarrels8


Wri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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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Center 提供修改各类文章，如检查语法，用词等服务。需要修改论文的通常会前往

Writing Center寻求帮助，以达到提高英文写作成 绩的效果。(Writing Center 仅本科生）

❏ Writing Center地址: 1205 Tawes Hall, 7751 Alumni Dr, College Park, MD 20742

❏ Writing Center预约网址：https://umd.mywconline.com/

https://umd.mywconline.com/


Writing Center
预约步骤如下：

1.登陆账号，（如果第一次来访请先注 册）

2. 选择时间与Tutor（白色格是可以选择
的）如图：

3.填写相关资料，例如作文题目，教授名字，课
程名字之类。

4. 填写后提交，并完成预约*请注意，错过了3
个预约而没有事先取 消，将导致你的帐户
被禁用。 如果你的 帐户被禁用，你将无法
再次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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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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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向 Graduate School Writing Center 申请

预约链接：https://umdwritingfellows.wordpress.com/

https://umdwritingfellows.wordpress.com/


Terrapin Express
Terrapin Express 是一个预付借记账号，可在校园内使用。如果要使 用学

校打印机就需要使用 terrapin express进行支付。

Terrapin Express 存钱网址：https://terrapinexpress.umd.edu/

预约步骤如下：

1. 页面滑到最底下，点击add funds。（如果没有账号请先注册账

号Open Account）
2. 点击Click here to login，登陆UMD CAS
3. 在网页右侧可add funds。

4. 点击后可添加银行卡选择充值数额

或可拨打Terrapin Express办公室电话进行充值：301-314-8068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am到4: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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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rrapinexpress.umd.edu/


Academic Adv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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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每个学院的网页都不同我们就不一一教大家怎么预约advisor。点击网址会直接转去学院advising网页， 然后请大

家自行寻找预约网址。

● 尚未宣布专业的学生(Letters and Science)：http://www.ltsc.umd.edu/advisingoverview.html
● A.James Clark School of Engineering: https://eng.umd.edu/undergraduate-advising-academic-support-uaas
●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https://agnr.umd.edu/students/undergraduate-students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lanning and Preservation: https://www.arch.umd.edu/arch/student-services-arch
● College of Art and Humanities: https://arhu.umd.edu/academics/advising
● College of Behavior and Social Science: https://bsosundergrad.umd.edu/advising/advising-overview
● College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Science: http://cmns.umd.edu/undergraduate
● College of Education:

https://education.umd.edu/student-resourc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studi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a  dvising
● College of Information Studies: https://ischool.umd.edu/infosci-advising-collegepark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sph.umd.edu/%3Cfront%3E/advising
●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https://spp.umd.edu/undergraduate/academics/advising
● Philip Merrill College of Journalism: https://merrill.umd.edu/academics/counselingadvisory/
● Robert H.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https://www.rhsmith.umd.edu/programs/undergraduate-programs/about-us/academic-advising

http://www.ltsc.umd.edu/advisingoverview.html
https://eng.umd.edu/undergraduate-advising-academic-support-uaas
https://agnr.umd.edu/students/undergraduate-students
https://www.arch.umd.edu/arch/student-services-arch
https://arhu.umd.edu/academics/advising
https://bsosundergrad.umd.edu/advising/advising-overview
http://cmns.umd.edu/undergraduate
https://education.umd.edu/student-resourc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studi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advising
https://education.umd.edu/student-resourc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studies-student-services/undergraduate-advising
https://ischool.umd.edu/infosci-advising-collegepark
https://sph.umd.edu/%3Cfront%3E/advising
https://spp.umd.edu/undergraduate/academics/advising
https://merrill.umd.edu/academics/counselingadvisory/
https://www.rhsmith.umd.edu/programs/undergraduate-programs/about-us/academic-advising


教科书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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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课程及不同教授对课本的要求不同。开学前，学生可通过选课界面，查询不同课所需

书籍。

❏ 上课所需书籍分为两类，一种是必须购买的书籍，另一种是教授所建议的书籍。可等到正 

式开始上课之后再决定具体所需要购买的书籍，此类书籍都可以购买二手书。

❏ 部分学科，如数学等，除教科书之外仍需要购买作业code来完成作业，这类code则必须

在官网购买一手资源。



教科书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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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可在学校的bookstore，以及bookstore的官网预订书籍，但价格偏贵。
❏ 二手书可在学校附近的实体店bookholder购买，也可在网上，如亚马逊，ebay购买一手或二

手书籍，并可选择纸质或电子书的形式。

❏ 部分教科书也可在学校的图书馆内借阅。



课程 （E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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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课程常用 elms 作为课程助手（有网页与app）。

❏ Elms作为学校官方课程辅助工具，有三大职能：

❏ 学生可在 elms 上查看自己的 umd 邮箱及学校官方通知。

❏ 大部分教授通过使用 elms 来公布作业、考试评分、小组讨论与课程文件资料等；

❏ 部分学生使用  elms 的“ deadline 提醒功能” 作为日常时间规划工具。强大的功能使

elms 的网站及 app 成为我校学生必备学习辅助工具。
❏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仍有小部分教 师不使用elms作为课程助手，学生需向教授了解清楚 课 程

的具体情况。

❏ 网址：https://myelms.umd.edu/login/ldap

❏ APP：搜索“canvas”并绑定UMD的UID。

https://myelms.umd.edu/login/ldap


课程 （DUO）
❏  DUO是用于canvas/elms登录的身份认证

❏  跟随网址中的步骤即可成功绑定手机等移动设备

❏  建议绑定国内+国外电话号码以备不时之需

❏  网址：https://it.umd.edu/MFA

❏  APP：搜索“DUO”

❏  Youtube视频百度云盘： https://pan.baidu.com/s/1GCswUfVBBRL8m2yFoDPMeA

❏  提取码：3k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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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umd.edu/MFA
https://pan.baidu.com/s/1GCswUfVBBRL8m2yFoDPMeA


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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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每年会举行两场大规模的招聘会，分别在冬季及春季。

❏ 不同的学院或专业也会举行各类小型的招聘会。参加学校招聘会时男生可穿着衬衫，西
装

裤，皮鞋。女生可穿着衬衫，西装裤，西装裙，皮鞋或高跟鞋。

❏ 参加时可携带多份自己的履历表。大部分招聘会无需提前报名，个别专业性强的小型聘
会请关注学校学院所发送的邮件。

❏ 学生可前往学校实习活动中心 或登录学校实习官网查询相关信息

https://careers.umd.edu/
https://careers.umd.edu/employers/recruit-campus/career-fairs-events


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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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设有各类不同社团供学生参加，学生也可通过向学校申请成立自己的社团。

❏ 如何加入：

❏ 学校秋季开学后会在McKeldin Mall前举办为期两天的First Look Fair，届时全校各
类社团将全部出席，学生可参观挑选并注册自己想要加入的社团。

❏ 学生也可通过登陆OrgSync，了解并注册感兴趣的社团。

http://thestamp.umd.edu/student_org_resource_center_sorc/get_involved/first_look_fair_and_stampfest
https://orgsync.com/login/university-of-maryland


兄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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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种类

❏ 兄弟会（Fraternities）分为两种，一种是仅限男生参加，另外一种是男女都可参加。

❏ 姐妹会（Sororities）仅限女生参加。

❏ 兄弟或姐妹会主要分为三种，社会服务类（service），专业类（rofessional）和社交类(social)
❏ 可登录学校官网查看详细兄弟／姐妹会列表。

❏ 入会流程
❏ Rush：兄弟或姐妹会都设有对新人入会的各类要求，通常需要参加兄弟会姐妹会举办的Rush，并在Rush

表示出想要参加兄弟会的诚意。获得面试，

❏ Bid：Rush结束之后，兄弟会会选取自己认为有潜质的新生，并发出邀请函。
❏ Pledge：Pledge 要上关于会历史的“课”，和选自己的Big。更要完成各种入会要求。 通过pledge期 才可正

式成为兄弟会的一员。

入会是个很繁琐的过程，如同多选了一节课。请有意愿的各位合理安排时间，斟酌而行。

http://greek.umd.edu/interested-students/


❏  校内住宿 ❏ 家具购买

❏  校外住宿 ❏ 超市购物

❏  校外租房 ❏ 商店购物

❏  校外酒店 ❏ 体育健身

住在马里兰 Live at U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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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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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区：南区宿舍楼相对老，外观很美，楼层低矮，大多不带空调，官网可查 

宿舍（dormitory）

❏ North Hill Community

❏ South Hill Community

温馨提示：以上宿舍分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大部分没有独立洗手间，并且放假期间继续 

居住需要额外费用。配有空调的宿舍楼空调不能自己调节，整个楼只有front desk可以调节（夏 

天会很冷）。

http://reslife.umd.edu/halls/north_hill/
http://reslife.umd.edu/halls/north_hill/


公寓（apartment）

❏ Leonardtown Community：

old Leonardtown Community and new Leonardtown Community

❏ The south campus commons：1-7，7为最新

以上为公寓类型，四个房间，两个洗手间，家具齐全（包括厨房），配有空调（可以公寓内自己调节），租期一年起， 

可以转租，leonardtown coummunity离学校较远，commons在学校内部，性价比高。

特别提醒：如果有同学第一年选了宿舍，但是真正居住之后发现宿舍条件差，半年之后可以转校内公寓，  

比如，the South Campus Commons（release网站：http://www.voy.com/205725/），只需找到解约人，到学校 

住宿管理楼处理即可。如有以上情况，请同学们务必提前到公寓里查看居住情况。

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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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slife.umd.edu/halls/south_hill/
http://southcampuscommons.com/
http://www.voy.com/205725/


❏ 北区：北区宿舍楼相对新，楼层高，学生多，大多带有空调，官网可查 

宿舍（dormitory）

❏ Cambridge Community

❏ Denton Community

❏ Ellicott Community
以上宿舍楼分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大部分没有独立卫生间，假期期间（春假等） 

如选择继续居住，要提前登记（即时查看邮件），部分需额外费用，部分不能住在自己的房 

间里，需要搬到学校指定的房间里。配有空调的宿舍楼空调不能自己调节，整个楼只有 

front desk可以调节（夏天会很冷）。

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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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slife.umd.edu/halls/cambridge/
http://reslife.umd.edu/halls/denton/
http://reslife.umd.edu/halls/ellicott/


❏ 公寓 The Courtyard

❏ 优点：校车次数频繁，运行时间从7:00- 凌晨3:00. 带家具。有健身房。步行15钟到北校 

区。价格相对便宜。有独立卫浴。只有学生可以住。有免费打印，免费停车。

❏ 缺点：健身房有点小，离超市远。

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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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mdcourtyards.com/


❏ 什么是“RA”：RA是Resident Assistant，每层宿舍楼都会有RA居住，RA负责为住校生提供

日 常帮助。

❏ 温馨提示：学校宿舍是强制要求学生办meal plan（一学期2300美金，不限时间不限次数），  

而如果住学校公寓（比如the south campus commons）或校外公寓，不强制性办meal  

plan，同学们可以自行选择充值dining dolloars，详情请见“吃在马里兰”。

校内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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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View

❏ 优点：可步行10分钟内到达CS楼、数学楼、理科楼、工科楼等。View II 8月份翻新完

成，公寓设施新，房间也更大，提供24小时入住，设有中国客服及留学生服务等。

❏ 缺点：房间较小，住户较多，可能部分设施陈旧，价格比以前高（尤其 View II）

❏ Varsity

❏ 优点：可步行10分钟内到达CS楼、数学楼、理科楼、工科楼等。房间较大。

❏ 缺点：设施较老，部分户型不理想，价格较高。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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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ve-theview.com/
https://www.varsitycollegepark.com/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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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zza

❏ 优点：价格比别的公寓低，房间很大，门口风景不错，离Ikea家具店很近，门口有校

车。

❏ 缺点：离学校步行40分钟，需要坐校车或自己开车，有可能出现蟑螂。

❏ Graduate Hills & Gardens

❏ 优点：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有Studio、单人间、双人间可以选择，离学校比较近，

校车方便。

❏ 缺点：房间老，且只有研究生可以入住（即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人是研究生），据说有蟑

螂。

http://www.mazzagrandmarc.com/
https://www.southernmanagement.com/communities/graduate-hills/


❏     Domain

❏ 优点：可步行10分钟内到达商院、建筑楼、艺术楼等。位于学校南区，设备好，房  间
大。

❏ 缺点：价格高，没有家具，只有单、双人间。

❏ Alloy

❏ 优点： 离学校近，有停笔场和gym，设施非常新。周围有cvs和一些餐厅

❏ 缺点：没有专属校车点 需要走五分钟到view/club车站，并且偏贵。Office下班早

❏ Westchester Tower

❏ 优点：房间大，价格适中，安静。

❏ 缺点：离学校远，校车等待时间长。

校外住宿

79返回首页

https://www.udr.com/washington-dc-apartments/college-park/domain-college-park/
http://www.thealloyapartments.com/
https://www.westchestertower.com/


❏ College park tower

❏ 优点：离学校近，与南区只隔一条马路，房租低，户型多，部分带有阳台，十点之后不能开

party，相对安静，部分有免费停车位

❏ 缺点：公寓楼相对老旧，部分没有家居，部分不包网络和水电，需和屋主协商。

温馨提示：college park tower的房间是先卖给房东，房东再随意租住。同学们如果想住在这

里要提前到leasing center要出租名单或者通过官网查看房屋条件并联系房东（很多房东是中国

人）。每个房间设备不同，请同学们务必仔细了解。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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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llegeparktowers.net/


❏ Terrapin Row

❏ 优点：16年秋天建成，很新。基础设施（健身房，一楼免费咖啡、茶、热巧克力）齐全。离

建筑学院、商院近。离CVS超市、星巴克步行4分钟。

❏ 缺点：价格偏高。规定一个住户不能携带两个以上朋友，且所有人需要出示有效证件。

❏ Landmark

❏ 优点：15年秋天建成，建筑较新，基础设施比较齐全。楼下就是Target超市，且周边有很 

多餐馆。

❏ 缺点：价格偏高，房间较小。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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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rrapinrow.com/
https://www.landmarkcollegepark.com/


❏ Verde at Greenbelt Station

❑ 优点：建筑很新，基础设施完善（健身房，club room等），可步行到达地铁Greenbelt  

Station。周围有Giant，Target等超市，还有电影院等。租期灵活。

❏ 缺点：没有家具，需要自行购买。价格偏高。

❏ Wynfield Park

❑ 优点：建筑很新，基础设施完善。离IKEA很近，租期灵活。

❏ 缺点：没有家具，价格偏高。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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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erdegreenbelt.com/
https://www.wynfieldpark.com/


❏ Tempo

❑ 优点：新公寓，基础设施完善（健身房，club room等）。周围方便，餐馆多，如Nando，Qu 

Japan等。附近有Bank of America银行，CVS超市。

❏ 缺点：价格偏高 ,  离学校稍远。

❏ The Nine

❑ 优点：新公寓，基础设施完（配有电视）。周围方便，餐馆多，如Nando，Qu Japan等。附

近有Bank of America银行，CVS超市。

❏ 缺点：离学校稍远。

校外住宿

83返回首页

https://tempocollegepark.com/
https://the9college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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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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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在外租房的同学， 请在和房东签署合同前认真阅读合同，确保房东与房客双方的职责，如屋外草坪修理

，屋内暖气空调等维修。

❏ 尽量与房东当面签署合同，切勿找他人代签。

❏ 租房时请房东出事房产证明，避免财务纠纷。缴纳定金时请房东提供收条，并妥善保管，以便退租后索要定

金。

❏ 优点：价格便宜，免费停车位，房东允许的情况下可组织聚会。

❏ 缺点：安全性能较低，大部分位于学校较远，需负责房屋周围维护，如冬天铲雪等。

温馨提示：同学们不要因为害怕麻烦而盲目选择宿舍，有些宿舍楼离教学区较远，如果分到双人间 或

三人间，室友好坏是一个很重要的 问题，多看多比较才会发现合适自己的。如果想租公寓，一定提前  到

leasing center了解签约。



校外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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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登录booking.com查询学校周边酒店相关信息。

❏ Days Inn：9113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 Holiday Inn：1000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 Marriott：3501 University Blvd E, Hyattsville, MD 20783

❏ The Hotel: 7777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https://www.booking.com/


家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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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以北3英里有IKEA家具店，附近有校车站，大家可以在IKEA买到各种家具。

❏ 若购买二手家具，请确保家具的安全性，如无跳蚤等虫害。



超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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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超市：

❏ 大中华 ：

❏ 全美连锁大型中国超市，各种中国药品，蔬菜，零食，应有尽有。

❏ 地址：700 Hungerford Dr, Rockville, MD 20850

❏ 大华 99 Ranch：

❏ 全美连锁大型中国超市，各种中国药品，蔬菜，零食，应有尽有。此外：持UMD学生ID可享受95折

优惠

❏ 地址：110 Odendhal Ave, Gaithersburg, MD 20877

❏ H Mart ：

❏ 全美连锁大型韩国超市，蔬果更新鲜，但是部分商品价格较高

❏ 地址：12015 Georgia Ave, Silver Spring, MD 20902



超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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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超市

❏ Whole Foods：

❏ Whole Foods为主打健康生活、以食品为主的超市，里面的食品均为有机食品，价格 
偏高。

❏ 地址：6621-B Baltimore Ave, Riverdale, MD, 20737

❏ Target：
❏ Target是美国最普遍的便民超市，里面包含了吃穿住行所有你能用到的东西。  

Baltimore Ave上的Target是离学校最近的一家，店面较小，选择不够丰富。

❏ 地址：7501 Baltimore Ave #1, College Park, MD 20740



超市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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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ant：
❏ 大型美国连锁超市，有各类果蔬、肉类，且价格实惠，下面提供的最近的一家出示学生

ID提供打折。

❏ 地址：3521 East-West Hwy, Hyattsville, MD 20782
❏ Shoppers：

❏ 美国连锁超市，有各类果蔬、肉类，且价格实惠。

❏ 地址：4720 Cherry Hill Rd, College Park, MD 20740
❏ Costco ：

❏ 大型美国连锁超市，及其优惠食物量大价格低，适合于囤 货，但是需要会员卡，一年大

约60刀，可以两个人合办一张卡，适合有车的小伙伴。

❏ 地址：10925 Baltimore Ave, Beltsville, MD 20705



❏ 外卖软件 – 配送远距离的中餐 /超市为主

❏ Chowbus

❏ 熊猫外卖

❏ 饭团

❏ 超市配送代买软件

❏ Amazon Fresh

❏ FreshGoGo

❏ Instacart

❏ Weee

❏ YamiBuy 亚米

返回首页

常用外卖/超市购物软件

❏ 外卖软件 – 配送近距离的外国餐厅/
中

国餐厅

❏ DoorDash

❏ GrubHub

❏ UberEats

❏ 各大餐厅自己的

APP：Chipotle/Popeyes等



商店购物

92返回首页

❏ Montgomery Mall

❏ 距离学校约20分钟车程左右，是中型购物商场，日常品牌都可以在这里购买。

❏ Tysons Corner / Tysons Galleria
❏ 距离学校约40分钟车程左右。相较于 Mongtomery Mall, Tysons Corner 面积更大

，  所包含的品牌更为全面，是大型购物商场，其中包含电影院，餐厅等。

❏ Tanger Outlet National Harbor

❏ 距离学校约30分钟车程左右。所包含的品牌丰富，折扣较大。

❏ 点此可查询更多信息

https://globalmaryland.umd.edu/offices/shopping-centers-supermarkets


体育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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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食堂为我们提供了营养的三餐，然而身体的强壮仍需我们自己锻炼。如果你还在通过节食减

肥，那你就落伍了。健身，作 为对立于亚健康的新时代生活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 们推崇。学习之余

和朋友约个健康局，既放松了身心又 锻炼了身体，可谓两全其美。在来美国之前，我 们已经通过各个

渠道了解了美国大学设施非常好，并且都是免费面向学生的！那么下面就介 绍一下我们UMD的体

育 健身部分吧。

❏ 我们学校有三栋和体育健身相关的教学楼，分 别是最大的综合体育健身楼Eppley Center

（北 区），健身篮球楼Ritchie Coliseum（东南区），足球篮球专用楼（东南区）



Eppley Recre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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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的Epply健身中心设施齐全，负二楼为更衣沐浴室与游泳池，负一楼一共有4个篮球全场，4个羽

毛球场（仅周末），3个壁球，健身操与力量练习中心以及食物角（提供蛋白质饮品等），一楼是更多的 力量

练习设施，二楼则提供跑道、有氧健身设施与摔跤拳击拉伸室。

❏ 室内游泳池分两部分。一部半是学生和教职工使用，另一半有时是奥运选手的训练场地。泳池用生 物海

藻清洁系统，更配有有水底音响，和桑拿房。

❏ 可以报名私教，分多人训练和个人训练。报名后免费带营养课和体脂检测。

❏ 4128 Valley Dr., College Park, MD 20742



❏ Ritchie Coliseum是我们学校第二大的体育健身楼，一共有两层，地下一层是有力量 
室，有氧室和瑜伽区。一楼是一个大型的专业篮球全场。

7675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Ritchie Coli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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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kord Ar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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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kord Armory是我们学校针对室内足篮排的教学楼，一共有4个篮球全场（周中3点30
分 开始），一个5人制室内足球场（时间不定），一个排球场（时间不定）。

4490 Rossborough Ln, College Park, MD 20742



吃在马里兰 Eating at U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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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食堂

❏ Stamp

❏ 近校餐厅

❏ 常用应用软件



学校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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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食堂：每个食堂都是自助餐，按次数计算。学校提供不同的dining plan，同学 

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办理。需要注意的是，住在校内的同学们学校强制办理 

dinning plan，住在校外的同学们可以选择dinning plan或者充值dinning 

dollars。

❏ South Campus Dining Hall（位于南区，学校最大的食堂，铁板烧所在食堂）

❏ The Diner（北区最大的食堂, 面包糕点很好吃）

❏ North 251（北区另一食堂，营业时间较短, 有寿司）

❏ 更多校内餐厅及营业时间：https://dining.umd.edu/hours-locations/dining-halls

https://dining.umd.edu/hours-locations/dining-halls


学校食堂

Dinning plan：https://dining.umd.edu/student-dining-plans
办理之后在学校南区食堂录入指纹，下次再进入食堂的时候可以使用指纹进去。

Guest pass 可以免费带一个人进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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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ining.umd.edu/student-dining-plans


学校食堂
Dinning dollars：https://dining.umd.edu/services/students/dining-dollars

学校可以充值单独的dinning dollars，学校给出了相关折扣，可以用在学校3个食堂（价格为 

早饭7.95刀，午饭12.95刀，晚饭15.95刀）、19个咖啡店、七个快餐店、5个便利店和两个餐 

馆。

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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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ining.umd.edu/services/students/dining-dollars


Stamp Student Union

101返回首页

❏ Stamp Student Union（各快餐店）：可以使用dinning dollars

❏ Stamp 楼下有很多吃饭的店，有美式中餐 Panda Express，还有麦

当劳，Chick-fil-A这类汉堡薯条快餐，也有Pizza，Saladwork等，

基本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

❏ Stamp 楼下也有微波炉，可以自行带饭。



近校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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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west Chinese food （西贝 – 肉夹馍和面食为主）

7313 Baltimore Ave suite E, College Park, MD 20740

❏Hanami Japanese Restaurant（日式料理 - 寿司品类较多）

8145 Baltimore Ave M, College Park, MD 20740

❏Noodles and Company （世界各地的风味面馆）

732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Ritchie's Colombian Restaurant （哥伦比亚风味餐馆）

7313 Baltimore Ave suite H, College Park, MD 20740

❏LaTao Hotpot College park （自助火锅店）

8700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Qu Japan（日式餐厅 - 拉面和铁板烧）

7406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

❏The Spot Mini （内有2家店 日式poke/炸猪排咖喱 和 贡茶）

4207 Knox Rd, College Park, MD 20740

❏Jumbo Jumbo Café（面食与盐酥鸡）

3711 Campus Dr, College Park, MD 20740

❏Class 520（泰式炒冰淇淋卷与奶茶）

3711-B, Campus Dr, College Park, MD 20740

❏McDonald's （离学校最近的一家麦当劳）

8301 Baltimore Ave, College Park, MD 20740美国



常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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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me, discord 小组讨

论

❏ Uber eats，doordash，chowbus外卖软

件

❏ Canvas Student 查看课程
相关信息

❏ Nextbus 查看公交和校车信息

❏ Google map地图 ❏ paypa， Venmo转账

❏ Uber 打车 ❏ Instagram，twitter 类似微博的社交软件



行在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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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D Shuttle 
Bus

❏  Nite Ride

❏  Public Metro

❏  自行车

❏  驾照

❏  买车

❏  停车

❏ 安全须知



UMD Shuttle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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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D Shuttle Bus

❏ 马大校车为在校学生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其网络基本涵盖全马大
❏ 校园及其周边所有地点。学生可凭学生证免费搭乘。注意，节假日以及 

周末有部分班次不开。

❏ 点击查看马大校车时刻表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schedules.html


Nite Ride
❑ 这是学校公交系统为Shuttle-UM线路所不涵盖

的区域提供的服务。
❑ 每天下午5:30至凌晨2:30，学生可以通过 

TransLoc Rider App 或拨打(301) 314-6483

（该 号码印在学生ID背面）在指定区域上下车，

而在 凌晨2:30至早晨7:30，学生可以在学校任

意位 置使用该服务。

❑ 点击这里可转入Nite Ride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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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nslocrider.com/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niteride.html


Public Metro

❑ 马大校园所在区域也被DC Metro系统覆盖，从学校中心步行至地铁站约20分钟。学
生

与家长可乘坐104免费前往地铁站，该校车大约10分钟一班。

❑ 除 ShuttleUM 以外，学校所在区域还有 MetroBus 和 TheBus 两种公交可以乘坐，

其 中 MetroBus可使用地铁卡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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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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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出行工具。校内有许多停放点，较为便利。但校外部分道
路并没有单独设置自行车道，所以自行车和汽车公用一条道，存在安全隐患，校外骑 自

行车需要注意安全，甚至可以选择自行车专用道路（Google Map上可以看到）。

❏ 2017年5月份，CollegePark和Zagster 合作，在校内及学校周边多处投放了公共自行  车。

公共自行车年费为$65，此外还可以短期租用，具体可在其 APP上查到。University  View

的住户还享受University View提供的优惠，年费可降为$15。

❏     点击这里可转入bikeUMD官网

https://transportation.umd.edu/bikeumd-escooters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bike.html


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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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想购买自行车，可在学校周边大型超市，如Walmart，Sears 购买，或 Craiglist上买

二手自行车。

❏ 所有的公交车前部都设有携带自行车的支架， 可以携带自行车上公交车，到达目的  地之后再

取下。

❏ 按法律规定，骑自行车时须佩戴头盔等护具，夜间骑车要注意佩戴反光标志，安全第

一。学校RegentsDrive的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ffice提供免费注册加锁服

务。



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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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驾照的流程:

❏ 携带有效文件到所在的的 MVA报名理论考试

❏ 通过理论考试

❏ 报考驾校

❏ 等待九个月  （练车）

❏ 通过路试

❏ 点此登录MVA官网查询报名所需证件

http://www.mva.maryland.gov/drivers/apply/apply.htm


驾照

111返回首页

❏ 国内驾照转美国驾照

❏ 国内驾驶证翻译，需要由律师公证，律师需经过MVA认证才可提供有效翻译文件 点此查看

MVA认证律师表格。有些华人MVA认证的人员可以帮助提供有效翻译件。

❏ 两封地址证明（银行账单、住房合同、水电费账单、话费账单等一切含有泥居住地址的信件）

❏ SSN原件，没有SSN的学生需要去Social Security Office开一封没有SSN的证明

❏ 3小时酒精考试，也可找特定华人MVA工作人员花费一定费用帮助一小时完成酒精测试。

❏ 通过理论考试，25道选择题，要求对22道。MVA可下载练习手册，包括练习题和需要知道的
理

论知识以及需要什么证件，百度也可直接下载中文练习题。

❏ 笔试满24小时后可预约路考，并参加路考

http://www.mva.maryland.gov/drivers/apply/translation-providers.htm
http://www.mva.maryland.gov/drivers/apply/translation-providers.htm


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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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信息

❏ 按照指示一步步输入汽车的信息，包括哪年的车，型号，排量，汽车配置等等，  越
详细出来的价格越精准。

推荐网站

：https://www.cargurus.comhtt
ps://www.cars.com/

❏ 货比三家

❏ 同样性价比的车在不同的二手市场常有不同的价格，而在个人 卖家手里的价格  更
为便宜。但要注意，二手市场有比较完善的售后服务，而个人卖家手续处理上 常常

不够成熟。

https://www.cargurus.com/
https://www.cars.com/
https://www.cars.com/


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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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车，最重要的一步是查到车的VIN Number（可直接跟询问卖），然后进入Carfax网站

（https://www.carfax.com）查询这辆车是否为clean title，需要支付$39.99的使用费。建议大家不要省这 笔钱，如

果漏掉这一步，买到不是clean title的车，可能造成几千美金的损失。同时Carfax report上可以查 到所有的4S店保

养记录，如果出过严重车祸走保险索赔后就不是Clean Title的车。建议大家不要选择这样 的车。

❑ 当然有些车是Clean Title，但也有可能是之前撞过的车，但没走保险而是车主自己去修车场修理的。所以 买二手

车买之前必须去一趟汽车维修店做一个全车检查，所有的问题都能查出来。最保险的做法是直接去 对应品牌的

4S店做车检。或者去对应牌子的车行，直接购买二手车。虽然会比跟私人买贵一些，但一分价 钱一分货。不会出

现买到问题车这种情况。

https://www.carfax.com/


停车
学生使用校内停车场需购买车位，且在周一至周五4点前仅能在自己所购买的停车场内停 
车。一个学生账户可添加多辆汽车，但同一时间内仅限一辆汽车使用停车位。秋季注册为7 
月19日，按照学分由高到低排列的顺序购买车位，走读和住校生可以购买的车位有差别。

走读生(Commuter) 住校生(Resident)

114返回首页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student.html


停车 （购买车位）
停车费用分为几种形式，以2019-2020年价格为例（最新价格请登陆DOT官网查询）。

住宿生（Resident student）车辆可在学校过夜。

走读生（commuter students）车辆不可在学校过夜。

如果购买不到学校校内的车位，在校区南边有Univers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出售少辆 
车位，需要去到教堂当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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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nsportation.umd.edu/parking/students/fees-and-permit-types
https://www.umc.org/en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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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校内购买车位的车辆在四点之前不可以停放在学校学生停车场内。需要的同
学可以停在学校指定的访客停车场，停车时请仔细阅读停车场可停时间及价格。学 校均

为自助式停车，停车后记录所在车位号码，并在自助付款机上进行付费。登陆 校园访客停

车官网查询具体时间及位置。若不慎收到学校罚单，可登录Dot官网缴纳 罚款。因系统错

误或其他原因误收罚单，也可享登陆学校DOT官网，提交Review  Request向学校提出减

免罚单的申请。

https://transportation.umd.edu/parking/visitors
https://transportation.umd.edu/parking/visitors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reviews.html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request.html
http://www.transportation.umd.edu/request.html


安全须知
❏    UMPD

❏ 有安全突发事件会发送UMD Alert

❏ 电话：301-405-3555 （就在你的学生卡背面最后一行小字哦）

❏    校内安全
❏    NITE Ride：电话request 的一种特殊校车。没有站点，可以在任意路  边停车。为的是方便 晚

上在校园活动的学生和教职工。运行时间5:30 pm- 7:30 am。 （电话：301-314-6483 也在你

的学生卡后面）

❏    UMPD护送服务：如果你晚上觉得一个人不安全，可以打  UMPD电话，会有校警步行或自行

车护送你去目的地。
❏ 蓝色紧急电话：在校园里走几步你都会看到一个  蓝色的柱子，上面有紧急电话按钮。可以用

它来报告紧急事件或者request 护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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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tudentaffairs.umd.edu/safety-security
http://www.umpd.umd.edu/PATROL/Resources_escorts.cfm
https://transportation.umd.edu/shuttle-um/nite-ride


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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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住宿安全 :

❏ 不要让不认识的人进入宿舍楼

❏ 不要冒任何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  险的风险

❏ 存储UMPD的电话，及时拨打911

❏ 天黑不要一个人走路

❏ 看到有问题的事情及时报警

❑ 如果你遭受侵害，  请拨打 301-405-333，或911

❏ 如果遇到危险，请及时躲避，到光亮和人多的地方拨打报警电话

https://studentaffairs.umd.edu/safety-security
http://reslife.umd.edu/besafe/


玩在马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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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p Union

❏ Regal电影院

❏ 学校各类体育赛事

❏ 学校周边



Stamp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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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 Union不仅是我们学校的中心，而且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活动。在Stamp的地下一层会有

Xbox，PS4游戏区，橄榄球篮球等转播区，卡拉OK区（时间不定），台球区，和保龄球区。大家  空闲时 

间可以去这里放松一下，切磋球技。价 钱金额不定。

Hoff Theater: 周四周五有免费的电影，更有各种演出活动。

3972 Campus Dr, College Park, MD 20742



Regal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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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两小时内免费停车

缺点：电影院里的爆米花需要排队很长时间

推荐指数：★★★★☆

地址：6505 America Blvd, Hyattsville, MD 20782



橄榄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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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美国球类运动，最著名的可不是篮球，而是橄榄球。我们学校每年都会参加美国大学生

橄榄球赛，是Big Ten联盟中的一支强队。当有赛事的时候基本上每周或者半个月都会有我

们的主场球赛，在校学生可凭ID免费获得球票（遇见强队可是要抢的哟！）

主场更有免费T恤拿。

Capital One Stadium 90 Stadium Dr, College Park, MD 20742



UMD 男子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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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D的篮球也强到你无法想象，我们学校基本上是全美10名左右，在2002年还获得了NCAA冠

军！基本上每年我们学校都会进入疯狂三月，到时候整个学校都是欢乐的海洋。和橄榄球赛一 

样，基本上在开赛之后每周或者半个月都会有  篮球赛，并且对于本校生是免费的（有些也是需

要抢的！）

主场有免费T恤拿。输赢不重要，篮球赛的比赛气氛很火热，值得一看。

The Xfinity Center 8500 Paint Branch Dr, College Park, MD 20740



UMD 女子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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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子篮球更厉害的是，我校的女子篮球基本上是全美前5。女子篮球同样

精彩有兴趣的同学到时候也可以来观看。

The Xfinity Center 8500 Paint Branch Dr, College Park, MD 20740



UMD 足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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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D男足是2019年全国冠军，有着全国最好的soccer program。

Ludwig 球场。加入UMD Crew 赛前可以领取免费奖品。

地址：7898 Championship Ln, College Park, MD 20740



学校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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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可以坐metro到达 非常方便）:

博物馆：DC有非常多的博物馆，基本都是免费进入的，都非常值得一看。在这里推

荐几个：National Gallery of Art，Freer Gallery of Art，以及Smithsonian的各种

博物馆都值得一去

动物园：Smithsonian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免费入园，非常大想逛完的话可

能需要走一天，有的时候会有讲解。园内有大熊猫馆，疫情期间每天限制人数

可能需要提前官网查看是否能进入

National Harbor：海边港口，可以坐摩天轮，比较建议暖和一点的天气去。夜景很

好看，附近餐厅的海鲜也很好吃



学校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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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olis（需要打车或者开车）：非常漂亮的海边小镇，非常适合去散心。

有比较著名的海军学院，具体参观情况可以查询官网。

Baltimore（需要打车或者开车）：有一个很大的水族馆可以参观，需要购买

门票。同样有港口，有比较有名的蓝蟹可以尝一尝



官网使用指南 Official Site Guidelines

❏ 常用网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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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网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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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admissions.umd.edu/enroll/orientation.php
❏ 这个网站包含新生须知几大内容。

❏ http://www.orientation.umd.edu/
❏ 这个网站是orientation的注册及新生转学生入学的详细步骤环节的讲解，在这里 

可以注册orientation，同时可以为父母亲友注册访问学校时的一系列活动。

❏ http://reslife.umd.edu
❏ 住校内学生宿舍与食堂详情网址。

❏ http://dining.umd.edu/
❏ 这个是学校食堂的网址总站，可以在这里查到价钱种类，位置等具体信息。

❏ https://iterp.umd.edu/istart/controllers/start/start.cfm
❏ 这个是国际生用来注册国际生orientation用的网站（注：和刚才的orientation不同,  

这个是国际生的，也需要注册，同时还会有各种活动报名）。

https://www.admissions.umd.edu/enroll/orientation.php
http://www.orientation.umd.edu/
http://reslife.umd.edu/
http://dining.umd.edu/
https://iterp.umd.edu/istart/controllers/start/start.cfm


附录一：UMD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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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DC周边地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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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CSSA官网资源库

欢迎访问CSSA官网的Resources页
面！

（本文中很多链接都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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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md-cssa.org/resources/
http://umd-cssa.org/resou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