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Thought Matters

入学指导手册（家庭版）



荣誉规章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荣誉体系于 1921 年应学生要求建立。每位在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进行入学
登记的学生都视作同意以下规章。

本人在此接受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社区的成员资格，充分理解作为学院一员应承担的责
任，并同意在所有关系中坚守诚实和正直，为他人的权利着想，同时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社区的所有成员，包括学生和教职工，均为此荣誉协议的缔约方，应遵守协议的规定。每
年，各新生班级的所有成员都会在新生入学典礼上确认荣誉规章，并在入学指导期间在班级旗帜上签名，承诺在

所有学术和社会环境中遵守荣誉规章。



了解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

 

 skidmore.edu/fye

我们提供了几种方法，让您在陪同子女来到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之前能随时了解情况。这份手册将帮助您在到
校前做好准备。在我们的网站 (skidmorel.edu/fye) 上，您
可以找到日期和截止日期、入学指导时间表和其他相关信

息。如有需要，我们将很高兴为您发送每月电子资讯。您

需前往 skidmorel.edu/Fye 完成注册。

我们会在夏季不时对新生入学指导日程进行修订，因此，

请查阅我们的网页 (skidmorel.edu/Fye) 以了解最新信息。
您的应到校日期和时间以及第一天的新生入学指导活动不

会改变，但其他日期的日程表可能发生变动。所有家庭都

会在开学前收到最终日程表。

如您需要过夜住宿，请提前计划！夏季是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的旺季，因此最好提前做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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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部：

一年级教导处：

财务办公室： 

• 

 五月要做的事：

• Scribner 研讨班选择

• 学术兴趣
• 说明文写作实践 (DSP)

 skidmo.re/fyedates

五
月 五月是新生正式入学的时候。这也是您的子女开始规划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生活之时。  

✓

需要注意的信息

斯基德莫尔学院 (Skidmore College) 分期付款计划 (SCIP) 及稳
定学费计划的相关资料。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skidmorel.edu/
bursar，然后单击“付费计划”框。

      入学前指导项目（可选）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提供约 15 个在校内和校外开展的入学前
指导项目，在“新生入学指导”的前三天开始。有关描述和注

册，请参见 skidmorel.edu/preorientation。

如需查询详情及截止日期，请致电 518-580-8338。报名人数很
快会满员，请尽早进行注册。

请查阅一年级体验 (FYE) 日期和截止日期的网页，以了解最新信
 息和准确的新生事件日期/截止日期。

主任关于夏季咨询计划的信函。

住宿生活部关于如何填写学生住宿电子调查表的信函。

将在入学指导期间和整个秋季进行讨论的夏季阅读材料。

信息技术办公室关于创建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电子邮件帐
户的信函。学生必须通过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电子邮件完
成学生住宿电子调查问卷并收取重要的通知和信息。对于学

校官方事务，学生应使用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帐户作为他
们的主要电子邮件地址。*

*“优先推荐”学生已经收到创建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电子邮件的相关

 信息。



-

六
月
和
七
月 六月是学业指导和秋季课程注册的时间。 

 

需要注意的信息

需要注意的信息

报到处： 

有关夏季课程的咨询和注册信息将通过电子邮件送达您的 

Skidmore 电子邮件帐户。

学业指导部：

预计在六月初，夏季课程顾问会致电讨论 Scribner 研讨班、
课程注册、一般要求、专业和课外活动。顾问将回答问题或

指导学生获得适当的资源，并帮助解决 Scribner 研讨班的重
要实践问题。

学生们应认真参加最初选择的研讨班，不要轻易要求变更。

允许的变更原因包括与必修课程、团队或排练时间不可预见

的冲突。能否变更还取决于该课程是否满员。

财务部：

学生账单及健康保险资料。可打印的表单可在 skidmorel.edu/
health/form/ 获取。

住宿生活部：

学生住宿的问卷调查将于六月初启动。留意住宿生活服务部

的电子邮件，确保及时完成调查问卷。

按照新生在住宿调查表中所列的偏好，学院为他们的一年级

分配房间和室友。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不会根据种族、宗

教或民族血统分配房间或室友。所有的宿舍楼都禁烟，并且无

任何有害物质。宿舍分配将在七月底或八月初通过电子邮件发

给学生。

课程注册

六月底，学生可进入注册网站，完成秋季课程注册。如有任何

问题，请直接致电 518-580-5710 或发送邮件至 
registrar@skidmore.edu。

七月有重要的学术和校园生活内容。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学生证
学生应于七月初提交学生证照片。提交表格和说明可在 
skidmore.edu/card/freshman-photo-requirements.php 上找到。

健康服务

学生抵达校园前必须填写健康申请表。请访问 
skidmorel.edu/health-service/ 获取更多信息和截止日期。

住宿生活部：

宿舍分配将在七月底或八月初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学生。



 六月和七月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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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dmo.re/fyedates

 

为 Scribner 研讨班做准备

规划学术目标

宿舍生活

 

学生们不得在正式到校日期之前搬进他们的房间。

计算与互联网访问
-

有关技术服务和支持的概述，请访问 skidmorel.edu/it/。

✓ 八
月

住宿调查表

与夏季课程顾问谈话

接受实践课考试（如有需要）

课程注册

上传学生证所需照片

提交健康表

入学前指导注册（可选）

餐饮服务调查（面向半工半读学

生）

注册学费分期付款计划 (SCIP) 的
第一个月-六月。

请查阅一年级体验 (FYE) 日期和截
止日期的网页，以了解最新信息和

准确的新生事件日期/截止日期。

八月是住宿助理、住宿顾问和同辈辅导员返回校园为迎接新生做准备的时间。您的

子女那时会在思考什么？

同辈辅导员将收到参加研讨班的学生名字，并将通过他们的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电子邮
件与他们交流—请留意这些消息。同辈辅导员会在八月底的新生回答中回答诸如大学和斯
基德莫尔 (Skidmore) 将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对于同辈辅导员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将引
导您的儿女获得正确的资源。

在整个夏天，学生必须完成反思和感想 (RAP) 练习，要求他们反思他们的学习经历，确定
教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并计划他们未来的学业目标。

住宿生活网站是 skidmorer.edu/reslife。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致电 518-580-5765。开放
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中午 12:00 至 下午 1:00 关闭）。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宿舍只配备接入互联网的无线网络。请不要将自己的无线接入设备
带入宿舍，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同时，请不要购买无线打印机，除非您可以直接通过 USB 
线将其连接到您的电脑；不允许在宿舍中使用无线打印机。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信息技术人员将在入学指导的注册过程中回答问题。在入学前指
导的第一天和新生入学指导的第一天，代表们也会在场，帮助学生解决上网时遇到的问题。

入住后，学生遇到问题，可自行使用图书馆一楼的 IT 服务台，也可以致电 518-580-5900 寻
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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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要做的事

参与入学前指导

•  

•
 

• 
•  
•
 

 

 skidmo.re/fye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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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已报名参加可选入学前指导课程的学生将提前收到校园生活办公

室的电子邮件，告知到校日期和时间。参与入学前指导课程的学

生到校后可以搬进自己的房间。

在入学前指导课程的第一天（入住后），为这些学生的家长安排

了一个家长指导项目；到校后可获得日程安排。对于这些家长，

新生入学指导第一天的常规家长指导项目可以选择参加。 

财务办公室保险证明（在线弃权或注册）

反思和感想 (RAP) 

健康教育课程

秋季学期账单到期/分期付款计划报名截止 (SCIP)

对音乐课程/演出形式的兴趣

请查阅一年级体验 (FYE) 日期和截止日期的网页，以了解最新信息

 和准确的新生事件日期/截止日期。



入学指导
 

入学指导日程

上午 8:30 至 12:30：入学注册：  
地址可以在您领到的资料里找到。

•  

•  

•  

•
 

来到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请访问 skidmorel.edu/direction/，
了解日期和日程安排。

• 

•
 

•

 

•
 

•
 

尽管学生的到校时间会有所不同，但所

有学生（伦敦新生除外）都必须参加新

生入学指导。

体育部将通知早秋体育课程专业一

年级新生的到校日期 — 大概为 8 月
下旬。（晚秋、冬季和春季体育课

程专业的体育生无需提前到达。）

伦敦新生入学指导是学校的第一个

入学指导项目。

接下来到校的是国际学生（凭邀请

函）

入学前指导课程的学生在新生入学

指导前三天到校。

其他新生均须在新生入学指导前到

校（强制性要求）。

在注册时，学生需要获得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学生证（如果尚未完成），购买一年级 T 
恤，登记他们的车辆（如果要在校园内泊车），并到健康服务部登记（如果需要）。

餐厅提供免费家庭午餐的时间是：上午 11:00 至下午 1:15。

斯基德莫尔邮局 (Skidmore Post Office) 的开放时间是上午 10:00 至下午 2:00。

斯基德莫尔商店 (Skidmore Shop) 的开放时间是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如果您需要为您的子女购买的物品在斯基德莫尔商店 (Skidmore Shop) 无法买到，请前往 50 号
公路 (Route 50) 北段附近的其他商店，如 Target、Walmart、Home Depot、Lowe’s、Staples、
Bed、Bath and Beyond 等。

请在本指南末页查看校园方位指引和停车区域图。Scribner 研讨班的同辈辅导员将在校园的各
个入口引导您找到正确的宿舍。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志愿者将在宿舍协助您搬运物品到您的
房间。请不要拒绝他们的帮助！

当学生入住宿舍时，将分发当天的指导课程资料和日程。（参与入学前指导课程的学生也应在新

生入学指导的第一天到学生宿舍楼领取资料）

欢迎来到斯基德莫尔 (Skidmore)，欢迎参加新生入学指导！第一天总是令人兴奋，偶尔可能有 
 些紧张。员工和学生将回答您的问题，引导您前往需要到达的地方，并帮助您减轻焦虑。



继续入学指导日程

新生入学指导将一直持续到周五

整周的活动包括以多样性、大学生活和夏季阅读为中心的讨论。

下午 1:30 至 4:00：新生入学指导
所有新生都将在学生中心 (Case Center) 走廊与他们的同辈辅导员
和同学见面，进行非正式的介绍和讨论。请注意走廊上的 Scribner 
研讨班标题标识。

下午 1:30 至 4:00：家庭指导
针对家庭成员的指导活动在亚瑟赞克尔音乐中心 (Arthur Zankel 
Music Center) 进行。请务必准时参加。

下午 4:15：新生入学典礼
在家庭指导后，家人请直接前往威廉姆森体育中心 (Williamson Sports 
Center)，而学生则应单独排队参加入学典礼。校长 Philip Glotzbach，
招生及助学金主任 Mary Lou Bates，一年级教导主任 Janet Casey
以及学生自治会主席将出席入学典礼。仪式的最后是学生们诵读斯

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荣誉规章》，表明他们已成为学院社区
的正式成员。

下午 5:30 至 7:00：校长欢迎仪式
校长 Philip Glotzbach 和夫人 Marie Glotzbach 邀请家庭成员到他
们的家，位于北百老汇 791 号的 Scribner House 参加一个小型欢
迎仪式。请顺道与 Glotzbach 家族成员和一些管理员会面。这些管
理员也会进入您的子女在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生活。

下午 7:00：家人离校
家人道别后返家。



周末庆祝活动

 

 skidmore.edu/celebrationweekend

或致电 518-580-5670 或发送邮件至 
cevents@skidmore.edu 联系学校事务办公室。

我们强烈建议您立即做出参加“周末庆祝活动”的计划，

这是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每年秋季的家庭聚会。也是
给家庭提供机会，让他们了解子女在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经历。这个周末会安排很多活动，包括 Glotzbach 校长
的学校情况演讲，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学院教授的课
程，校园和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的游览参观，
晚宴大厅 (D-Hall) 的体验和更多不同的机会。更多信息，
请访问：



斯基德莫尔邮局
 (Skidmore Post Office)

 

 

有用的网页链接
一年级新生部： 
skidmore.edu/fye

学业指导部： 
skidmore.edu/advising

住宿生活部： 
skidmore.edu/reslife

校园生活部： 
skidmore.edu/campuslife

信息技术部： 
skidmore.edu/it

健康服务： 
skidmore.edu/health

咨询中心： 
skidmore.edu/counseling

校园安全： 
skidmore.edu/campus_safety

助学金： 
skidmore.edu/financialaid

银行和 ATM 取款机 本地交通

萨拉托加之外的交通

 

需要提前运送物品到学校的学生

可以从八月中旬开始寄送。请使

用以下地址格式：

学生姓名 20XX

Mailbox # __________, 

Skidmore College

815 North Broadway

Saratoga Springs, NY 12866-1632

校园邮局在学生中心 (Case Center) 
的一楼，紧挨着斯基德莫尔商店 
(Skidmore Shop)。邮局每天开门
营业，在入学前指导和入学指导

期间开放。包裹可在邮局的窗口

提取。

如想在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开立支票或储蓄账户，
新生们可访问 www.saratoga.org 
找到可以开户的机构。

校园里有一台 Adirondack 信托
公司 (Adirondack Trust Compa-
ny) 的 ATM 取款机，位于学生中
心 (Case Center) 二楼。学生也
可以加入 SECU 信贷联盟，费用
为 1 美元。信贷联盟的校园办公
室位于约翰逊大厦 (Jonsson Tower) 
旁边的餐厅后面，办公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30。
更多信息，请访问 sefcu.com。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提供省会
地区交通局 (CDTA) 的巴士服务，
可到达市区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和威尔顿购物中心 (Wilton 
M a l l )，学生乘车免费。查看 
cdta.org/uploads/route_473.pdf 上
的行程和巴士路线。

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有 Greyhound 公共汽车线路  
(greyhound.com) 和 Amtrak 美铁
火车服务 (amtrak.com)。

奥尔巴尼国际机场（A l b a n y 
International Airport，缩写为 
ALB）位于校园以南，30 分钟车
程即可到达。



 
 

 

参与
您如何

斯 基 德 莫 尔  ( S k i d m o r e )  家 长 委 员 会

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有一个强大的家长委员会，它由约 100 个活跃家庭组成。
委员会成员通常在筹款、招生、外展和职业服务领域担任志愿者。家长委员会

的工作人员将出席入学指导期间的校长招待会；届时，若您想了解委员会的相

关情况，请尽情提问。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518-580-5639 联系家长项目办公室，或访问 
skidmore.edu/parents/council.php。



到达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的交通指引新生抵校
入学前指导或新生入学指导

所有学生均应前往指定的宿舍楼报

到。为方便起见，每栋宿舍楼都设有

有专门的接待区。请寻找“入住接待

区”标志。我们要求所有学生将随身

行李放在接待区，并将车辆停放至校

内指定的停车场中。禁止将无人看管

的车辆停放在接待区。

请记住，校园安保部会严格实施“禁

止停车区”（包括防火区、人行道、

步道和草地）的规定。请帮助斯基德

莫尔 (Skidmore) 保持校园的美丽，只
在指定区域停车！

乘坐汽车：最方便的是通过纽约州高速公路（I-87 奥尔巴尼南）和 
Adirondack Northway（I-87 奥尔巴尼北）到达萨拉托加泉。斯基德
莫尔 (Skidmore) 离 I-87 的 15 号出口约两英里。

从纽约市及以南：经纽约州高速公路 (I-87) 北到 24 号出口。从收费
广场，经 1N 出口到 Adirondack Northway(I-87)，然后向北到 15 号
出口。从出口匝道左转入 50 号公路 (Route 50) 南，继续直行至四
个信号灯，右转入东大道 (East Avenue)。在第一个站牌处向右拐，
进入北百老汇 (North Broadway)。学院大门在前方 1/4 英里处，位
于您的左侧。

从波士顿及以东：经马萨诸塞州收费公路 (I-90) 西到 B1 出口。在 I-90 
继续行至 1N 出口和 Adirondack Northway (I-87) 北段。请按照纽约市
的交通指引，向南行驶直至抵达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校园。

从布法罗及以西：经纽约州高速公路（I-90）东到 24 号出口。从收
费广场，经 1N 出口到 Adirondack North-way (I-87) 北。请按照纽约
市的交通指引，向南行驶直至抵达斯基德莫尔 (Skidmore) 校园。

从蒙特利尔及以北：经 Adirondack Northway (I-87) 南段到 15 号出
口。保持向右行驶，进入 50 号公路 (Route 50) 南段，继续直行，
在第三个信号灯处右拐进入东大道 (East Avenue)。在第一个站牌处
向右拐，进入北百老汇 (North Broadway)。学院大门在前方 1/4 英
里处，位于您的左侧。

乘坐火车：搭乘美铁 (Amtrak) 的旅客在到达萨拉托加泉 (Saratoga 
Springs) 火车站后，需自行安排前往校园的交通。出站后可乘坐出
租车。

乘坐飞机：距离学院最近的机场是奥尔巴尼国际机场 (Albany Interna-
tional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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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雷特中心 (Barrett Center)
2.  伯恩哈德剧院 (Bernhard Theater)
3.  博尔顿大厅 (Bolton Hall) 
4.  学生中心 (Case Center)
5.  克林顿街入口 (Clinton Street entrance)
6.  科尔顿校友欢迎中心

 (Colton Alumni Welcome Center) 
7.  达纳科学中心 (Dana Science Center)
8.  舞蹈中心 (Dance Center)
9.  Eissner 招生中心

 (Eissner Admissions Center)

10.  福斯塔夫堂 (Falstaff’s)
11.  曲棍球场 (Field hockey field) 
12.  法林大厅 (Filene Hall)
13.  格林伯格幼儿中心 

(Greenberg Child Care Center) 
14.  哈德大厅 (Harder Hall)
15.  豪普特水池 (Haupt Pond)/
南方公园 (South Park)

16.  霍格大厅 (Hoge Hall)
17.  豪威大厅 (Howe Hall)
18.  琼森塔楼 (Jonsson Tower)

19.  金博尔大厅 (Kimball Hall)
20.  拉德大厅 (Ladd Hall)
21.  主入口 (MAIN ENTRANCE)
22.  麦克莱伦大厅 (McClellan Hall)
23.  莫里艾晶餐厅

 (Murray-Aikins Dining Hall) 
24.  北大厅 (North Hall)
25.  北木村 (Northwoods Village)/
摩尔公共区 (Moore Commons)

26.  帕拉山大厅 (Palamountain Hall)
27.  潘菲尔德大厅 (Penfield Hall)

28.  波特比萨 (Porter Plaza)
29.  朗兹大厅 (Rounds Hall)
30.  塞赛林艺术大楼 

(Saisselin Art Building) 
31.  斯克里布纳屋 (Scribner House) 
32.  斯克里布纳图书馆 (Scribner House)
33.  垒球场 (Softball Diamond) 
34.  星巴克中心 (Starbuck Center) 
35.  萨里威廉姆森旅馆 

(Surrey Williamson Inn)
36.  苏斯曼村 (Sussman Village)

37.  唐教学及美术馆
 (Tang Teaching Museum and Art Gallery)

38.  蒂奇学习中心 (Tisch Learning Center)
39.  瓦钦海姆油田 (Wachenheim Field)
40.  等候大厅 (Wait Hall)
41.  威金大厅 (Wiecking Hall)
42.  威廉姆森体育中心

 (Williamson Sports Center)
43.  威尔斯大厅 (Wilmarth Hall)
44.  威尔逊纪念教堂 (Wilson Memorial Chapel)
45.  赞克尔音乐中心 (Zankel Mus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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