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 2017 级同学们：

金秋九月，欢迎你们加入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我是密西根学院

2017 级年级思政老师吴钰蔚。非常感谢密西根学院学生会事业部的同学们

编排了这本干货满满、诚意拳拳的《启程在 JI》。未来的岁月在前方召唤，

梦想将启航，你们的学长学姐作为引路人精心编辑这本生涯导航手册，他们

怀着真挚的心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本手册尽快了解、融入密院家庭；尽早开

启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尽力实现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生涯的英文 Career，根据“牛津辞典”的解释原有“道路”之意，可以引申

为人生道路或进展途径。职业生涯规划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个人职

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

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确定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

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今天，你们走进底蕴深厚的交大、走进活力热情的密西根学院，可以

领略领域内最优秀学者老师的言传身教，选择启迪心智的课程、聆听深邃前

沿的讲座、投身洞察社会的实践、参与拓展视野的国际交流、沉浸于丰富多

彩的校园文化生活。这些都将是成长的养料和创造力的源泉。同时，你们将

与优秀的伙伴携手同行、互助互爱，在集体生活中收获值得珍惜一生的友情。

在这里通过学术滋养、文化熏陶，不知不觉中，你就变成了那个自己曾经向

往的样子，举手投足都流露出交大密院人特有的精神与气质。

卷首语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经历过孜孜不倦的生涯探索后，你们对于

自己的志向将会更加明确笃定：在密院，你可以选择本科期间参加各种交流

项目、双学位项目；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参加学院和学校的本硕连读项目、

或者通过申请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还可以选择毕业后参加工作，投身到祖

国的广阔天地……希望同学们学会自我定位，明确发展方向，走出一条属于

自己、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

在你们即将进入大学生活的美好时刻，首先老师要对你们表达由衷的祝

贺，同时也想与你们谈谈大学生涯给我的感悟。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时，害怕

挫折与失败像渴望成功一样强烈。回顾往昔，那些成功经验无疑是你自信心

的来源；但只要坚持下来，克服困难，那些挫折与失败如今却能成为你生命

中的重要养分。面对全新的校园环境、学科学业，难免有迷茫、困惑与压力，

但是亲爱的同学啊！无论受到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不要一味灰心丧气，因

为只要开始改变就永远不晚；每一次挫折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通绊

脚石，无趣和一成不变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挫折。要相信所有的困难都是为了

铺陈结局的大反转，比起平铺直叙，苦尽甘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同学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和所有的密西根学院老师都对大家寄

予厚望，希望你们志存高远、躬行实干；希望你们独立思考、思源致远；希

望你们矢志不渝、守正创新！

最后，再次欢迎来到交大密西根学院，从这里开始，你们必将走向更加

高远宽广的未来！

吴钰蔚           

2017 级年级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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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
JI“刚刚步入交大校园，来到密西根

学院这一独特又充满魅力的地方，
在未来的几年里，这里将留下你或
通宵赶 Due 的艰辛，或取得 A level
的喜悦，或完成项目的激动。‘立
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学在 JI，是大学里一切灿烂与精彩
的开端，让我们出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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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程 
“第一个大学学期，我们将要面对怎样的课程

呢，又应该怎样学习呢？尽管都是必修课，但

我们也要有所选择。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授课

内容，只有仔细斟酌，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 讲师

Section 1: 薄首行（密西根学院讲师）

Section 2: 孙淮（交大化学系教授）

>> 课程简介

Vc210 作 为 非 科 学 研 究 者 的 自 然 科
学选修课旨在提供一学期的基础化学课程
以满足工科学生的化学知识学习。本课程
旨在将化学原理传授给工程专业学生，涵
盖了对化学主要概念的介绍，包括原子和
分子结构，分子几何和键合理论（Lewis，
VSEPR，MO）的微观图片，化学反应的
周期性趋势，化学反应的能量，反应动力
学和热力学，气体和液体的性质，相图和
化学平衡的性质以及电化学等。

>> 讲师

Shane Johnson & Irene Wei

>> 课程简介

Vg100 的课程分为两个方面：
1. Technical component (Tech) 工程

技术方面：如何设计和构建多个
阶段的工程项目 ;

2. T e c h n i c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component (TC) 技术交流方面：
如何有效地向外部受众提出、描
述和解释该项目。

详细来说，本课程旨在培养下列技能：

• 将 数 学 和 科 学 应 用 于 工 程 项 目
（Tech）

• 设计和进行实验的能力，以及分
析和解释数据（Tech / TC）

• 通 过 系 统 和 流 程 设 计（Tech / 
TC）识别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理解职业道德责任（Tech）
• 了解许多社会环境有关的工程技

术（Tech / TC）

>> 讲师

Section 1: Manuel Charlemagne
Section 2:  Jigang Wu

>> 课程简介

本课程的重点将是对计算机的理解，
即学习计算机如何工作，例如能够与他们
进行交互，并通过编程使其完成给定的任
务

本课程是针对三个主要目标：
• 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
• 设计清晰的算法
• 在 MATLAB，C 和 C ++ 中实现

清晰的算法

因此，在本课程结束时，学生具有
进一步研究计算机科学的坚实基础 ; 特别
是他们应该具备解决工程问题所必需的编
程技巧。

秋季课程介绍

Vc210

Vg100

Vg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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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

刘晶

>> 课程简介

Vv156 是对高等数学的基本介绍。本

课程涵盖了一元函数的计算，包括：实数，

数列，函数，极限，连续性，导数和黎曼

积分等。

>> 讲师

Horst Hohberger

>> 课程简介

Vv186 是对高等数学的基本介绍 , 但

涉及更多证明部分。本课程涵盖了一元函

数的计算，包括：实数，数列，函数，极限，

连续性，导数和黎曼积分等。

Vv156 Vv186

第一个区别是课程的侧重点不同。VV156 相对偏向于应用，VV156 中同样也有

严谨的数学证明，但是这不是这门课程的重点。而 VV186 是一个更加严谨的课程，

我们会在课程中看到更多的证明；同样这也不代表 VV186 完全没有应用，同学们

不要陷入误区。VV156 的重点是更多的理解和应用，VV186 重点是数学理论，为你

的将来发展打下更加严谨的数学基础。

第二个区别是课程安排以及课程结构不同。VV156 是更加美式的数学教育，

VV186 是更加欧式的数学教育。这其中最大的区别是美式是从下而上，欧式是从上

而下。也就是说，美式的数学教育是从一些具体的问题开始，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就好比在城市中造房子，一幢一幢的建造，按照需求添加一定深度的内容，去解决

具体的问题。而欧式教育不同，它涉及很多线性代数的部分，好比先从整体上考虑

整个城市建成后的效果。它不会把楼建的很高，但是它涉及的知识面很广。VV186

是一个相对独自的建立过程，建立概念从而去解决问题；而美式教育的 VV156 是

慢慢的通过几门课程，达到这样的难度，沿着一个线索一直深入下去。VV186 在一

开始给出一个很大的数学范畴，然后去逐渐深入，分别解释其中的关联。所以喜欢

通过证明理解数学概念的同学很多会倾向于 VV186。证明当然是最好的解释数学的

方法，但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理解方法。VV186 试图用更加简单，而不是

抽象的语言来解释这些应用。

“如何选择数学课程是很多新大一同学在刚进入密院时遇到

的问题，为此，我们请到了刘晶老师为大家讲一讲两门数学课的不同，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指点。”刘晶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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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介

VY100 教授大学里的学术阅读和写
作，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除了学术写
作练习，VY100 还专注于教授语法和词汇
以及提高沟通能力。学术写作是按照标准
的学术语言和格式进行的专业文章创作。
学生将建立会在整个大学和职业生涯中使
用的必要的批判性思维习惯和分析技能。

>> 讲师及教学主题简介

Justin Andrews: Reality as a Question
本课程将探讨古代和现代的关于现

实的性质的主张。从数千年前的 Vedic 的
文章到量子力学的当代研究，人类的智力
试图扩大对世界的理解，超越我们日常的
看法。但是，我们如何能体验超出我们经
验的世界？还是我们的感官足以理解这个
世界？我们将从印度，中国，近东和欧洲
的各种知识传统审视文章，试图理解一个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的简单问题。

David Barnet: Identity in a Social Context
本课程的目的是提高您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通过英语写作，主要在“学术”写
作的需要下有效沟通。为了对我们在技能
培养方面给予实质性的指导和重点，我们
将从社会科学，哲学和小说领域选取文章
阅读，来研究社会和社会力量如何影响个
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形成期望的人，做出
决定，区分好与坏，正确与错误。我把这
个课程题目称为“Identity in Social Context.”

Becky Hsu:  Being original
什 么 是 原 创？ 为 什 么 原 创 性 很 重

要？原创性是真的吗？实际上，模仿是原
创性的一部分吗？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将
会讨论这些以及相关的问题以确立原创性

和仿制品的概念。我们试图通过学术论文
的形式了解原创思想，我们的主要目标是
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为了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将会阅读一系列文章以及原创诗歌。

由于本课程的主要目标是使您成为
一名学术英语读者和写作者，我将进一步
培养您所需的关键技能，以达到流利的学
术英语写作。

Ryan Thorpe: Art and Argumentation
学生们会阅读并讨论绘画，散文和

诗歌，同时建立一套有效的写作方法。我
们将讨论什么是好的文章，探索修辞是什
么，在哪里找到它，它是什么意思，并探
索不同形式的表达如何改变我们的人格。

Cynthia Vagnetti: How Do People Get New Ideas

在 VY100 中，我们将探讨作者写作
的方法，帮助我们产生写作的灵感。 通过
从图片到文章和学术文章的各种阅读，学
生将培养一系列用于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
进行写作，口语表达和阅读的方法。

Andrew Yang

学 生 将 通 过 文 本 摘 要， 段 落 点 评
（CRP），论证论文以及比较和对比文章
来培养这些批判性思维习惯和分析技能。
学生们还将通过每周的练习来学习词汇和
语法，通过每周的小组讨论来培养沟通培
养能力。所有讨论，指导和作业都将是英
文形式。在这学期，他们将分析一个简短
的故事、几个小视频、一本全篇小说。

Nick Welch-Bolen: The Story of Success
成 功 在 于 学 习， 练 习 和 掌 握 艺 术

论 证。 我 们 将 使 用 Malcolm Gladwell 的
Outliers 作为课程的主要教材，我们将揭
示一些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如摇滚明星，
曲棍球运动员和软件工程师的成功背后的
故事。

Vy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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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 简介

IB 的全称为 Intellectual Breadth，即密院师生口中的“人文课”，是每一位密院学生

都必须选择的一类课程。

>>IB课程分类

虽然大家习惯性叫这类课程“人文课”，但它涵盖的内容却不仅仅只有人文方面，以

下是 IB 课程包含的所有方面，以供大家参考。

• Natural Sciences
• Humanities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s
• Social Sciences

>> 学分要求

• 新生们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不会面临 IB 的选择，但在之后的大学学期需要上满 16

学分的 IB 课程。其中至少要修三学分的 Humanities 和三学分的 Social Science 才能从

密院顺利毕业。

• 除了有两学分的课程属于 Vg496 的必修课外，其余均为选修课程。

>> 收费标准

• 在密院，IB 课程在夏季和秋季是不收费的，但在春季需要收费，价格一般在每学分

1600 RMB 。

• 密西根大学的 IB 课程均需要收费。

>> 选课建议

• 如果你想要参加双学位项目，我们建议新生在大一的春季付费修 1 ～ 2 门的 IB 课程，

以减轻后期的课业压力。参加双学位项目后，大三大四在密西根大学的 IB 课都是要

收费的，而且价格不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大三大四的假期回密院修 IB 课。想参

加双学位项目的同学一定要对人文课的安排尽早规划。

• 如果你不想参加双学位项目，人文课的安排可以自由掌控，只要大学四年修满毕业

要求的学分即可。

关于 IB 课程



专业选择

“JI 的学生在大二将面临选专业的问题，学院

目前开设了两个专业，分别是 ECE 和ME。以

下是对这两个专业的简要介绍。”

ECE / ME 介绍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中文名就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在信息快速融

合的当代背景下，世界需要更多的具有电气工程，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知识的专业

人才。JI 推出 ECE 这一跨学科的专业。本专业重点介绍硬件和软件技术，以及培养学生

创造性地利用课堂知识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本专业已通过 ABET 工程认证委员会

认证。

ECE 专业为学生提供了现代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的基本理论概念和技术原理的基础

性背景。灵活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学习很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包括：模拟和数字电路，通

信系统，控制系统，集成电路（微处理器）设计，微机电设备，信号处理，计算机体系

结构，计算机网络和嵌入式系统。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学位可以带来广泛的工作机会。

Mechanical Engineering，中文名机械工程。ME 专业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核心技术

能力基础和以下学科的知识：热力学与流体力学科学，固体力学和材料学，动力学。基

于这些优势，我们非常重视在设计和制造中应用这些技术的能力。此外，ME 专业还提

供一系列技术选修课程，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制订机械工程学习计划。本专

业已通过 ABET 工程认证委员会认证。

在整个课程中，学生们配备有现代化的实验室设备和计算机系统，并能够接触到

最新的分析技术和技术发展。学生有很多机会向杰出的教师学习，其中大多数人将从事

研究或专业咨询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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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机械工程是密西根学院的一大王牌专业。为了帮

助同学们更好的了解ME专业的详细情况，我们邀请到了ME方

向的老师——申岩峰教授，为我们谈一谈他眼中的‘机械工程’，

包括学习的内容、未来的应用等等，干货十足哦！”申岩峰

TIPS：

机械工程是一门涉及利用物理定律为机械系统作分析、设计、制造及维修的工

程学科。它是人类创造性的具象化与实体化。它使人们的奇思妙想变为推动社会进

步的机械设备。没有哪一门学科如机械工程一般，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变得如此强大，

使人类由自然的产物华丽转身，成为产物的缔造者。

机械工程包罗万象，是一门涉猎范围极广的学科，包括如何让结构更加精巧坚

固的固体力学、如何让机构更加灵活机动的结构动力学、如何让发动机更加高效有

力的流体力学与热力学等等。同时，它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到机械工

程，很多机械设备会首先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例如方便人们出行的汽车、拉近

地域距离的高速铁路、流水线上挥动的机械臂、收集潮汐与风力的换能机构、甚至

是科幻电影中形形色色的智能机器人。但是它又绝不局限于这般传统的认知，甚至

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电脑的散热设计，要依仗传热学与

流体力学的知识，使散热更加高效；又如，电路板的热应力设计，需要考虑半导体

材料与基底材料的弹塑性变形与温度应力等因素，使电路不会因过热而失效；再如，

手机振动器件的设计，如何利用振动力学的理论指导振子与弹片的设计，使有限体

积的器件达到高幅有效振动，同时又满足结构疲劳寿命的需求等等。可以说，机械

工程专业是一个厚基础、宽口径的学科。如此广泛的应用决定了它的广阔市场和无

限发展空间。

机械工程扎根于人类的历史中，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不必说从传统机械系统

向机电一体化的演变，不必提由宏观机电系统向微型机电系统的跨越。学科交叉的

机遇正推动着机械工程向更新更好的方向发展。单以机器人为例，新型主动材料使“人

工肌肉”成为了可能，它将一改机器人冰冷僵硬的表象，使其更加柔软灵活。配合

人工智能技术，让机器人的控制系统更加敏捷，让机器人的运动更加协调，能完成

更多更复杂的工作，从而实现从“机械”向“人”的跃进。

总之，机械工程一直伴随着人类创造的步伐，从未停歇。它是把人们美好愿望，

甚至是幻想变为现实的学科。它拥有包罗万象的多元美，也能让你感受到它推动生

活、改变世界的无限力量。它的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又迸发着无限的青春与活力。

这就是机械工程，爱上它，了解它，拥抱它，带着它的馈赠去实现你与人类更多的

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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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Center

学习天地

JI 指导中心

以 往 Writing Center 提 供 线 上 预 约， 同 学 们 根 据 自 身 需 求 与 consultant 约

定 45 分钟面对面交流。从 2016 秋季学期开始，Writing Center 与学院 Academic 

Writing 课程的一部分教授合作，每位教授与两位 Writing Center 的 consultants 合作，

在每次作业提交之前 consultants 会安排时间和每一位参与课程的同学见面交流。

在这样的模式下，consultants 可以直接与教授沟通，对作业的要求也会比较清楚。

对 consultants 来说，这也是一次与教授协同工作的机会。

对于新生来说，写作课上最困难的应该是写作形式、主题和习惯的转变。

密院人文课的写作与高中时的语文、英语写作都有很大的差别，一开始难免因为

不了解写作的基本要求而费时费力。如果同学们觉得向教授或者 TA 寻求帮助会

有压力，可以来 Writing Center 和我们交流。Writing Center 平时是独立于各门课

程存在的，Writing Center 的学长学姐也绝对会保密，完全不用担心对自己的成绩

产生负面影响。Writing Center 的 consultants 都经过了相关的培训，也从以往的经

历中总结了很多经验，对于新生常见的写作问题非常熟悉，所以这绝对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

另外一点就是在 Writing Center 的指导中，新生可能会因为对于这个模式比

较陌生或是其他各种原因而表现地比较被动。实际上在这种交流中，越主动得

到的收获才会越多。可能大家会是道理我都懂，实践太困难的情况。实际上，

consultant 会引导同学更主动地参与对话，所以来到 Writing Center 只要放轻松就好，

不需要有任何心理压力，学长学姐也都是非常 nice 的！

Writing Center 的 预 约 网 址 是 http://www.bookeo.com/umji-writingcenter/

customer，欢迎学弟学妹们预约！
马婧

Writing center 位于俞黎明学生中心南侧，是由密院人文教授 Amalia Jiva 带领十多
位密院本科学生组成的团体。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学长、学姐会在这里帮助你进行各类
写作。这里的写作不光光是 vy100，vy200 中的英语写作，还包括 personal statement，
statement of purpose，resume 等申请材料的写作指导，对 DD 申请、海外研究生申请，
英文求职简历语言修改等都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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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Center 与 Advising Center 均是

密院特色的指导中心。我们分别请到了在这两个中

心有着丰富经验的学长学姐来给大家谈一谈他们的

感受和建议。”

TIPS：



Student advising center 位于俞黎明学生中心南侧，每周一至周五晚 8：00 至 11：00
都有人值班。在这里，你可以向值班的学长、学姐询问任何问题，无论是学业上的问题，
还是生活上的疑惑、恋爱上的烦恼。学长、学姐会耐心倾听你的诉说，与你交流，帮助
你解决问题。

Advis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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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分享中心是一个以促进朋辈互助，营造良好学习氛围为目标的学生组织，

隶属于院学生事务办公室。我们的工作室在俞黎明学生中心 ( 学院楼 328) 内，进

门右转就能看到。

回顾这两年来，学业分享中心给我个人的感受是温暖与活力。

中心的成员并不多，每一届均是 10 人左右，但我们尽量保证各个专业，专

业内部方向的覆盖。因此，在这里我能有幸结交到各种伙伴，分享交流各年级有

趣的信息。我们是一个有机的小团体，是希望朋辈间交流互助的目的让我们聚到

一起，而我们的工作也都是结伴完成的。

而活力方面，学业分享中心一直在保持改变以去适应同学们的需求。我们会

定期举办小型的工作坊来进行各种经验交流分享，在保留以往重要主题的同时，

我们不断寻找与尝试新的主题。所以对某些技能、经历等感兴趣或有疑问的话请

联系我们啦，说不定你的需求就是大家的需求！

那么学弟学妹们怎么利用学业分享中心的资源呢？

1. 学业分享中心在工作日的晚上 8-11 点会在办公室安排值班，同学们有什么

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可以来咨询，我们值班的成员会提供帮助与建议。没事也

多来逛逛啦 ~

2. 我们会经常举办工作坊与分享会，主题包含方方面面，感兴趣的不妨参与

进来。详情我们会在 canvas 上发通知，敬请关注。

3. 这边有一个小的微信公众号 (JIAdvisingCenter)，会发一些资料与工作坊预告。

推送频率很低，不粘人，关注不亏。

4. 有什么需求或建议请直接联系我们，通过值班或电邮找我们都可以，学业

分享中心邮箱是：JI_StudentAdvisor@126.com.

总之，我们的主要平台是 canvas，请关注 Undergraduate Student 下带有 [Advising 

Center] 前缀标签的通知，那里有我们随时发布的信息。

祝愿学弟学妹们大学生活多彩，学业有成！
蔡思伟



Teaching Assistant 简称 TA。密西根学院 TA 制度较为特殊，TA 团队主要由高年级
学姐学长组成。大部分大一年级课程的助教都是以高分数修完相应课程，并通过任课老
师面试的本科生（也就是学霸们）。

TA 们为密西根学院的教学做主了卓越的贡献。密院的 TA 不仅仅是老师的好帮手，
更是学生学习生活中的好伙伴。借鉴了国外助教的经验，密院 TA 在职责范围内大幅提
升了与学生沟通的比重，通过开设助教课和定期举办答疑，帮助学生理解并且更好的掌
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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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ssistant

“作为密院非常有特色的 TA 制度，它对密院发展的贡献和对密

院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带来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里我们请到了密院

首席助教培训员——沈励学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眼中 TA 的职责以

及如何与 TA 打交道的一些建议。”沈励

TIPS：

欢迎大家来到密西根学院，我是密西根学院助教培训员沈励，也是你们 11 级

的学长，目前主要负责助教的监管及培训工作。在这里，我受邀给刚刚入学的你

们介绍一下“助教”这一角色在你们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与助教进

行有效的沟通从而帮助你们在密院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

为了尽可能简洁，我将用以下几个“自问自答”来介绍密院助教的概况，列

举密院助教的基本职责，并简要说明每一项职责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帮

助你们对助教工作有个基本了解。

Q1：你提到助教的职责范围，那助教具体做什么？

A1：与学生相关的助教职责主要有：

1. 根据老师制定的评分标准，批改学生的作业以及考卷并且把分数在 Canvas

上面公布。

需要强调的是，评分标准的制定是由老师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助教没有“给

分权”，只有批改的职责。我们会对助教进行岗前培训，确保助教能够公平公正

地根据规定的评分标准打分。学院的诚信条例会确保不负责任的助教得到相应的

惩戒，也请大家一同监督（监督方式后面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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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ssistant
2. 根据具体课程安排，每周或者每 2 周开设一次助教课（Recitation Class）。

通常来说，这些助教课是以自愿原则参加的（除非老师另行规定）。在助教课上，

助教会对老师课堂中的要点及难点进行复习，针对学生作业中常见的错误进行释疑，

并且提供一些习题供大家参考。好的助教课可以加深你们对知识的理解，是不可多

得的学习机会。

3. 每周提供 1-2 小时的答疑时间（Office Hour），供学生面对面答疑解惑。

比起几十人在一起的助教课，office hour 更多地有“私人定制”的味道。在答

疑的时候，学生可以向助教询问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相比老师提供的 office hour，同

为学生的助教会更加的“亲民”（其实老师们也挺和善的），因此对于很多比较“害

羞”的学生来说是很不错的选择。

4. 通过邮件的方式回答学生提出的，与课程相关的问题。

作为助教课和答疑时间的补充，学生也可以通过英文邮件的方式向助教提问。

不过我们建议比较复杂的，涉及较多公式的问题，还是去 office hour 比较好。

Q2：我应该如何与助教相处从而提升学习成绩？

A2：遇到学习上面的问题多与他们沟通，在大多数情况下，请教助教比一个

人苦思冥想要有效率得多。助教本身也大都是密院成绩上的佼佼者，从他们身上可

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以外的东西（学习方法，如何进行时间管理等等）。

因为助教本身也是学生，也会有很多课程，所以在助教课和 office hour 以外，

请使用邮件的方式与他们进行“延时沟通”，不要用 QQ 或微信进行“实时提问”。

Q3：看上去助教“权利”很大，他们有人管吗？

A3： 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听说密院特色的诚信条例（Honor 

Code）。助教作为学生的一员，也受这一条例的制约。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设置了助教监管专用邮箱（ji-tasc@sjtu.edu.cn）。如果

你遇到了特别不负责任的助教，欢迎通过邮件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将与任课老师

联系并在查明后对助教进行劝诫或处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邮件本身是可以匿名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提供信息。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密院。

沈励学长的邮箱：good025@sjtu.edu.cn
如果大家对助教工作有任何的疑问，欢迎给沈励学长发邮件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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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IPP/PRP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
（IPP）遵循“激发科研兴趣、发挥科研潜
质、提倡创新创业实践”的原则，支持品
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开
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强调选题的科
技前沿性、学科交叉性和学术创新性，重
视对学生创新创业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的
培养。该计划是我校立体化创新实践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起到了联接各级大学
生创新活动的纽带作用。即学生可以在“本
科生研究计划 (PRP)”或院级科技创新项
目的研究基础上申报校级“大学生创新实
践计划”继续深入研究，同时学校将直接
从校级“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中选拔优
秀项目作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和“上海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的
备选项目。

1. 申请人必须是本校正式注册，距离毕业
时间超过一年的本科学生（医学院学生
请关注医学院相关通知）。

2. 项目参与者为本科学生个人或创新团队，
团队成员人数一般以 3 ～ 5 人为宜，最
多不超过 5 人。成员之间必须有明确的
分工。

3. 项目必须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提出选题。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目
标明确，具有创新性、独立性和探索性，
项目研究方案要先进、合理、可行，预
期成果具有可考核性。

4. 项目必须配备具有本校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或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

项目简介

立项申请条件

5. 鼓 励学生 在 已 完 成“ 本 科 生 研 究 计 划
（PRP）”等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鼓励有科研背景的学生积极申报。

6. 有前期 PRP、大学生创新计划退出和中
止记录的学生不允许申请本期项目；有
在研大学生创新计划的学生不允许申报
本期项目。

7. 项目执行时间以 1 年为宜，不超过 3 年，
且必须在申请人本科毕业前完成。

8. 每个项目建议资助经费为 5000-10000 元
之间，鼓励指导教师为申请项目进行经
费配套；鼓励社会团体和企业对申请项
目进行经费资助，凡获配套或资助经费
的项目建议优先立项。

1.“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项目结题后，
学生可获得相应的学分，指导教师获得
相应的工作量。

2. 参与“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的学生成
绩记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学习成绩大
表》。

3. 完成项目且成绩优秀、或完成项目且产
生重要知识产权的学生，在申请参加国
内外竞赛、直升研究生、奖学金评审、
大学生创业基金资助等方面将享受一定
的优惠。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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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科研项目以及国内竞赛

挑战杯是怎么回事？

挑战杯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
科技学术竞赛的简称， “ 挑战杯”竞赛在
中国共有两个并列项目，一个是“挑战杯”
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简称小挑；另
一个则是“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简称大挑，两者在比赛侧
重点不同，大挑注重学术科技发明创作带
来的实际意义与特点，而小挑更注重市场
与技术服务的完美结合，商业性更强。大
挑有学历限制而小挑没有，大挑分为专本
科组、硕士组、博士组分开评审，大挑国
赛最多可以报八人，而小挑最多可以报十
人。这两个项目的全国竞赛交叉轮流开展，
每个项目每两年举办一届。“挑战杯”系
列竞赛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生科技创新创
业的“奥林匹克”盛会，是目前国内大学
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竞赛。

申报“挑战杯”作品时候，如果有什
么不确定的地方，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或者
和官网客服联系。有些同学遇到不是很清
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理解要求来，结果
很多是不符合申报要求的。参加”挑战杯”
的同学，应该提早准备自己的作品还有及
时和指导老师沟通。

官方网站

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一、参赛条件
全国在校本、专科大学生均可以个人
或小组的方式，通过学校推荐报名参
加赛区预赛，每个参赛队学生人数不
得多于 5 人，指导教师不多于 2 人。
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本赛区组委
会报名。本届大赛，限制每位教师指
导的作品进入全国决赛的数量不超过
2 项。

二、参赛方式
参赛队学生自接到大赛通知后，即可
按大赛主题和内容要求进行准备，最
终完成
（1）作品的设计名表
（2）完整的设计说明书和主要设计图

纸 ( 包括纸质、电子文档 )；
（3）作品的实物样机或放缩的实物样

机；
（4）介绍作品功能的视频录像（3 分

钟之内，限 mpg 或 rmvb 格式）。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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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学院的一个特色就是有非常
多的海外交流学习机会。这样的机
会不仅仅可以丰富你的知识，还可
以增添你的阅历，并在申请研究生
时成为你的加分项。每一段学习都
是一段新的旅程，当然，这段旅程
的开始需要我们平时不懈的努力。”

14



15

国际项目

交流项目

Global E3, UC, University of Maryland, 

RWTH Aachen, NCSU, FAU Erlagen, KIT, TU 

München, TU Delft, KU Leuven, LUT

冬季访学项目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日本 西班牙

学位项目

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 2+2

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工学院）4+1

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商学院）4+1

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本硕连读 3+2

15

          交大密西根学院秉持“全球视野、交叉学科、创新为道、质量为本”这一独具特色的

办学理念。建院十年来，作为国际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交大密西根学院一直走在高等教

育国际化改革的前列，通过与国外一流大学合作交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出国留学机会。

海
外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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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
         密西根学院的双学位项目让学生们有机会在上海先就读两年，再申请转到密西根大学

安娜堡校区工学院或文理学院学习。一旦成功申请，学生将用两年的时间在密大完成工学

院提供的十五个专业中的一个或文理学院提供的物理或数学专业的学习并得到相应本科学

位。完成密大的本科生课程，参加此项目的密院学生将回到联合学院来完成本科生毕业论

文和其他剩下的毕业要求项目以获得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学位。接受和完成双学位项目将使

得学生能得到两个学士学位——一个密西根大学学位和一个上海交通大学学位。

          由于最新录取政策，是 到了密西根大学之后，再 分专业。所以是否能 2+2，和你想要 

2+2 的专业是没 有关系的，我们在此也就不在具体专业后面加 GPA 要 求了。（每届申请视

具体情况）

申请材料：

•大学的成绩单（密院提供）

      GPA

      先修课程证明

•英语水平凭证（托福或雅思成绩）

•高中成绩单复印件与毕业证书或复印件

•财产证明以提供一整年学习费用

•护照个人信息页

•财务报表

申请参考网站：

•转学信息

https://admissions.umich.edu/drupal/transfer-u-m

http://www.engin.umich.edu/college/admissions 

international/um-sjtu-ji

•项目信息

http://www.engin.umich.edu/college/departments/

http://lsa.umich.edu/lsa/departmentsunit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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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 Engineering

>> 专业介绍 

      Aerospace Engineering 直译为航空航天工

程，学习和研究方向涵盖了航空器，航天

器，流体力学，结构力学，控制，以及推进

系统这些方面。UM的航空航天工程在美国

自己的研究生排行第四，QS世界排名第五。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在 UM 的研究机会还是很多的，但是因

为学科的深度与安全问题本科大部分都是

在做控制。研究生阶段这种学术水平的限

制会减少很多。

 > 实习机会

         本科阶段在北美基本不要考虑。因为航

空航天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外国

籍学生大部分涉及飞行器设计与制造的工

作都是无法涉足的。研究生和PhD要相对好

一些，但依然有这个问题。

>> 未来方向

> 就业想法

        本科就业的话，在美国本土能找到的

职位基本是咨询公司，设计单位基本不可

能。研究生毕业后这一状况会得到一定改

善，一些商业飞行设计单位可以成为就业 

的选择，但高端的技术是涉及不到的。而

回国就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国家现在对

于大型飞机的投入越来越多，尤其是中国

航发前不久挂牌成立，表明了国家可能在

近十年都会重点扶持航空工业，这对于在 

UM 读 AE 的同 学而言是很好的机会。

> 申研 /phD

      有开设 AE 研究生的学校并不多，因此

申请AE的研究生，学校也基本就局限在了 

MIT， Stanford，GerogeTec，UM，UIUC 之

中。值得一提的是，AE 这 个专业与 ME 有

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申请 ME 的研究生也是

可行的，尤其是对于ME+AE的同学而言，两

个专业对于研究生申请都会起到很大作用。

>> 是否回国

          同上，建议回国。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有一些可以互转的课程和仅能转回的课

程，大家要多关注 JI 和 UM 的等价课程的

列表。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近年来由于 ME350 等课程的要求，大部

分同学在大 三夏季必须回国上课。

>> TIPS

       在来 UM 以前，尽早做好课程规划，人

文能修满就修满

         对于转专业个人建议:想学什么就申请什

么，一来不会因为转专业而影响该专业以

后对 JI 学生的录取，二来对于每个申请的

同学而言也更公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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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BME 直译过来是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方

向很广，包括生物机械，成像与生物光学

设备，微米 - 纳米技术 和分子工程，神经工

程，促生长药物研究和计算与建模 等。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每年夏季的 SURE 的 program，是专门

针对本科生开放的科研项目。而且很多实

验室在暑假期间都会缺人手，可以跟着教

授做项目。

 > 实习机会

      目前找实习还是比较不容易的，很多大

公司并不给留学生发 sponsor。

>> 未来方向

> 就业想法

      大部分人可能会考虑留校搞科研成为教

授。如果仅仅是为了找工作的话可能硕士

就足够了，但是工作机会 并不多。

> 申研 /phD

          申请研究生的话，如果 UM 的 GPA 比较

高(3.7+)， 大概美国排名前 30 的学校不会太

难。申请博士的话会 相对比较难。

>> 是否回国

      个人认为如果想要走学术道路的话建议

还是留在美国;如果想要进入企业的话，两

者皆可。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K250，以及建议在春季修一门 3 分或

以上的 300+ 的 HU，个人推荐修 VR363。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如果ME+BME的话，大三毕业是一定

要回国上课的，否则只能申请延毕一年。

>> TIPS

•尽早安排好每个学期上的课程，尽量不

要把多个实验课程放在一个学期里。

• 尽量在 JI 多上可以转到 UM 的人文课。 

• BME458 是可以抵 VM495 的。

•美国申请医学院对国籍有诸多限制，而

且还需要有大量的志愿者经历，如果打算

以 BME 专业作为跳板申 请美国的医学院，

请全面了解情况后再做决定。

Biology Med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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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Engineering

>> 专业介绍 

     Computer Engineering, 中文名就是计算

机 工 程 ， 介 于 C S 和 E E 之 间 。 偏 软 件 方

面，computer architecture 一 般 设 计 CPU 和 

GPU 芯片构架; system software 是操作系统和

底层软件的开发; robotics and vision 是机器

人方向，隐含的是 AI 和 图像识别。偏硬件

方面，CAD 是用算法和软件验证逻辑电路; 

computer-based control 和 embedded system 就

是嵌入式控制和嵌入式系统;digital signals and 

systems 是信号与系统处理，VLSI 是芯片底

层的物理设计。UM 的 CE 专业排名在前十

左右。

>> 各类机会

       整个工学院都比较大规模的科研机会是

暑假的SURE。但是对于CE学生，并不是

很好拿到。因为每个professor只有一到两

个名额，竞争激烈。如果申请成功，就会

在 UM 暑假跟 professor 及其 PhD 做 10-12 周 

research，有一定的津贴。但是实习机会还 

是比较多的。好好抓住 winter career fair 和 

startup career fair 的机会，多多投简历，和 

recruiter交谈。比较之下，本科拿到硬件方

面的实习机会较为困难。软件的机会相对

较多。

>> 未来方向

> 就业想法

             硬 件 方 向 的 职 位 JI 学 生 比 较 热 门 的 方 

向 是 computer architecture 和 embedded system，

两个都是就业之后薪水非常高的方向。同时

很多软件公司都会同时招收 CS 和 CE 的学

生，不用担心毕业之后对口 的问题。

> 申研 /phD

     直升 UM Master 难度不大。JI 学生的申请

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像麻省理工这个 level 

的每年也都会有。

>> 是否回国

           在当前 CS/CE 行业比较火热的情况下，

是否回国很大程度上看个人的考虑。国外

较高的工资水平也对应着较高的生活水

平，总的来说和国内对应岗位是持平的。 

个人目前的打算是在国外工作几年之后择

机回国。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E401 也没必要修掉，因为 VE401 不能

转到 UM 抵 CE 必修，这边只有 STATS412 

能转回去抵 VE401。其他更推荐多上几节人

文课。当然并不是说在这里上人文有多么

恐怖，其实有不少和谐的人文课。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CE 可以算是所有专业当中最好毕业的

了，所以没有必要在大三夏季回JI 修学分，

抓住这个时机做 research/internship 吧!

>> TIPS

•多多练习英语，尤其口语，不然你无法

真正融入美国 社会。

• 大一大二可以联系 JI 教授做 research，假

期找实习， 或者一些有意思的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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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也就

是土木环境工程。

   UM 的 Civil 本科和研究生在全美都是第四。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完全开放，你可以给每个教授都发一封

邮件，问他有没有兴趣要一个本科生加入

他的 research group。

> 实习机会

      在这边想要找到一份不错的和本专业相

关的实习，真心很难。不过如果你可以继

续往上读到 Graduate 甚 至是 PHD，情况会

有所改观。

>> 未来方向

> 申研 /phD

     我们这个专业，其他别多想了，必须申

研。据说几届之前学长学姐集体搬家斯坦

福，当然 UM 本身也是 一种选择。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在 JI 赶紧把人文课全修了。其他的话，

像流力 CEE325 第一学期先修掉，不然会很

麻烦，因为它是好多课的先修课。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如果不想弃交大文凭，几乎都是要回

的，到时候选课跟着大部队就好了。

>> 专业介绍 

         CS 的全称是 Computer Science,严谨地说的

话是一门探讨计算理论、算法和实际实现的

科学。CS 的学科分支大体来说至少会有以下

几种: 算法与计算理论，操作系统与网络，软

件工程，计算机安全，机器学习等等。UM

的CS专业在本科里大致是美国前十。

>> 各类机会

      关于科研机会，CS 的一大缺点就是人

多，所以想找科研的话需要去各种联系各

种争取。不过，CS相对其他专业来讲还是

比较好找实习的，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实习。

>> 未来方向

         CS 就业率是比较高的，薪水的话本科

毕业差不多是8 万到 10 万美金吧，硕士及以

上的人数较少，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就是

因为就业前景甚好 CS 才成为了大热专业。

>> TIPS

•建议即使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相关

材料也去看看， 会有帮助的。

•文化的差异大于语言和外观的差异。如

果只是想体会一下美国文化的话，交流学

习其实就足够了。

CEE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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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E)，直译过来是电

子工程。主要分为强电和弱电。强电基本上

就是去搞发电机，电力传输，电机驱动。

弱电基本上是围绕着芯片展开的，包括嵌

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计算机体系架

构(computer architecture)，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模拟 / 射频电路(analog/RF circuits), 

半导体器件(semi-conductor devices)。具体

来说，一台电脑有CPU和其他东西，嵌

入式系统就是研究除了CPU本身以外其他

部分是怎么相互沟通以及如何和CPU沟通

的。计算机体系架构的话，主要研究对象

就是CPU，包括工作原理以及怎么和外部

通讯。VLSI 则是怎么从每个晶体管的角度

搭出逻辑门，再搭出各个模块，最后组成

CPU。射频电路基本上是设计出给通讯用

的芯片，比如现在的4G LTE。最后半导体

器件，讲的就是搭电路用到的基本元器件

晶体管。

      EE还有一些比较偏理论的方向，比如研

究电磁学， 自动控制学，信号处理等等。

      UM 的 EE 排名一直在前 10，但一个比较

明显的劣势就是安娜堡地区的 EE 工业界并不

多。所以很多时候 找实习都得往外面找。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科研机会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多的。虽然

算不上很好找，但只要坚持，一般都会找

到科研的。首先每年暑假学校都会有 SURE 

program。不过拿科研把握最大的途径就是

找上课的教授。

 > 实习机会

      实习的话比 CS 少，但每年招 EE 的公司

其实很多，但强电方向可能不招国际生。

所以机会一般在弱电，尤其是computer 

architecture，VLSI, 和 RF(机会依次 递减)。

>> 未来方向

一 般 学 长 学 姐 们 都 会 选 择 至 少 读 个 

master，然后争取 master 期间做个实习。

关于是申请 master 还是 PhD，我个人

是比较倾向于 PhD 的。首先 master 积累的

经验未必足够，很多时候公司只招PhD。其

次，其实有时候 EE 的 PhD 更 像一个非常高

级的工程师培训。对于EE真正感兴趣的，

不妨读 PhD。

      最后，我觉得留美回国都是不错的路。

两边的机会都很多。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基本上选 EE 的交大一般就是 ECE，所

以把 270, 280, 230, 216, 215 都上就差不多了 。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没找到实习也没找到科研就回吧。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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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IOE的全称是工业与运筹工程，主要研

究如何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大致有几个

方向。一个是应用运筹学，主要是一些数

学规划在产业里的应用，包括服务行业，

供应链与库存，选址，医疗运筹等等。其

次是人因工程学，主要分析人体在工作中

的负荷，以求减少疲劳，提高安全性和工

作效率。还有质量监控，精益制造等。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科研的话，找本系感兴趣方向的教授就

好。由于鲜有本科毕业直接找到工作的例

子，读个研究生还是有必要的。

>> 未来方向

> 申研 /phD

        研究生的话 IOE 的学生主要申请 IOE，

以后去公司里做工程管理之类的工作或是

去咨询公司。也有人走数据科学方向，以

后利用统计方法做决策的数据分析师。也

有人申请金融工程，这主要是利用随机建

模方法给一些衍生品定价，或是用统计方

法预测投资的学科。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夏季一定要上 vv214 线性代数和 ve401 概

率统计两门数学课。

>> 专业介绍 

     海洋工程（Naval Architecture & Marine 

Engineering）做的是浮在海上的装置，简单

说就是船舶以及海上钻井平台。密大的这

个本科专业主要以船体结构还有流体力学

作为两个方向，至少本科阶段是全美排名

第一。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学生很少，每个年级只有 20 个同学，

那么找科研的容易程度就显而易见了。

   > 实习机会

如果去做实习的话，大多数同学都会

选择为船舶设计审查院服务，既可以加入

美国的，也可以加入英国、挪威等在美国

的分部。至于船舶制造的公司的话商业的

造船公司实在不多。

>> 未来方向

      读完船舶工程以后想转其他机械领域的

专业还是比较方便的。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按照正常的上课顺序把固体力学，热

力学还有振动等基础课在交大修好就行。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可以不回 JI，但是这样的话要精心规划

好自己的选课。

IO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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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介绍 

        ME 即 Mechanical Engineering，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机械工程。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UM-ME 的官网上有各个教授以及实验室

的信息。如果找到自己感兴趣的research可

以直接联系教授(发邮件或是去office hour)，

如果教授同意的话就 可以跟着他做啦!

                 此外，ME Department 还有一个专门为

了科研而设立的课 程，ME490 RISE(Research, 

Innovation, Serv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 实习机会

         ME找实习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平均一年大概2到3个人。公司需要先对实

习生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因此是以体验

和学习为主，打工为辅。大多数公司希望

实习生在毕业之后可以来公司工作。然而

我们出于身份问题一般本科毕业不会直接

工作，因此找实习就相对比较困难。但是

相对于另外一些专业来讲还是可以的。

>> 未来方向

> 就业想法

         ME 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的例子比较少，

大多数同学 都会选择继续读 master、PhD. 

在这里找一份跟汽车相关的工作并不困

难，不过也有不少校友从事其他方向的工

作。不过 ME 方向创业比较困难，因为创业

成本很 大。

> 申研 /phD

    毕业之后留 UM 的同学居多，一方面

是因为在ME方向上比UM好的学校不多

(MIT，Stanford， Berkley)，另一方面如果想

从事 automotive 方向的话UM有很大优势。

>> 是否回国

         ME 毕业之后回国或是留美都可以啦，

具体怎么打算还视个人情况而定。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ECE+ME 的选课没有固定的章法，建议

大家可以先 按照 JI 和 UM 的毕业要求排一下

课表。选课的核心思想:在保证申请前GPA 

的前提下尽量多修课。选课的建议:VM211

、VE215、VM240、VM235、 VM250 这几门

课需要在 JI 修完，此外优先修 ME 的课 程，

剩下的学分修 ECE 的专业课和人文。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大三夏季留 UM 和回交大各有利弊。个

人建议，对于能力比较强的同学来说，暑

假留在UM的优势更大一些(情感原因另当

别论);不过对于平时学习就比较累的同学来

说，可以通过在JI修课来缓解课业压力。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4

>> 专业介绍 

数学系主要分 3 个专业。第一个是 Actuarial 

mathematics 侧重于对保险、收益等进行详细

的计算，俗称精算。第二个是 Mathematics of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侧重于对财产管

理与风险的定性计算。第三个是 Pure/Honors 

Mathematics 是纯数学研究。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金融数学在美国找到实习的难度比较

大，主要是竞争比较激烈。纯数学的专业

更偏重于科研，但是科研机会并不太多，

原因在于本科的数学知识实在太匮乏。

>> 未来方向

     纯数学系的大多直接读博走学术路线，

金融数学的学生多选择读研后再工作。金

融数学的工作方向多是对冲基金、投行等

企业。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别选 vv214 线代，最好选择 ve203 离散

• 建议选 ve270 和 ve311

• 建议 ve280 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学期修掉，

可以拿CS的 minor。

•建议不要选 ve401

>> 专业介绍 

      UM 的物理系还是很值得一来的，全美

排名前十。同时物理系的学生非常少，一届

只有不到 30 人，但是教授数量却接近 80, 机

会非常多。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送你到 

CAE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去实习一个学期。

>> 各类机会

 > 科研机会

相 对 于 实 习 ， 科 研 是 一 个 主 要 方

向。UM物理系涵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

天文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物理等。

>> 未来方向

申请研究生的很少，一般都会直接申

请PhD。同时物理系转其他专业比较好转。

>> JI 准备

> 特别建议在 JI 学习的课程

•vp 390 一定要选

• ve 230 可以不选。这里的 physics 405 是必

修课， 转回去可以抵掉这门课

• 数学课选 HONORS MATHEMATICS。

> 大三夏季是否回 JI

        大三夏季最好不要回 JI。能在大三夏季

找到 research 是最重要的。

Mathematics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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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徐速

就像交大一样，UM同样有各式各样的饮食方

案：校内canteen，校内餐馆&café，外卖︐甚至

是自己下厨。

• 校内 canteen：

北校区（North Campus）的Bursley餐厅，自助式美

式餐厅，周一至周五全天开放。价格：早餐$6,午

餐$10，晚餐$12左右。（其实大部分人不在食堂

吃，因为选择比较少也比较贵） 

• 校内餐馆：

中餐类有Panda，鸿运（Lucky kitchen）之类的，

属于非常“西化”的中餐，但价格较便宜，两

个菜在$7左右。

西餐类有Ahmos(美式汉堡、三明治)， Ahmos（

西式简餐）等。

• 外卖：

许多餐厅有外卖服务，但并没有交大的饿了么

等外卖业务发达。

•Do it yourself ! :

在 附 近 的 大 超 市 K r o g e r 、 中 国 超 市 （ e g . 

Donghua，能买到国内大多数常见的食材和调味

料）买些食材，在住所自己下厨。经济实惠，

更加健康，也更有家的感觉。

编者的话：

对于在闵大荒生活了2年的吃货们来说，UM的饮食

• 校外合租公寓：

(Living at UM: www.housing.umich.edu)

1. Courtyards: 

北校区最好，距校区最近，交通方便，家具、设

施齐全，独立卫浴，价格较昂贵：$799/人/月（

校友会提供的申请福利：www.sjtuaaum.org/the-

courtyards-application-chinese.html）

2. Willowtree: 

交大学生选择最多，距校区比较近，无家具（校

友会将组织统一购买）。价格较便宜:可与2-4人

合租，$260/人/月。

3. Co-op: 

特点是GUFF(general unspecified free food，食物和设施

居民免费共享)。中国学生较少。价格较昂贵：$450/

人/月（包括GUFF则为$700）。

仿佛开启的新世界的大门。但对那些有着顽固“中

国胃”的同学来说，UM高热量的美式和各国风格

迥异的饮食或许意味着发胖、不合胃口等难题，而

且美帝的消费十分高昂，据采访的学长学姐说每月

的饮食消费不会低于4000RMB。因此许多学姐学长

们推荐自己烹饪伙食，这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胃口，

缓解了经济负担，更能通过烹调、共享食物的过程

交到五湖四海的朋友，岂不美哉？

> > Dining 
舌尖上的 UM

> > Accommodation
家在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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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采访到的学长表示在UM的学习非常紧张，

但在JI爆肝两年以后终于能见识到丰富多彩美式

大学生活了。只要有心，UM的课余生活可以非

常丰富。

•社团活动：

UM的学生社团有1350个之多，包罗万象，可以

在maizepages.umich. edu上了解具体社团信息。在

校区内也会举办Organization fair, 在各个社团的介

绍环节中不仅有免费食物还有许多有趣活动。

•校内——巴士：

非常方便，班次很多而且大多数都免费，其中

蓝色巴士总是免费，白色巴士在出示校园卡后

免费。具体巴士线路可见 pts.umich.edu/taking_

the_bus/routes

•校外——私家车：

安娜堡的校外巴士并不很发达，而且因为安娜

堡毕竟是一个大学城，周边的娱乐比较少，一

般去周边芝加哥等城市游玩，还是私家车比较

方便。大部分同学选择买车，等到不用了再卖

掉的方式。

编者的话：

在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的美国生活，汽车确实

能带来不少方便。但前提是你要提前获得驾

照，或者抱紧老司机的大腿哟！

4.合租：

在中校区合租别墅，大约$600-700一个人，优点

是中校区更有美式校园的氛围（因为北区主要以

工科生为主（笑））。

•日常购物：

1.校区附近的中型超市：

Kroger, Donghua(中式超市，有不少中国食材)

2.大型超市、购物广场：

Meijer， Wal – Mart, Briarwood Mall等。（因为距

离较远，经常去购物自己有车会更方便，否则根

本买不了什么。

3.网络购物：

Amazon 和Wal – Mart 的网上购物，很方便。

编者的话：

一般而言，大部分JI的学生会选择与原来的老同学

一起合租，生活习惯相仿而且学业上交流更加容

易。但和其他国家的同学合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呢！受访的学姐表示经常看到和外国人一起住

的同学一同出去玩，十分融洽，也是一个锻炼口

语的机会！

•本地组织：

即使没有入教，也可以参加教会组织的活动，

教会里的同学人都很nice！也可以参加兄弟会，

经常喝酒开趴。

•交大密西根校友会（SJTU-AAUM）：

所有DD的同学都默认为校友会成员。校友会

旨在为 Dual Degree 的同学提供尽可能多的信

息、活动和便利，校友会的主要活动详见 www.

sjtuaaum.org/calendar.html

编者的话：

因为各个专业时间节点不同，大家也比较忙，所

以密大校友会（AA）的活动还并不成熟。希望

前往UM的JIer也能为AA的发展献上一份力量！

> > Entertainment  
玩转 UM

> > Transportation
旅途中的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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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工学院）
        本硕连读项目让学生们可以在密院毕业后前往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本硕连续项目的

学生必须在密西根大学攻读至少一年。学生可以从密西根学院或交通大学所修的硕博课程

转最多六个学分到密西根大学的硕士课程。这六个学分可以兼用于两个学位。学生必须遵

守正在就读学校 （交大密西根学院本科和密西根大学硕士班）的规定并满足其需求条件。

        学生满足每个学位的条件之后，会获得由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由上海交通大学颁

发的学位证书，以及由交大密西根学院颁发的学习证书，完成本硕连读学位的学生会获得

美国密西根大学颁发的科学工程硕士学位证书。         

27

申请信息

申请时间：大三下或者大四上学期

申请对象：密西根学院大三或大四非双学位学生

申请专业参考网站：

电气工程：http://www.eecs.umich.edu/eecs/graduate/ece/ji-sgus.html      

机械工程：https://me.engin.umich.edu/academics/graduate/handbook/masters#JI-SUGS

船舶与海洋工程：https://name.engin.umich.edu/academics/gradprogram/requirements/sequential-

graduateundergraduate-studies-sgus/

集成系统和设计：简介见 JIcareer 公众号，详情请咨询 IPO 办公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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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学本硕连读（商学院）

这个项目给学生提供了获取密西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的机会，学生可以

在大四学习期间申请。如果申请通过，可以最早在大四冬季到密西根大学就读。这个项目

包含一年的学习以及之后由罗斯商学院安排的三个月实习。

学生将会获取一个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学学士（机械工程或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以及

密西根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

28

申请信息

申请参考网站：

https://michiganross.umich.edu/programs/master-of-managemen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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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本硕连读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是世界顶尖学府之一，在世界大学QS排名科学与技术方面与密西根

大学并列36名。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成立于1827年，时至今日，成为瑞典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超过14000名本科生以及1700余名硕士生在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就读。

密院与KTH合作的3+2项目让同学可以在大三学期进入KTH学习，参与一个KTH本校

的研究生项目。在这一年内，学生将会完成他们的高级毕业设计／高级设计项目并将所多

出来的学分归入密院毕业所需学分中。学分可以既当作密院的本科项目学分又当做KTH的

研究生项目学分。在密院毕业后，学生在KTH继续就读一年以获取硕士学位。在这一年

中，学费按正常学生收费。

专业选择：

ECE：机械学习        媒体管理

               电物理学        电力工程

               通讯系统               医学工程学

               网络服务与系统        嵌入式系统

               计算机连接网络

ME：工程设计                工程力学

              造船学                     车辆工程

申请信息
面向学生：

专业：ECE或ME

学年：大三学年

GPA要求：3.0

英语要求：视项目而定

学习时段：

一学年，九月至次年五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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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美国的顶尖公立高校系统之一，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于1868年成立。加州大学系统现

在美丽的加州包涵了许多分校。密西根学院的

同学可以与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尔湾分

校、洛杉矶分校、默塞德分校、河滨分校、圣

地亚哥分校、圣芭芭拉分校或者圣克鲁兹分校

进行交换活动。

申请对象： 大二、大三、大四学年

交流时间：

伯克利与默塞德分校的学年由两个15个礼

拜的学期组成，被称为大学期。其他分校的每

学年由三个十个星期的学期组成，被称为小学

期。夏季学期不属于常规学年交换时段。

成立与1856年的马里兰大学坐落于华盛顿

旁，大学公园中。由于其毗邻华盛顿，马里兰

大学参与了许多联邦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有与

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土安全部合作。马

里兰大学世界排名为43名，2016年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告将其排在57位。超过37000名学生和100个

本科生专业让学校包罗万象，资源丰富。

申请对象：   大二、大三或大四

交流时间：  秋季学期：八月末—圣诞节

                           春季学期：一月末—五月中

国际交流项目

Global E3 网络是一个专门为了工科学生而设立

的额交换系统。现在全世界有超过70个成员学院

每年将250个学生送往伙伴学院交流。该网络使

同学们可以在很多不同学校中选择而不需要有

任何双边的协定。

申请对象：  大二 大三 大四学生

交流时间：  取决于东道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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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超过44,000名学生，亚琛RWTH是德国

最大的专注技术课程的大学。它获得了所有德

国大学中最多的外界资金，并且在整体以及工

程与科学领域上处于国际高位排名（时代高等

教育排名第78位）。在德国，经常被认为是电

气，机械和化学工程方面的最佳大学。

申请对象： 大三或大四

                           (托福80，CEFR到达B1.1水平)

交流时间： 夏季 : 四月—七月

                          冬季: 十月—二月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成立于1743年，有着辉

煌的历史和科学成就。今天，它已经是德国工

科院校中研究能力最强的大学之一，在泰晤士

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123位，并在

其他的排名中名列前茅。

申请对象：大三或大四

                            (托福87，CEFR到达B2水平)

交流时间：   夏季：四月—七月

                            冬季：十月—二月

学期日期详情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是欧洲自然科学和工程学

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大型机构之一。KIT在九个科目

中排名在“QS世界大学排名2017”的前100名。它

在自然科学中排名第29，在全球工程技术中排名

第38。在物理和材料科学中，KIT也在全球前50名

的地方。根据2017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KIT

是德国最好的大学，在全球排名第20。

申请对象：大四（CEFR level B2 ）

交流时间： 夏季 : 四月 — 七月

                          冬季 : 十月 — 二月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CSU或NC State）追

溯到1887年，其前身是作为一个拨款学院成立。 

有34,000名学生是北卡罗来纳州或南卡罗来纳州

最大的大学。历史上，工程一直是其核心优势

之一，其工程学科受到高度评价。

申请对象：   大二、大三或大四

交流时间：   夏季 : 八月中旬 — 圣诞节

                            秋季 : 一月初 — 五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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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是欧洲领先的工程研究型

大学之一，被评为时代高等教育和QS世界排名

中的顶级机构。目前拥有19000名应用科学与工

程学士学位。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AE）

电子工程系，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EEMCS）

工业设计工程学院（IDE）

机械，海洋与材料工程学院（3ME）

申请对象：  大三或大四(TOEFL 90, IELTS 65)

交流时间：  第一学期 : 九月——二月

                           第二学期 : 二月——八月

      鲁汶大学成立于1425年，已经是近六个世纪

的学习中心。今天，它是比利时最大和排名最

高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最知名的大学之

一。鲁汶大学拥有遍布其各个校区的充满活力

的国际学者社区。大学54,000名学生中有14％

是国际性的，代表140个国家。鲁汶博士学院为

4000多名博士生提供国际化的博士课程。

申请对象：

大二，大三或大四(托福90， IELTS 65）

交流时间：第一学期: 九月下旬 — 二月上旬

                         第二学期: 二月中旬— 七月上旬

拉彭兰塔理工大学（LUT）是一所相当年

轻的大学，成立于1961年，有大约5000名学生。 

它位于芬兰北部，离俄罗斯边境不远，在欧洲

最大的湖泊之一的岸边。其战略重点是绿色

能源，可持续的业务和创新，以及商业技术合

作。

申请对象： 大二，大三或者大四

                                         （TOEFL 87, CEFR level B2 ）

交流时间：  春季学期: 一月——四月

                           秋季学期 : 九月——十二月

         慕尼黑工大是德国领先的大学之一，历史可

追溯到1868年，致力于工程和科学，几乎所有的

40,000名学生都参加了技术学位课程。在世界顶

尖大学的QS排名中，排名第六，是任何德国大学

排名最高的。

申请对象：  大三 大四学生

                         （托福87，CEFR到达B1.1水平）

交流时间：  夏季 : 四月——七月

                             冬季: 十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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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项目包含了在特鲁瓦四个星期的生活，

其中有许多的文化和历史活动，在此之后为一个

星期的“自由活动时间”，同学们在这一周内根

据个人规划在法国和欧洲游历。在特鲁瓦其间，

学生可以修一门或两门课程，总占8学分，这使

得该项目为所有冬季项目中最重学业的项目。闲

时活动包含了一次巴黎之旅、香槟酒窖参观和许

多展示法国著名菜系的活动。

申请对象： 全院学生

交流时间：一、二月中35天
        与柏林工业大学的交换项目是密院最老也最

受欢迎的冬季项目，最早一批来柏林（和欧洲

其他地区）的学生在2008年。这个项目包含了在

柏林的4个星期，有许多文化和历史活动，之后

位一周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参与者能够有机

会随心所欲地游历于德国和其欧洲的近邻国家。

语言项目：提供两学分的德语课程

技术项目：Java编程和卫星项目

申请对象：语言项目：全院学生

技术项目：大二，大三或者大四学生

交流时间：一、二月中35天

冬季项目
        麦吉尔大学是加拿大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位于蒙特利尔。McGill的继续学习学院提供为期

三周的学习计划，JI学生可以从三个program选

择：国际市场营销，企业家精神和领导力学习。

每个program包括两个课程，每个课程持续30小

时。在完成为期三周的课程后，JI学生可以自由

在加拿大旅游一周，然后返回上海。

申请对象：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学生

交流时段：  1月到2月的4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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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瓦拉大学工程学院，即TECNUN，是纳瓦

拉私立大学的一部分。在超过5周的时间里，学

生们可以学习一门基础的西班牙语课程并参观

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前两个星期在潘普洛纳

的主校区度过，之后两个星期在圣塞瓦斯蒂安

度过。四周之内，学生们可以参与西班牙语课

程。除此之外，学生们有机会参加研讨会并参

与文化活动。不仅如此，还有远足去滑雪、徒

步旅行和坐帆船的活动。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星

期是项目的亮点之一。

申请对象： 全院学生

交流时间：  1月至2月的35天

      位于澳大利亚南面的阿德莱德大学长期以来

以全国第一的女子教育和本土教育闻名。在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113位。阿德莱德项目是密

院最新的冬季项目之一。该项目包含了在阿德

莱德的充满文化与历史活动的4个星期，和一个

星期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参与者有机会随心

所欲地在澳大利亚游玩。

申请对象： 全院学生

交流时间：  1月至2月的35天

         立命馆大学在1869年首先在京都成立私立学

院，然后在1922年成为正式的大学。它被认为是

日本最顶级的私立大学之一，也是京都大学更

自由的对应。 在语言学校，JI学生将参加30天的

语言课程，其中有四个不同的级别。同时，在

京都以外的琵琶湖 – 草津校区将提供一个1学分

的机器人课程介绍课程，学生将有机会参加文

化课程。完成课程后，学生将有机会在日本自

由旅行一个星期。

申请对象：全院学生

交流时间： 1月到2月的35天

冬季项目

34

交流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国际项目办公室         电话：+86-21-3420-6046

联系人：杜燕老师：viva.du@sjtu.edu.cn               熊静怡老师：jingyi.xiong@sjtu.edu.cn

学分转换信息查询：http://ji.sjtu.edu.cn/equivalence/index

国际项目办公室网址：http://umji.sjtu.edu.cn/global/?lang=zh-hans
34



35

美国部分高校托福和 GRE 要求

1.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生院不设最低要求，但托福口语部分成绩

低于28分、雅思口语部分成绩低于8.0分的学生

要参加English placement test，没通过这个考试的

学生要去读语言课程。

2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研究生：无统一托福最低成绩申请要求，在此

只列出去一些学院作参考。以其教育学院为

例，要求托福最低申请成绩是总成绩不低于104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26分。要求

雅思最低申请成绩是总分不得低于7.5分，听

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7.5分（要求申请人GRE 

General成绩的语文部分低于50%，数学部分低于

30%，分析性写作低于3.5分，那么被录取的几率

很小。）比如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只接受托福考

试，不接受其他。该学院要求申请人最低托福

成绩为80分。

3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同项目可能会有具体的要求。

4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生院：以文理学院研究生院

为例，托福最低录取分数100分，雅思最低录取

分数为7.0分。

4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研究生院：只接受托福成绩，不接受雅思成

绩，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供托福成绩，未给出统

一的托福最低申请要求。

语言要求描述：国际学生必须能够轻松阅读英

语，理解课堂和小组讨论常用的习语，快速清

晰地以口语和写作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4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研究生院：自然科学部和分子工程学院认为托

福总成绩低于90分、雅思总成绩低于7分的申请

人通常不会被录取，除非他们展示出自己的英

语能力。

其他系院要求申请人的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104

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26分，雅思总

成绩不得低于7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

于7分。

7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

8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研究生院：托福最低录取分数为90分，雅思最低

录取分数为7.0分。

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各学

院各项目要求均不同。

10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学院

研究生院：接受托福成绩也接受雅思成绩（和

其本科要求不同，本科不接受雅思成绩），不

设最低托福和雅思成绩要求。

11 Dartmouth College

达特茅斯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各学

院各项目要求均不同。

1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

以文理类和工程类项目为例，文理和工程类专

业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100分，雅思

总成绩不得低于7分。

13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

14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 

研究生院：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77分，其中写作

部分不低于20分，听力部分不低于15分，阅读部

分不低于20分，口语部分不低于22分。雅思总成

绩不得低于7分。

15 Brown University

布朗大学 

研究生院：推荐申请人托福申请总成绩不低于90

分，雅思总成绩不低于7.0分。

15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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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大学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80分，

其中口语部分不得低于23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

于7分

17 Vanderbilt University

范德堡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托福和雅思成绩要求。

18 Rice University

莱斯大学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成绩不得低于90分，雅

思总成绩不得低于7.0分。

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研究生院：托福成绩不得低于90分，雅思总成绩

不得低于7.0分。

20 Emory University

埃默里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要求

20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 

研究生院：以文理学院为例，接受托福和雅思

成绩，但未给出统一语言要求。

2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研究生院：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87分，其中推荐

写作部分不低于25分，口语部分不低于24分，阅

读部分不低于21分，听力部分不低于17分。

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7.0分。

23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弗吉尼亚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以文理

学院的研究生项目为例，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

绩不得低于90分，其中口语和写作部分不得低于

22分，阅读和听力部分不得低于23分。要求申请

人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7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

项不得低于7分。

24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内基梅隆大学 

暂无信息。

24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研究生院：博士项目申请要求是托福总成绩不

得低于100分，其中听说读写各项不低于20分，

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7.0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

项不得低于6分。

硕士申请要求：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90分，其中

听说读写各项不低于20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

6.5分，其中听说读写各单项不得低于6分。

26 Tufts University

塔夫斯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的语言成绩要求。

26 Wake Forest University

维克森林大学 

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托福和雅思都接受。最低

托福成绩79分，雅思总成绩不低于6.5分。

2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低于84

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6.5分。

29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79分，

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7.0分。

30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总体托福或雅思成绩要求。以

下以其文理学院研究生项目为例，要求申请人

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100分，雅思总成绩不得低

于7分。

31 New York University(NYU)

纽约大学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其中文

理学院研究生院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

于100分（但是该院表示低于100分的同学也可以

申请，因为多种因素会影响最终录取），不接

受雅思成绩。

32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威廉玛丽学院 

研究生院：未给出统一语言成绩要求。以其教

育学院为例，要求申请人托福总成绩不得低于

100分，接受雅思成绩，但未给出雅思最低成绩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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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大学，很多事情就得完
全靠自己的双手去完成。大学四
年，如果能尽早做好职业规划，
会对自己今后的发展增添许多助
力。给学院或者交大的办公室打
打工、课余时间做做实习、申请
奖学金……这些都是在你的职业
成长中可以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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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项目

学院助管、勤工助学与奖学金

JI 办公室助管的职责主要是帮助办公
室的常规办公和完成办公室负责人布置的
文件工作，需要申请者有良好的英文沟通
与写作能力，细心，耐心，组织能力强，
学习速度快。工资各个办公室有所差异。

有关 JI 办公室助管的招聘信息请关
注 JICareer。

学院助管

JI 办公室助管

WeChat ID: umjicareer
QR code:

勤工助学

奖学金

欲了解有关交大勤工助学与兼职机会的信
息请登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事务中心官方
网站：

http://affairs.sjtu.edu.cn/main.action

JI 特设奖学金

密西根学院状元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和美国密西根大学为报考密西根学院、当
年高考各省（直辖市）第一名的优秀学生
专项设立。如果未参加双学位项目，获奖
学生每年可获得 5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四
年最高可获 20 万人民币的全额奖学金；如
果参加密西根大学本科双学位项目，获奖
学生可获前两年密西根学院学费的全额奖
学金和后两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费的全额
奖学金，即总额超过 70 万人民币的全额奖
学金。
 
密西根学院励志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
为报考密西根学院、高考成绩优异且家庭
经济条件困难的优秀学生专项设立。高考
总分（不含加分）在考生数达 50 万以上的
省前 150 名的学生，考生数在 30 万到 50
万的省前 100 名学生和考生数 30 万以下的
省（直辖市）前 50 名的优秀学生，根据其
家庭经济情况的不同每年可申请获得 1 万
到 4 万人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
获 16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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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炯孙洁卓越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
永久基金”捐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
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俪全额赞助。旨在奖
励第一志愿报考密西根学院，高考总分（不
含加分）在考生数达 50 万以上的省前 100
名学生，考生数在 30 万到 50 万的省前 50
名学生和考生数 30 万以下的省（直辖市）
前 30 名的优秀学生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
本科学业。获奖学生每年可获得 5 万人民
币的奖学金，四年最高可获 20 万人民币的
全额奖学金。

吴炯孙洁英才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
洁永久基金”捐赠人——企业家、投资家
吴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俪全额赞助。旨在
奖励第一志愿报考密西根学院，高考总分
（不含加分）名列所在省（直辖市）被上
海交通大学录取学生的前 5% 的优秀学生
在交大密西根学院完成本科学业。获奖学
生可获得 2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四年最高
可获 8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吴炯孙洁阳光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
永久基金”捐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
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俪全额赞助。旨在奖
励和支持成绩优秀的学生在交大密西根学
院完成本科学业（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
件相对困难者优先）。每年秋季学期向学
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学习成
绩和家庭经济情况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1
万到 4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最
高可获 16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吴炯孙洁夫妇与获奖学生

吴炯孙洁腾飞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吴炯孙洁
永久基金”捐赠人——企业家、投资家吴
炯先生和孙洁女士伉俪全额赞助。旨在特
别奖励在密西根学院就读大三大四、成绩
优异、综合能力突出的学生。每年秋季学
期向学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
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2 万到 4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两年最高可
获 8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俞黎明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俞黎明永
久基金”捐赠人——企业家、慈善家俞黎
明先生和郑晓敏女士伉俪全额赞助。旨在
奖励和支持成绩优秀的学生在交大密西根
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
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每年秋季学期向
学生开放申请，综合评定申请学生的学习
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后，获奖学生可获得
1 万到 4 万元人民币不等的奖学金，四年
最高可获 16 万人民币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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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家族奖学金

 The Cheng Family Endowed Scholarship

该 奖 学 金 是“The Cheng Family 
Endowed Funds”捐赠人——经济学家程强
先生和张婧晓女士伉俪为纪念家族成员与
美国密西根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深厚
渊源，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设立的一项专项
永久基金。旨在奖励和支持密西根学院品
学兼优的双学位学生（同等条件下家庭经
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在美国密西根大
学完成本科学业。获奖学生可一次性获得
0.25 万美元的奖学金。

 金乐琦奖学金 

The Roger King Scholarship

该奖学金是“The Roger King Scholarship 
Fund”捐赠人——美籍华人企业家、慈善
家金乐琦先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工学院设
立的一项专项基金。旨在奖励密西根学院
参加双学位的优秀学生在美国密西根大学
工学院完成本科学业。
 
博世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博世奖学
金”捐赠方——博世集团（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全额赞助。旨在奖励品学兼优的密
西根学院学生（同等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
相对困难者优先），鼓励他们更努力学习，
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俞黎明先生

唐君远密西根学院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上海交通大学唐君远密
西根学院奖学金”捐赠方——上海唐君远
教育基金会全额赞助。旨在奖励密西根学
院学习成绩优异、综合能力表现突出、具
有卓越领导力的双学位学生在美国密西根
大学完成学业。获奖学生可获得 12.5 万人
民币的奖学金，两年最高可获 25 万人民币
的奖学金。
 
林氏奖学金

 Jackson and Muriel Lum Endowed 
Scholarship

该 奖 学 金 是“Jackson and Muriel Lum 
Endowed Scholarship Fund”捐赠人——企
业家、美国爱国华侨林积顺先生和赵妙霞
女士伉俪为纪念金婚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设
立的一项专项永久基金。旨在奖励和支持
密西根学院品学兼优的双学位学生（同等
条件下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困难者优先）在
美国密西根大学完成本科学业。获奖学生
可获得 0.5 万到 2 万美元不等的奖学金，
两年最高可获 4 万美元的奖学金。
 

除以上所列奖学金项目外，学生在校期间，还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上海交通大学设置的各类奖助学金，
以及密西根学院为学生设置的其他各类奖学金、助学金和海外交流研修奖学金等。其中，密西根学院状元奖学金、密西根学院
励志奖学金、吴炯孙洁卓越奖学金、吴炯孙洁英才奖学金等同类奖学金不可兼得。

关于奖学金、助学金等更多详细信息，可咨询密西根学院吴琦老师：

• 电话：021-34206045 转 3192
• 邮箱：nc.ude.utjs@322_iq_uw
欲了解有关交大奖学金制度请登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事务中心官方网站：http://affairs.sjtu.edu.cn/main.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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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实习

密西根学院就业、实习指南

简历投递时机和数量

1. 投递时机

找到一份合适的全职、实习职位，约需
两周至一个月的时间。从投递简历开始，
请保持手机通畅，以便 HR 能随时进行
联系。

2. 投递数量

至少需投递 10-20 封简历，以获得面试
机会。简历内容需根据投递公司与行业，
进行相应调整。

3. 投递格式

邮件标题：姓名 + 年级 + 专业 + 手机号
码 + 上海交通大学 + 全职 / 实习职位名

邮件内容：以对公司尊称，根据职位描
述，撰写 2-3 条自荐理由。

简历命名：以附件形式，将中英文简历
放在一个 PDF 中，命名为：姓名 + 职位
名 + 手机号

1. 密西根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umjicareer

密西根学院职业与生涯发展中心面向全
体在校生和校友，分布求职实习、生涯
发展、个人成长类相关信息，助力学生
职业生涯发展。

2. Canvas-JI Career

该板块发布学院合作企业招聘信息，职
位直接或仅面向密西根学院学生开放。
同时，可通过该板块查阅历年合作企业
招聘信息，大多数公司常年招聘实习生。

全职、实习职位信息获取渠道

发 送 简 历 至 ji-career@sjtu.edu.cn， 邮 件
标题：姓名 + 年级 + 手机 + 意向公司：
**+ 可实习时间：**，询问该公司近期
是否招聘，并在邮件正文撰写自荐理由。

3. 上海交通大学就业中心

1）微信公众号：sjtucareer

每日更新宣讲会及招聘公司信息。参
加公司宣讲会，是快速熟悉职场世界
的极佳途径。通过与 HR 和来访交大
校友们面对面交流，可尝试递交简历，
询问是否可申请成为实习生。

2）网站：http://scc.sjtu.edu.cn/

交大就业中心网站中，有更为详细的
公司和职位介绍。可在网站定制感兴
趣的行业、公司，获得信息推送。

4. 上海交通大学 BBS

该 BBS 多为交大校友、在校生发布信息，
信息量大，且更新快。但公司类型、层
次较为参差不齐。

https://bbs.sjtu.edu.cn - 社会信息 - Work- 
JobInfo（全职）/PartTime（兼职）

5. 面向在校生 / 应届生的招聘网站

网站中有来自各大院校 BBS 的招聘信息
汇总，并有历年同学总结的公司求职攻
略。

应届生网 www.yingjiesheng.com

大街网 www.dajie.com

6. 面向社会人士的招聘网站

多面向有工作经验人士，偶有面向应届
生和在校生的实习职位。

中华英才网 www.chinahr.com

51job www.51job.com

智联招聘 www.zhaop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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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生活中同学们不免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苦恼的你不知
道如何是好。这时候不如来听听
学长学姐的建议吧！同时学院也
推出了生涯导师项目，随时帮你
排忧解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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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UM
的日子

为什么选择申请 UM ？

郭子奇：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会是一种挑战更是成长。我在 JI 的第一个
学期因为不适应就很 struggling，后来发现自己挺过来了，成
长了许多。很多时候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挑战中丰满起来的，
UM 对我正是如此。

黄赞华：高二参加高校自招培训，曾经去过美国，认为接触不同的文
化环境对于人生阅历有很大的帮助，萌生出国的想法。

如何准备申请？

黄赞华：首先充分查看 handbook。GPA 很重要，若 GPA 不够突出，
须在 essay 上花心思，可以找 writing center。托福是硬性指标，
必须要达到要求。

曹   越：充分查看 handbook，在大一选专业过后会有 advising center 帮
助学生进行专业方向的选择，每个人都是要报名的。需要高
中毕业证明的成绩单。托福还是最好一次就过的，拼分是可
以的，但是风险比较大。GPA 是一个大保障，但是 essay 与
UM 以及所选专业的契合度要高。

如何写好 essay ？

黄赞华 : 一般有自我介绍，为什么选择 UM 的什么学科，在 UM
想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将自己在团队中定位的独特品质。
总的来说写 essay 需要展现个性，文章要写的思路清晰
是比较受青睐的。

Q

A

学
长
经
验
访
谈

Q

A

Q

A

参加 DD 项目是很多同学的目标。那么如何申请，UM 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来听听参加 DD 项目学长们是怎么说的。

文 / 吴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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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越：要写出自己报考 UM 的 consideration，一定的自夸成分要在。
要充分了解自己想学的那门专业，再把 essay 往这个专业方向
上靠。
学了 vy 课程之后发现 evidence 和 explanation 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想学 UM 的这个专业，原因是 1-2-3，对于 1 我有什么
样的经历 ABC 来作为证据，帮助我因为 1 去选这个专业，2、
3 是同理的。同时要将自己在密院所学的专业获得的成果和经
验，与在 UM 即将要学的专业进行贯通。

关于申请，有什么想分享给学弟学妹们的？

黄赞华：着重在平时的学习，毕竟成绩在 DD 申请中还是占有相当大
一部分的。在决定是否 DD 前想清楚自己未来的规划，想清
自己为什么要去，一旦决定之后就不要放弃，要时刻为目标
奋斗。
平时尽量看英语原版书，养成看英语书的习惯，不看中文翻
译的教材。

曹   越：密院整体会给人一个 peer pressure 的氛围，让人觉得有不得不
前进的感觉。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不是
说 DD 就是最好的，其他的选择也有很多让人受益更多的。
我当时没觉得一定要 DD，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去
冲一下。

UM 的生活怎么样？衣食住行都适应吗？

张天均：生活还是挺愉快的。JI 的同学一般都主在两块公寓，从这里
到学校坐公交车 15 分钟，还是挺方便的，一般不骑车，毕竟
八个月在下雪。工程学院、艺术学院在北校区，理学院人文
学院在中校区。JI 大部分同学都在工学院。吃的话附近有几
家中餐馆，餐馆挺多。北校区就一个食堂，不过中校有很多
食堂。

UM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郭子奇：感受丰富多彩的事情，跟 local student 交流本身很棒。密西根
四万多学生，中国两千到三千，很多相同背景的在一起，交
了很多学费当然要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Q

A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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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在 UM 特别是工学院会有很多沙龙、交流会等活动？

张天均：平台非常广阔。这里是个非常 public 的地方，艺术学院，建
筑学院在工学院旁边，跨界交流很频繁。每时每刻都有不同
活动在进行。学术沙龙有很多，例如教授的 workshop。学生
活动更多了，比如一天的design project， 有业界专家作为评审，
在一天时间内设计项目，像 coding programming 之类的。

融入当地同学中会不会有困难？

张天均：一开始肯定有。Culture shock，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口语太差了。
真正交流的时候，其实跟在交大的时候找教授什么的完全不
一样。比如去点菜，买票，特别是和美国同学合作做 project
的时候，想象一下工导全程说英文，跟外国人讨论，很多时
候他们理解不了我们也听不懂，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也有文化差异在里面。当然经历了这些，之后才能站在国际
化的平台上，走的更远。

在美国学习和中国有什么不同？

张天均：课堂感觉完全不一样，在交大大家提问的人很少，像火神问
any question ？下面鸦雀无声。但在 UM 所有的人都 Involve
进来。关键在于，教授很多时候都是基于问题展开 lecture。
根据课堂节奏提出问题，跟进问题其实是很 challenge 的，先
要有胆量、其次是语言和思想去 drive conversation。

学长是怎样适应的？

张天均：思考提出问题的 motivation，并且去了解不同的观点。当然很
多时候，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到后面一听到内容，迅速思考
几秒就有问题提出来。并不是说周三 lecture，我周一读，周
一准备问题。

口语是一方面，阅读会有障碍吗？

张天均：阅读量其实不大。会有有 recommend reading，但是都不是必
须的。不过，graduate level 会要读很多 paper。

Q

A

Q

A

Q

A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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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的学习方式是什么？

张 天 均： 像 本 科 主 要 是 project base， 例 如 cs 专 业 讲 machine 
learning， 会 有 四 个 project， 例 如 语 言 图 像 识 别，deep 
learning 通过实践来学习，也和学习的理论紧密相关。这其中
非常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团队和个人的项目都会有。相比而
言学生自己组织的项目自由度更广，课程 project 和理论相关
性更高。例如同学自己的 solar car team。这些项目都是没有
假设条件的，全都是要一个学生团队自己摸索。密西根在全
球很多工程比赛上都有很好的名次，本科生在四年里能 9 做
出一辆车，很厉害。

学术交流的机会多吗？

张天均：当然。有很多科研成果 presenting，比如斯坦福的教授讲他们
的 project，或是各种社团。

那时间会比较紧张吗？

张泽宇：来到这边以后课程压力没有那么大，当然有些课比较大。这
就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比如跟教授做科研，去社团，听
沙龙，反正时间够自己想做的事。像我们就正在商讨做一系
列的采访纪录片，关于中美教育，中国有什么参考向美国参
考借鉴的地方。大部分 JI 学生会选择跟教授做科研。

UM 教学资源如何？

张泽宇：UM 教授资源很多，一个课上二三十个学生，跟教授交流机会
很多，有很多教授可以有机会一起做科研，只要你愿意努力，
愿意学习。而且教授如果教过 JI 的学生可能对 JI 学生印象比
较好。教授很欢迎跟着多科研，但一定要自己去找。可以问
一下学长学姐，或是教授，当然前提是你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总之 UM 资源机会都特别多。

说了这么多学术方面的，那平时都怎么娱乐？

张泽宇：偶尔去电影院，KTV 吧。自娱自乐比较多，打打牌，打打游
戏，娱乐方式比较少。安娜堡毕竟更像个小镇，分布的比较散，
不像闵行，这里没有商业中心。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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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户外运动呢？

张泽宇：健身房对 UM 学生免费开放。这里到处都是公园，风景很好，
走在路上就算是户外啦。

本科毕业后怎么打算？

张泽宇：关键在于自己想做什么，就业，创业、工作一段时间再读研、
直接读研，都是选择。我个人想工作一段时间再读研。因为
读书读了这么久，十几年下来，我想先去社会体验一下，思
考一下，再决定未来到底要走哪条路。

郭子奇：我打算创业。一开始，如果能有一份在硅谷的工作，我就会
很满足了。但是，这两年我想法有了改变。特别是通过 UM
创业中心的组织，我发现创业是非常好玩的。在接触很多创
业公司的过程中，我了解他们的故事，怎么走上这条路，后
来联系到了加州的一个公司实习，实习三个月。发现创业对
我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那种创造的激情。所以暑假实习完，
我就考虑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是 JI 的一个 08 级的学长创立的。
大二时候我采访过，一开始是像他咨询建议，后来决定加入他。
创业公司没有限制，而且它会牵涉到所有的事情，这也满足
我的好奇心。

最后，学长们有什么建议吗？

郭子奇：踏实 and 自信。相信自己能做很多事情，在学习之外开发自
己的潜能，然后踏实的去做。JI 的学生成功案例有很多，在
学术科研领导力创业商业各个领域。成绩很现实，但别太局限，
时刻问自己 so what ？拿好工作？研究生？视野要长远。

张泽宇：我很赞同。科研不是最重要的，在交大一样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重要的是要在学习、交流的过程中思考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Q

A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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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长学姐们选择留在密院。那
么留在密院的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优秀的机会呢？

学
长
经
验
访
谈

MY  LIFE     
IN

UM-JI
交换项目篇

文 / 黄蒟瑞

学长为什么选择去交换呢？

陈    钊：大三春季没课了嘛，大部分要么实习要么交换，自己觉得交换比
实习对今后申研更有用吧，还有就是不太想实习，每天过去给人
打工几个月想想就很无聊啊哈哈，况且实习的话大四也还有机会
啊。

交换项目该如何申请呢？有哪些途径？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如何才能让自
己的材料有亮点呢？

陈    钊：从去年开始交大的项目每年都在春季就会放下半年及明年春季的
项目，因为别的学院不像我们春季没课，项目选择很多，竞争
也比较少。有交换打算的就要早一点申请起来了。我个人是秋季
申请的学院的项目，因为当时不知道春季就能申请了，特别是香
港的一些项目基本都选完了，秋季剩下的几个名额都是春季选剩
下的。我就申了个 GE3( 一个很多学校组成的组织，互相都能申
请交换项目，可自行搜索成员名单 ) 的项目来了 UIUC。 想走交
大项目的我就没啥经验可以分享了。还有一条路就不靠学校完全
靠自己申咯，我这种消息比较闭塞的之前根本不知道这条路，至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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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申请材料，基本都差不多，canvas 上也会有通知，主要就是
essay 吧，其他就是托福，成绩单，护照之类，很方便，比申
请 2 ＋ 2 方便多了。签证就等申请通过了以后学校会发给你的
DS2019 或者 I20 再去搞。
亮点？ essay 好好写？噢有些学校可能要推荐信，比如我这个，
没有比较熟的教授的话可能比较棘手。有封好推荐信应该符合你
说的亮点吧。

交换的门槛有哪些？成绩有什么要求吗？

陈    钊：成绩没有硬性指标吧，特别是走交大的项目的话，名额还是很充
裕的。学院的话可能需要根据你的成绩和其他方面分配名额。不
同项目难度也不一样，所以很难具体给个门槛。不管成绩如何鼓
励都去试一试，像我这样运气好就进了哈哈。

如何选择交换的学校？

陈    钊：其实当时没多少选择空间了，不想去欧洲的项目，香港的项目基
本选完了，有几个港大的名额当时纠结过，最后还是申了 GE3
的项目。有三个志愿可以填，美国的和别的地方的学校不能同时
填在志愿上。GIT 不支持春季项目，UIUC 要求想进必须填在第
一志愿，里面名校不是特别多，我当时就 UIUC 第一志愿，因为
实在很想去啊，公立三巨头，工科强物价低国人多。现在学期过
半，很享受这里的生活。如果有想去的欢迎联系我哈。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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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项目篇
文 / 黄蒟瑞

除了交换项目以外，学院还有很多优秀的学院项目，如，KTH 3+2 项目，UM 工学
院 4+1 项目等。下面采访的就是一位参加 Ross 商学院 4+1 项目的学长。

Q

A

学长转商科的动机是什么？

杨兆鸿：多半是收到家人的影响，他们大部分是从商，另外会选择商科的
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学了四年工科下来并不怎么合适。

工转商后，这四年所学的工程知识岂不是就有些浪费，无法将所学予以致
用？

杨兆鸿：在密院这四年培养锻炼了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抗压能力以及自
学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往后不管是在哪的领域都是有很大助益的。
更何况复合型人才，拥有理工背景进而从商，相较于单一领域的
人才更能获得青睐与肯定。

研究生转商相较于本科四年选择就读商学院的同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会不
会稍显不足或是学业落后呢？

杨兆鸿：这方面倒不至于，商科教程不是特别难的，并且跟 UM 的 Ross
项目可以先学个商科的基础，所以不会有课业跟不上的顾虑。

工转商会选择哪方面就业呢？

杨兆鸿：商科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基本上选择十分多样，大多数的就业
以金融业投资管理方向偏多。

UM 的 Ross 项目的门槛条件是多少？

杨兆鸿：Ross 项目宣讲会上要求 GPA3.2 以上 GMAT680 以上等等，但其
实都不是硬性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颗热忱渴望这个项目的心
态以及经历和人格，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 GPA 没有达到要求，
但在其他方面准备十分充裕，还是可以拿到 offer。

工转商后，这四年所学的工程知识岂不是就有些浪费，无法将所学予以致工转商后，这四年所学的工程知识岂不是就有些浪费，无法将所学予以致
用？

杨兆鸿：在密院这四年培养锻炼了很好的逻辑思维能力，抗压能力以及自
学能力，这些能力对于往后不管是在哪的领域都是有很大助益的。
更何况复合型人才，拥有理工背景进而从商，相较于单一领域的
人才更能获得青睐与肯定。

研究生转商相较于本科四年选择就读商学院的同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会不研究生转商相较于本科四年选择就读商学院的同学，在专业知识方面会不
会稍显不足或是学业落后呢？会稍显不足或是学业落后呢？

杨兆鸿：这方面倒不至于，商科教程不是特别难的，并且跟 UM 的 Ross
项目可以先学个商科的基础，所以不会有课业跟不上的顾虑。

Q

A

Q

A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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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 2+2 ？

李衍融：那个时候考虑的因素可能和现在的不太一样，我当时也没有
想特别多，但现在回过头看看还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挺正确的。
有两个因素吧：第一，因为我没有读 PHD 的打算，所以 2+2
没什么必要。按之前的申请 master 的结果看，2+2 对于申请
斯坦福或伯克利这类的 dream school 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就
EE 专业来说，参加 2+2 可能对于学校档次并没有本质的提高
但却多花了很多钱。第二，不申请 PHD 的话 2+2 回报率比较
低。在美国，本科出来能直接就业的基本只有 CS 专业的一些
学生，大多数学生就业都要在完成硕士学位之后。而且对于
职业发展来说多一个美国的本科学位并没有多少帮助，可能
只有申请 PHD 用得到。

在密院本科期间有参加科研么？

李衍融：之前跟着王旭东老师做了两年 wireless networking lab 方向的
科研，这个项目比较偏理论。在这个之前还凭借对于物理的
兴趣参加过光学方面的科研。

科研对于申研有帮助么？以及你觉得什么时候参与科研比较合适？

李衍融：科研的话还是尽早开始，像我就是大一开始尝试，后来换了
项目。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科研会有很高的要求，但是就大一
的知识水平实习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还是推荐先参与科研，
不同老师会有不同的要求不需要担心。即使没有成果也可以
结交很多朋友，对于就业也有很好的人脉。申请 master 的话
对于科研没有什么要求，少数的顶级名校可能会有，基本来
说做出成果科研对于申请 PHD 比较有用。如果只读 master
的话可以抱着学习和长见识的心态去从事科研工作，想读
PHD 的话其实是科研 > GPA 的。

Q
A

Q

A

Q

A

海外申研篇
文 / 许     晶

在密院的四年生活，除了参加学院的交换项目和学位项目之外，你也可以自己申请
海外高校。下面采访到的李衍融学长就正在加州伯克利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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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国外名校要准备些什么呢？

李衍融：这个大一大二不用过多考虑，大三大四自然就会了。GRE、
TOEFL 建议在大四前就考完，最晚不能晚于大四的 11 月，12 月
开始就陆续有学校 deadline 了。分数线的话不同学校不一样而且
也不是死的，最重要的还是 TOERL、GRE 和 GPA，还有导师
推荐信也是必须的。这里也会涉及到科研对于申研的帮助了。光
凭借一个 A+ 让教授写推荐信的话不可避免内容会比较空洞，所
以需要科研时一起探讨研究以及一次次的组会让导师对你有更多
的了解和更深的印象，可以在推荐信中加入更多的细节和例子，
让整封推荐信更有力也更充实。另外建议提早考完并留出足够的
时间对于申请的学校做一些 research，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推
荐一个叫做“一亩三分地”的网站，信息量很大，可以以近两年的
出国申请作为参考。申请国外高校这个方面人与人之间的情况会
很不一样，还是要自己下功夫做好充足的准备。

出国后的学习和密院差别大么？

李衍融：不大。教学体系，作业密度，评分体系和作业要求都非常相像，
可以很快适应。

对于学弟学妹有什么想说的么？

李衍融：JI 最好的地方其实在于朋友圈，
和培养一个人吃苦的能力，而
并不是那些表面上的申请到了
什么 master 之类的。没事的
时候多了解一些象牙塔外的世
界，提高思维的灵活性。也要
丰富自己的思想和见识，让自
己变得对别人有价值。

Q

A

Q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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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Q

A

宋霸你好！之所以被大家公认为“霸”，那么你在学习成绩上一定有过人
之处。在密院的三年来，你的成绩是否始终非常优秀呢？

宋     宭：其实我的 GPA 也就排名 20 几名，毕竟周围厉害的人都特别多。
GPA 基本上只要上课好好听课，认真刷题，不要浪，就都会很好。

你这么优秀的学习成绩一定和你的选课方式有关系！那在课程的选择方
面，你是怎么想的呢？

宋    宭：我都是选的最难的！我觉得最难的才有点意思，当时是想着挑战
一下自己，最后发现成绩也还行，没有翻车。具体选择哪些课也
因人而异，我选这些课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搞数学竞赛，而且
物理竞赛也稍微搞了一点。所以大学的这些东西我高三的时候基
本都已经看过，一上来对自己有点信心。所以我选的数分啊，强
物啊都没什么问题。

你现在读大三，课程的负担大不大？都是什么类型的课呢？

宋    宭：密院的课比较少，所以如果要像我一样，走计算机方向的话，在
大三的时候就要选一些 400-level 的课了。也就是说这些原本是
大四上的，但是因为申请研究生到大三就结束了，所以如果大三
不修这些课的话，相当于成绩单上没这些课，非常吃亏。所以我
们都会想办法把这些课提前修。提前的代价就是大三就要忙死了。
所以现在我一个学期四门课都是专业课，没有一门课可以稍微水
一水的。而且这个样子要维持两个学期。其实稍微轻松点倒也行。
这个选课的话，最好要和学长学姐提前咨询一下。不管是打算留
在国内还是出国，选课都要早点准备才行。要从学长那里得到一
些消息，或者从密院官方那里了解，比如说有一个 degree sheet
的那种，要去研究一下。我是在大一下半学期，也就是大一春季
的时候，就基本上把我后面三年的选课计划就差不多定下来了。
结果现在果然很累！

这样子就感觉有条不紊，一点也不会慌！那么人文课呢？

就业实习篇
文 / 岳羽帆

除了参加密院多种多样的的海外项目以外，实习也是个很好的选择。这次，我们请
来了宋宭学长——宋霸来为我们谈谈实习那些事。

Q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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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Q

A 宋    宭：对于人文课，如果是铁了心要 dd 的话，春季的话可以提前付钱
上一点，如果留在交大的话其实上人文课的机会还蛮多的，每个
学期选一门就差不多了。

大三应该进入了实习的繁忙期，你们现在实习多吗？

宋    宭：实习的话主要在寒假，就是刚过去的这个寒假。因为密院的寒假
12 月底就放了，一直放到大三的春季学期，而大三的春季学期，
在密院这里是没有必修课的，你可以自己花钱上人文，也可以上
交大那边的课，但是密院这边是没有必修要求的，所以密院学生
的假期相当于从 12 月份到 5 月份，大概 5 到 6 个月，这些时间
就是完全交给你自己去支配的，所以这时候去找实习是非常好的。
当时我就是在十二月底找的。

那你都找了哪些实习工作呢？

宋    宭：因为我想做偏 CS 方向的工作，所以就找了一些码农的实习工作。
其实我特别想谈谈我的面试经历！说到我的面试经历，我记得当
时我针对每一个公司都准备了简历，其实就是一份简历稍微改
一改。大二下学期有专门一节课教你怎么写简历。虽然 advising 
center 这些地方可以帮你改简历，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要自定义
一下。其实简历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我大概是投了十几封，
十五封不到一点，最后才中了一封，其实这个结果也跟我找的方
向有关系。我向百度，阿里，腾讯这些公司都投了简历。大三找
实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专业水平可能不是特别够，尤其是在密
院，密院一些专业课比较延后，所以上来找实习的话简历上面可
能没什么东西写。你会发现有一些公司招聘的要求基本上都达不
到。这种时候也可以投简历试试看。

那我们能在哪里找到这些资源呢？

宋    宭：有一些非常好用的资源。找实习的话，我主要在这个网站，就是
bbs.sjtu.edu.cn ，交大的 bbs。在这里的话，会有两个栏目，一个
是在“社会信息”里面，一个是在交大本校里面。实习的资源主要
就是在电院的电子信息系和计算机系这里看，主要以计算机系为
主。这个 bbs 上面就会发布各种实习，各类招聘。你看这边一栏
目全是实习。然后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发布的
各种岗位要求啊，联系方式啊。岗位要求比如熟悉 Python，学
习计算机视觉啊这种东西。一般来说要求都写的比较高，但是实
际上有些要求都很水，你都可以去投简历试试看。针对每个公司，
简历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像这种计算机公司，只要他们看中了你
的简历，都会把你叫过去面个试。说是面试，其实就是过去做题。
给你块白板，让你写代码，或者就干脆是发试卷，手写代码。考
试的内容也和不同的工种有关系，有些工种他们要看你代码的质
量，而有些只看你的思路。我当时面试通知接到三家。我当时是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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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往数学这方面投的。当时第一家我是找交大的一个学长，去了
一家叫依图的公司，这家公司是做计算机视觉的，他们有做过一
些项目，比如监控摄像头，去看那些车牌号，看哪些车违规了，
然后在短时间内把车牌号拍下来，然后识别出来。这家公司还是
蛮厉害的，它的创始人是交大 ACM 出去的。虽然我面试失败了，
但是这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当时我过去面试的时候是考你三道算
法题。如果高中搞过计算机竞赛的话，应该会轻松一些，像我当
时连题都没怎么刷就过去了，也就只做出来了两道简单一些的题。
而第三道题就比较难。

所以你对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在实习准备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宋    宭：大一的话不用很急，要把课上好，如果想找计算机方面的一些实
习，建议自己看一些书，或者找一些网课，比如斯坦福开的一些
课，网上都可以找到。也可以找一些刷题网站像 LeetCode，去
做一做。

你觉得学习是你生活的大部分吗？你在学习之余都在做什么呢？

宋    宭：应该说学习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但可以算是大部分。学习也分
很多种，大一的时候，我除了刷 GPA，基本上学院的组织我都
参加了一遍。虽然最后都是划划水的，并没有干出多么大的事出
来。大一基本都体验过，大二就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了。课余
的时候，我也做做运动，追求一些个人的兴趣。

那你觉得这些活动对你有提升吗？

宋    宭：这些活动总归是一种经历嘛！你不可能整天学习学习学习。其实
有学习的欲望是很好的，多学一点对自己以后找实习还是其他出
路都有帮助的。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学弟学妹讲吗？

宋    宭：Start early ！哈哈！一切都要趁早。其实我大二的时候本来想搞
光学，但是在实验室一个上午都在调试设备感觉不适合我，所以
后来选择了计算机。如果我一开始就选择了计算机，现在可能好
很多。但是也还好，年轻的时候可以多犯点错嘛！有一些路想走
就走，觉得不适合再放弃！对了再加一句，交大有一个很好的实
验室，搞科研的同学可以提早联系一下，搞搞项目。就是 bcmi.
sjtu.edu.cn 是电院的一个实验室。直接给那里的教授发邮件一般
就能得到不错的机会的。

Q

A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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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涯
导
师

每个人在学习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疑惑，
有什么比咨询专业的老师们和有经验的学长学姐们更好的
呢？

密西根学院求职与发展中心公众号 JI.career 推出生
涯导师板块。在这里你可以寻找合适的导师，一对一精细
化指导。专家老师，有经验的学长学姐为你独家定制属于
你的发展规划。

生涯导师板块包括 DD 生涯导师、助教助研生涯导师、
就业实习生涯导师等。每位生涯导师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选择你合适的生涯导师，开始你的生涯规划吧！

林洁
• 密西根学院就业指导专家。拥有 18 年海外学习和

工作经历，曾在美国从事会计师和教师工作，2003
年回国。

• 擅长职业发展规划、海外学习生活指导、国外学
校申请等。

• 预约时间：每周三、周五下午
• 预约邮箱：jielin@sjtu.edu.cn

刘燕吉
• 密西根学院校企合作与就业指导教师。全球职业

规划师、全球生涯教练、心理学硕士。曾任职于
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人事部。

• 擅长将心理学原理融于自我探索，帮助学生找到
自己，找到方向。

• 预约时间：周一至周五（除周三下午）
• 预约邮箱：yanji.liu@sjtu.edu.cn

你是否已经感到心动了呢，赶快开始你的预约吧！
更多导师信息详见密西根职业与发展中心官方公众号 JIcareer。

关注公众号请扫描封底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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