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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学弟 / 学妹：

我是你的小伙伴——苏苏 *。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你，想必会思绪

万千，对美好的大学生活充满期待。大学是一个更加宏伟与多元的知识殿堂，

在这里你能读万卷书，享知识之趣味；你能行万里路，看世界之美好。友情、

爱情，等你邂逅；精彩、多彩，等你探索。期待之余，你或许对大学生活也存

在茫然与疑惑——在南科大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我该如何为即将到来的大

学生活做准备？苏苏希望这本手册能成为你踏入、融入南科的一份重要引子。

手册正文以时间顺序分为“暑假规划”、“报到准备”、“南科生活”三

部分，解答了新生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到正式来到南科大开始大学生活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手册内容包括：暑假期间选择书院、生活导师并准备开学

考试；报到前收拾行李，安排到校行程；开学后的学习、生活及加入学生组织

等事宜。此外，手册内还有校园地图、深圳游玩指南等内容，你可以在地图上

提前走遍南科，与父母在深圳来一场成长礼旅游。

手册的资料收集、文案撰写、排版设计均由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完成。如

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当然，苏苏也期待优秀的你加入我们，一起让学

生会、学校变得更好。苏苏相信这本手册是能够为大家提供足够的信息以提前

了解及适应学校。你的喜欢与支持便是对苏苏最大的鼓励，苏苏十分期待与你

在“九山一水，处处芳华”的南科校园相遇，同谱新华章。



学习篇

目录 CONTENT

暑假规划01

报到准备02

书院与生活导师简介  …………01
     书院是什么呢？   …………………………01

     生活导师是什么呢？   ……………………02

书院与生活导师的选择指南 … 03
开学考试 ……………………… 05
     开学考试有什么内容呢？   ………………05

     考试结果有什么影响呢？   ………………05

     怎么准备开学考试呢？   …………………06

军训介绍及注意事项 ………… 07

行李准备  ………………………09
日用品购买 …………………… 10
     校内购买点   ……………………………10

     校外购买点   ……………………………11

报到小贴士  ………………………12
     报到资料准备   ……………………………12

     到达学校方式   ……………………………12

     校园地图         ……………………………12

     报到常见问题   ……………………………13

网购 / 寄件的收货地址  …………14

南科生活03
课程选择  ………………………15
     ·大一课程介绍   ……………………………15

     ·英语教学会不会很难适应呢   ……………15

     ·选课建议         ……………………………16

     ·选课方式         ……………………………17

图书馆  …………………………18
     ·图书馆介绍         ……………………………18

    ·馆藏借还 / 检索 / 预约馆藏借还 / 检索 / 预约  ………………………18  ………………………18



附录

组织篇

生活篇

    ·    ·预约讨论间预约讨论间    ………………………19    ………………………19

实用信息  ………………………19
    ·自习室      …………………………19   …………………………19

    ·关于电子邮件   ……………………19   ……………………19  

    ·电子资料库      ……………………20      ……………………20

    ·讲座信息   …………………………20   …………………………20

    ·课本借阅   …………………………20   …………………………20

    ·考试报销   …………………………20   …………………………20

    ·出国项目   …………………………21   …………………………21

    ·绩点转换   …………………………21   …………………………21 餐饮  ……………………………22
      食堂   …………………………………22

      校内其他餐饮   ………………………22

交通  ……………………………23
      校内交通   …………………………………23

      校园巴士线路图   …………………………24

      校外交通   …………………………………24

小贴士 ……………………… 25
      ·权小益平台   

联系方式 ……………………… 25
      ·健康服务   

      ·物业与安保  

      ·常用 QQ 群号、微信公众号等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 ……………… 27

共青团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 ……… 27

南方科技大学社团联合会 ………… 28

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 ………… 29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  29

书院学生会 ………………………… 30
·致仁书院学生会 

·树仁书院学生会 

·致诚书院学生会 

·树德书院学生会 

·致新书院学生会 

·树礼书院学生会 

深圳游玩  ………………………32
     深圳两日游

苏苏学生价………………………34
学校地图  ………………………37



暑 

假 

规 

划

暑期必备知识点暑期必备知识点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该做什么？应该如何选择书院和导师？开学考试是怎样安

排的？暑假期间应该怎样准备开学考试……相信这是所有刚刚收到录取书的同学们

共同的疑问。在这一篇章，苏苏会结合知识和经验，为大家解答书院和导师的相关

疑问，介绍开学考试和大一课程的相应内容，帮助大家更好地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

Part 1
书院与生活导师简介

   书院化管理是南科大的重要特点之一，它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

学生创造了一个便捷、轻松的交流平台，为南科大本科生的多方位成

长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目前，南科大共有致仁、树仁、致诚、树德、致新、

树礼六个书院。

   与负责同学们专业知识的学习、科研的院系不同，书院主要关注同

书院 是什么呢？

学们的日常生活。书院的设施包括

学生宿舍、活动室及相关配套设施，

同书院的学生居住、生活在一起。

各书院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书院

活动和特色学习课程。新生入学后，

书院的生活导师会为大家的大学学

习、生活提供咨询意见。

   在南科大，不同的书院也有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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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色活动，每个书院都有着各自的

活动室，供学生课后休闲放松和社团活

动。书院，是离开了小家庭的我们，在

南科大遇到的大家庭。

生活导师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南方科技大学实行双导师

制，也就是说每位学生除了

会拥有一位负责学术指导的

学术导师（也称科研导师）

以外，还会拥有一位在学习

生活上为大家提供支持的生

活导师。

   与学术导师要在确定专业

之后选择不同的是，生活导

师往往在新生还未入学时就已选定。与科研导师为学生的科研发展提供

指导不同，生活导师的职责主要是帮助新生适应新的大学生活，并在之

后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学期初需要找老师确认选课计划，学期

末可以和导师交流本学期的学习状态以及得与失。

   导师可以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很多帮助，所以我们鼓励同学们利用

邮件、微信、QQ 等方式多去联系导师，和他们多多交流一定会让大家受

益匪浅。当对自己的学习生活产生迷茫和困惑时，可以和导师约上一段

时间，聊聊自己的烦恼，导师往往会给我们提供有用的建议，指引前进

的方向。有时导师也会请大家一起吃饭，唠唠家常，聊聊同学们的大学

生活，分享自己大学时的经验谈；有时大家也会约着一起晨跑，锻炼身体。

导师是我们学习上的良师，更是生活中的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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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书院与生活导师的双选指南

最适合
自己的书院呢？自己的书院呢？

如何选择如何选择

         书院选择先从导师选起

       因为生活导师只能在本书院的导师里选择，所以在选择书

院之前，不妨先看看书院内有没有心仪的导师。

         了解书院才能更好选择

       紧接着，可以进一步了解各书院的书院文化。学校官网中，

网站导航栏下的学生生活板块里，有着各个书院的培养方案和

书院育人目标介绍等各种内容。想要了解到更多书院学生的生

活细节，可以关注各个书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分享了书院同

学的各种活动和日常，公众号的二维码也可在学校官网的书院

介绍中找到。

   同时，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的招新迎新 QQ 群。迎新群的二维

码可以在各书院的公众号上找到，也可以在南科大信息群里提

问求二维码，信息群的群号在本手册常用群号处可以找到。迎

新群里有着各种资料，同学们也可以通过向群里的学长学姐提

问来了解书院特色，从而决定自己的书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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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选择先从导师选起

       因为生活导师只能在本书院的导师里选择，所以在选择书院之前，不妨先

看看书院内有没有心仪的导师。

生活导师 要怎样选择呢？要怎样选择呢？

        选择生活导师的时候常见的是两种思路：一是选择研究方向和自

己意向专业贴近的生活导师，以便于更早了解专业相关内容，甚至还

可以在选择专业后，直接加入导师的课题组，从而生活、科研导师二

合一。二是选择一个人文方向的生活导师，来为自己理工科的学习生

活带来一抹不同的眼界和惊喜。

书院双选和导师双选里的书院双选和导师双选里的“双选”“双选”一词是什么意思呢？一词是什么意思呢？

        双选——双向选择，是指当你在挑选导师和书院时，他们也在挑

选你，从而达到尊重双方的意愿的目的。同学们在选择书院和导师的

时候都需要填写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书院或这位导师。正因如此，需

要你在短短几行介绍文字里向书院和心仪的导师展示自己。

    尤其在导师双选时，要想赢得人气导师们的青睐，最好的方法就

是在学校官网上找到老师们的邮箱地址，提前给自己心仪的导师发邮

件互相沟通、增进了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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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开学考试的相关介绍

开学考试 有什么内容呢？有什么内容呢？

考试结果 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影响呢？

    开学考试的考察内容为英语以及计算机，同时数学和

物理也有可能纳入考试科目中（2018 级数学、物理考试

为选择性参加，2019和2020级没有安排数学或物理考试）。

英语考试包括听力及阅读两部分，绝大多数为选择题，题

型接近托福考试题型。同时，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适应南

科大以英语为主要教学用语的模式，在正式开学前会有一

周左右的英语教学的新生适应课程。在这段时间，英语授

课老师会综合评估大家的口语及听力能力。

    最后，学校会结合英语入学考试成绩、英语授课老师

评价以及高考英语分数得出大家英语分级考试的最终成

绩。计算机考试考察内容为一些较为基础的计算机知识，

包括但不限于基本的进制转换、统计概率、数据库与编程

基础知识以及一些计算机软、硬件方面的知识。

特别提醒：考试方式均为线下笔试，试卷语言均为英语。

    考试结果将会影响同学们后续修读课程。比如说，在南科大的英语教学体系

中有三个不同等级的基础英语课程：SUSTech English III、II、I。在英语分级

考试中评级为Ⅲ级的同学将可以免修 SUSTech English II、I 直接修读高级课程

SUSTech English III；评级为Ⅱ级的同学可以免修 SUSTech English Ⅰ，直接从

SUSTech English II 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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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机考试中，会根据排名分为通过和未通过两种，若未通

过则需要修读计算机导论 B 课程，通过的同学则可以自主选择修读

或不修读该课程。

开学考试怎么准备怎么准备                          呢？呢？

    关于开学考试的准备，在英语考试方面建议同学们在假期针对

个人情况强化练习一下听力和口语能力，可以先熟悉一下四六级、

托福、雅思词汇。

    在计算机考试方面，同学们可以先在网上了解一下大学计算机

导论相关的内容，再针对自己比较薄弱的地方强化练习。

    最后再次提醒同学们要重视开学考试，开学考试分数较低的同    最后再次提醒同学们要重视开学考试，开学考试分数较低的同

学将会需要完成更多的先修课程才能进行进一步的选课。学将会需要完成更多的先修课程才能进行进一步的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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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军训介绍及注意事项

开学之初 , 大家首先迎来的将是军训时光，别担心，漫长的军训生开学之初 , 大家首先迎来的将是军训时光，别担心，漫长的军训生

活在教官的指导和同学们的陪伴下会很充实。在军训当中，辅导员活在教官的指导和同学们的陪伴下会很充实。在军训当中，辅导员

和大学长们会日常探班，各书院也将会带来温暖有趣的“慰问之夜”。和大学长们会日常探班，各书院也将会带来温暖有趣的“慰问之夜”。

在军训当中，你会认识新的伙伴，和新同学们渐渐熟识起来。在军训当中，你会认识新的伙伴，和新同学们渐渐熟识起来。

      以下是一些关于军训的小 tips：以下是一些关于军训的小 tips：

1. 衣着上，军训时会提供帽子，短袖，长袖外套，长裤，腰带，

每日着装有固定要求。建议多带几双柔软吸汗的袜子。

2. 饮食上，一定要吃饱来面对高强度的训练，可以带牛肉干等

便携真空食品充饥。并且要多喝水，及时补充水分，高强度的

训练会使你出很多汗。

3. 住宿上，如对睡眠环境要求很高，请携带眼罩和耳塞以防止

打呼噜的同学影响自己休息；高强度训练后切忌洗凉水澡，对

身体不好，也可能导致感冒。

推荐带好以下物品推荐带好以下物品：内衣，袜子，洗衣液 / 洗衣皂，护肤或洗漱

用品，适量便携衣架，防晒霜及晒后修复用品，无比滴等防蚊

用品，足量湿纸巾和纸巾，现金（如果是在军训基地军训须要

上交手机，故去小卖部买东西只能使用现金），书籍（手机上

交后可用来消磨时间），吹风机，卫生巾鞋垫 / 运动鞋垫。

在军训期间如出现身体不适等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告教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了

健康的身体才能开始一段崭新的大学生活。

07注：具体情况以 21 级军训政策为准



报到准备

   转眼之间，报到将至，同

学们将要走向崭新的大学生

活。那么在报到之前需要了

解、准备些什么呢？

在这一部分，苏苏将为大家

提供一些行李准备的建议，

并解答大家对报到的一些疑

惑，一起来看看吧！

（一）行李物品准备

（二）日用品购买

（三）网购 / 寄件的收

            货地址

BAO  DAO  ZHUN  BEI



报到准备
转眼之间，开学将至，大家将要准备行李，来到南科大。大学生活所

需的日用品可以随身携带、网购邮寄到学校或在深圳当地购买。在本部分

中，苏苏将提供一些行李准备的建议、说明向学校邮寄包裹的方式并介绍

学校附近的商场，同时解答大家在报到当天可能会遇见的种种问题。

Part 1 

行李准备

建议物品

请大家结合实际需要进行准备，以下
物品仅供参考

（1）防晒物品：

防晒霜、防晒喷雾；

（2）床上用品：

床垫（1*2米）、凉席、夏季凉被、毛毯、冬被；

（3）学习用品：

文件袋（4-5个，方便资料整理）；活页纸、A4纸；

（4）生活用品：

吹风机（可自备，宿舍楼每层会提供，但功率

较小）；衣架；晴雨伞；可外穿的拖鞋，例如

沙滩鞋（深圳多雨，地面潮湿）；

（5）药品：

感冒药，消炎药，退烧药，胃药等；

（6）衣物：

多备化纤类速干短袖短裤。

寝室配置

（1）床柜设施：

全部为上床下桌（床铺规格 1*2 米左右）；

每人配备有衣柜、鞋柜、行李架、电脑机箱柜、

书架各一，小型储物柜若干；

（2）家电设施：

每间宿舍装有一台空调，两台风扇；

（3）洗浴设施：

每楼层配备有公共洗漱间与分隔式淋浴间，

吹风机等；

（4）网络设施：

覆盖有校园 WIFI 信号，室内配备有 PC 网络接

口，可通过网线直接连接；

（5）公共设施：

宿舍楼每层配备有小型活动室，饮水机，微

波炉与冰箱；每栋楼配备有洗衣间（可清洗

烘干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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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品购买

校内购买点→

（1）荔园超市：位于荔园宿舍区，荔园

4 栋一层；

（2）湖畔超市：位于湖畔3 栋一层；

（3）天虹超市：位于学生宿舍13 栋负

一层；

（4）欣园超市：位于欣园2 栋一层。

在每个宿舍区，学校都开在每个宿舍区，学校都开

设了小型超市，可满足同设了小型超市，可满足同

学们的日常用品需求，地学们的日常用品需求，地

点如下：点如下：

校外购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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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能城宝能城
大型商场，可休闲娱乐、吃饭聚餐等；

推荐路线
出一号门过马路即可到达。

西丽天虹超市西丽天虹超市
大型超市，价格较低，商品较全，周围有一

些平价小店；

推荐路线
地铁 5 号线 （塘朗 C ⼝ - ⻄丽 D ⼝），出地

铁后步⾏ 200 ⽶左右。

塘朗城塘朗城
大型商场，可购买衣物礼品，聚会聚餐等；

推荐路线
出一号门继续步行 200 米左右，通过塘朗地铁

站天桥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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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报到小贴士

·录取通知书

·身份证

·银行卡

·一寸、两寸照片若干

苏苏提醒大家：录取通知书、身份证、银行卡是报到当天一定需要的，

请务必携带。此外请仔细阅读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的《入学须知》，根据自

己的情况准备相应的材料，并随身携带。

1.报到资料准备：

2. 到达学校方式：
地铁：地铁：导航搜索塘朗地铁站，C 口出站步行 200 米即可到达一号门；

建议微信搜索 “深圳地铁”小程序或公众号，掌握最新地铁信息，获取乘车码扫码乘车。获取乘车码扫码乘车。

公交：公交：学校附近有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和塘朗小学三个公交站点；

建议微信搜素“深圳通”小程序或公众号，掌握最新公交信息，获取乘车码扫码乘车。

3. 校园地图：

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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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可以提前来报到？（1）是否可以提前来报到？

学校只有在报到当天才会办理报到事务，而且学校不会提前为学生

提供住宿，行李存放等服务，所以不建议提前来校。 

（2）火车票是否可以享受学生优惠？（2）火车票是否可以享受学生优惠？

根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新生凭学校录取通知书即可购买

学生票。具体内容可通过 12306 官网查询。

（3）学校有无接站服务？（3）学校有无接站服务？

学校暂无计划统一的接站服务，但有可能在报到当天派出志愿者进

行引导。

（5）家长陪我一起来，我们住在哪里？（5）家长陪我一起来，我们住在哪里？

①校内住宿——南科大专家公寓 

价格：320 元起；联系电话：0755-88015773（不预定，先到先住，

报到期间房间较为紧张，建议提前考虑）；

②校外住宿——学校周边的深圳北站、西丽与塘朗等地均有较为优

质的酒店，大家可上网查询。

4.报到常见问题：

13
图 | 南方科技大学官网“南科视界”



Part 4

网购 /寄件的收货地址

学校现有五个收发室：学校现有五个收发室：

·湖畔 5 栋一层收发室；

·学生公寓13 栋负一层收发室（天虹超市旁）；

·学生公寓 7栋一楼收发室；

·荔园宿舍区收发室；

·欣园宿舍1栋收发室。

苏苏小贴士：苏苏小贴士：

·收发室开放时间为每日8：00-13：00、14：00-19：00。上述收

发室旁均设有快递柜。

·新生宿舍旁较近的为学生公寓13 栋负一层收发室、学生公寓 7

栋一楼收发室、学生公寓8 栋快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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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一课程介绍（1）大一课程介绍

南科大本科教学包括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以及实践课程

NAN   KE  SHENG HUO

南科生活

课程
选择

（2021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有着非常详细的课程体系介绍）。

大一的课程主要以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并且在六类课

程中，大部分通识课程需要同学们在大一期间完成修读。如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化学原理 A/B、生物学原理 / 生命科学概论、计

算机程序设计基础、SUSTech English、体育、思政课程等。

南科大通识课程采用分级教学的模式，不同专业对不同通识课程

的要求修读等级有所不同。同时南科大不同专业 1+3 和 2+2 的培养模

式和许多进阶的课程对一些基础通识课程有一定的先修要求，因此大

家从一开始在安排通识课程的学习时就一定要全面考虑课程修读的顺

序安排，避免到时候出现因为先修课不满足而无法进入某专业或修读

某进阶课程的情况。

（2）英语教学会不会很难适应呢？（2）英语教学会不会很难适应呢？

为帮助大一同学适应英语教学，大一

的大部分课程都采用中英双语教学，其中

教材、作业、考试、授课 PPT 为英语，老

师板书和讲课语言根据中英文班型的不同

分别使用中文和英文。并且在大一正式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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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假 

规 

划

学前的新生适应周里，老师们也会帮助大家渐渐适应英语教学模

式。所以只要认真学习，相信机智的你很快就能适应英语教学。

（3）选课建议（3）选课建议

选课第一要义：选课第一要义：

1. 仔细研读《2021 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以下简称“培

养方案”）和选课通知的邮件！

2. 多咨询学长学姐和导师！

选课学分要求为 15-25 学分，建议第一学期选课不要选

满，给自己一个适应大学生活的缓冲空间。

各课程的学分由学科难度和学时长度共同决定。以大学

物理为例，大学物理 A 学分为 5 分，学时为 80 小时；大学物

理 B 学分为 4 分，学时为 64 小时。

如果已经有心仪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对照专业先修课要

求选课即可；如果只有大致的专业方向，可以先选择专业方

向内几个专业共同要求的先修课，日后再根据专业介绍会、

请教导师、询问学长学姐、官网查询等途径进一步了解专业。

入学第一学期建议先选择通识必修课，如高等数学 / 数

学分析、线性代数、大学物理、化学原理 A/B、计算机程序设

计基础、生命科学概论 / 生物学原理、基础物理实验等理工

基础类课程，SUSTech English I / II / III、EAP（若已取得雅

思 7 分以上，同时小分均 6.5 以上；托福 100 以上的成绩，可

向语言中心提供托福雅思成绩，申请直接学习 EAP）等外语类

课程、体育 I、写作与交流、思想政治品德类课程。如果有兴

趣、有余力，可以对通识选修课稍作选择，如人文类、社科类、

艺术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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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课方式（4）选课方式

① 积分选课① 积分选课

系统开放后，在南科大官网 -- 常用系统 -- 本

科教务系统 cas 用户登录→选课业务→我要

选课进行选课。积分选课即每人共有 100 分，

可根据把握向选中的课程投入不同积分，如果选课人

数大于课容量，将会按照投入的积分多少排序，积分

多者优先。

② 退补选课② 退补选课

积分选课结束后教务系统再次开放，采用“即选即得”

模式，每天 13 点集中释放前一天退课名额。退课或者补选

课操作后请务必查看选课结果及课表，以确认退课或者补选

课操作成功。

③ 加课申请③ 加课申请

如有加课需求（包括课容量不足和先修课不足），可

以在邮件规定时间内通过教务系统提交特殊情况加课申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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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图书馆

（1）图书馆介绍（1）图书馆介绍

琳恩图书馆

南科大历史最为悠久的图书馆，靠近教学楼与一号门，藏书最为丰富。同时

建有自习区、讨论间与电脑区。设置在三楼的图书馆电脑中有着丰富的电子资源。

馆内一楼有自助借还机，馆外2 楼有 24 小时还书机，即使图书馆未开放也可以

保证同学们及时归还图书。

一丹图书馆

位于二期建筑南科大中心内，集休闲阅读区、多样化讨论间、电脑区、研习大

厅、阶梯教室等多功能活动空间于一体。一楼的自习室 24 小时开放，是同学们夜

晚学习的好去处。

涵泳图书馆

三号馆位于研究生宿舍南端，是三个图书馆中距离新生宿舍（11栋）最近的

图书馆，是同学们日常学习的方便之选。

图书馆周一至周日的开放时间都为8:00-22:00，出入图书馆一定记得带校图书馆周一至周日的开放时间都为8:00-22:00，出入图书馆一定记得带校

园卡喔！园卡喔！

（2）馆藏借还 / 检索 / 预约（2）馆藏借还 / 检索 / 预约

可以进入“南方科技大学图

书馆”公众号 -- 资源-- 馆藏

检索 / 预约栏，或者登入南科大

官网--图书馆-- 馆藏目录，

对书籍进行搜索、预约。

具体书籍借期、续借、预约图书、图书逾期归还、工具书期刊临时外借、馆

藏污损、遗失赔偿等读者借阅权限，请在“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公众号 --

概况-- 读者借阅权限栏内查看。者借阅权限栏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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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图书馆，学校里还有很多可供同学们学习的场所。同学们也可以在教务

系统（tis.sustech.edu.cn)--业务办理--场地借用申请中借一间教室（通常情

况下，教室借用时间最晚为晚上10：30，若同学们有需要延长教室借用的时间，

可以向相关负责的老师发送邮件申请）。学校预留的通宵自习室有一丹图书馆一楼、

一教二楼、荔园2 栋 304、305，另外宿舍每层的活动室可以供同学们自习。星巴

克旁的“学习书坊”也是自习的好去处。

但是通宵对身体伤害太大，且难以保证完成质量，同学们应避免养成拖到

deadline 最后一刻再赶的习惯。

Part3 自习室

Part4 关于电子邮件

作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素养之一就是及时查看邮箱内邮件，以便实时

跟进校内事务。选课通知、考试注意事项、讲座通知、活动邀请等等大小

事宜都会发邮件通知。此外，可以在从南科大官网--网站导航--师资队

伍-- 全部教师列表途径查找到老师邮箱之后，通过邮件往来的方式与老

师进行沟通，咨询问题。

19

（3）预约讨论间（3）预约讨论间

可以在“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公众号-- 资源-- 讨论间预约栏内预约，

也可以在学校官网--图书馆-- 讨论间预约栏中预约。请按需选择与讨论

人数相匹配的封闭式或半开放式小组讨论间，保证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同学们可以在连接校园网的情况下，通过南科大官网（www.sustech.edu.cn)--图书馆--南科大官网（www.sustech.edu.cn)--图书馆--

资源导航-- 数据库导航资源导航-- 数据库导航进入众多国内外学术平台，免费获取资源；或者在南科大官网--图书南科大官网--图书

馆--首页--南科学术搜索馆--首页--南科学术搜索的框内直接搜索，广泛获取各平台上相关文献。

Part6 讲座信息

Part5 电子资料库

实时的讲座信息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发往各位同学的邮箱，除此之外同学们也可

以加入学术信息发布 QQ 群（学术信息发布 2 群：564248512），群内每日都会更新最

近的讲座信息。

除了校内外各学科教授的学术讲座，图书馆也常安排专业人员讲解各种资源的

使用方法，培训同学们的信息素养，如利用 Word 编排学位论文、Excel实用技巧、

EndNote入门培训等。相应培训也可以在“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公众号“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公众号内往期推送

上查看学习。

Part7 课本借用

同学们可根据课程需要，届时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学校邮件通知借阅与归还课本。英文原版

课本珍贵，请同学们爱惜使用。

Part8 考试报销

托福、雅思等语言考试在达到一定分数（雅思7分及以上，各项分不

少于 6.5 分；托福100及以上；GRE330 分及以上）可向学校申请报销考试

费用。具体可以咨询语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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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9 出国项目

Part10 绩点转换

课程评分方式分为十三级制记分制（换算表

见下图）、P/F 制（即 Pass 与 Fail，成绩不会计入

最终绩点）。每门课程的期末总成绩进行四舍五入

后，按照换算表换算为满分四分的绩点，再将课程

按照学分的多少加权平均算出学期总绩点。

提醒：期末总成绩通常由考试分数以及平时提醒：期末总成绩通常由考试分数以及平时

分构成，平时分中的作业与考勤通常能够获得较高分构成，平时分中的作业与考勤通常能够获得较高

的分数从而大幅度提高期末的总成绩，所以一定要的分数从而大幅度提高期末的总成绩，所以一定要

认真对待！！认真对待！！

南科大十分鼓励同学们参加各种国际交流、学

习项目，同时会对同学们交流进行一定的资助。出国

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学校官网的国际合作部界面或

“南科大国际合作部南科大国际合作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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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YUAN  SHENG HUO

校园生活
Part1 食堂

南科大现有的食堂分别为第一学生餐厅、中心食堂、第二学生餐厅、荔园餐厅、欣园餐厅。 

第一学生餐厅在第一教学楼附近。

中心餐厅位于第一学生餐厅背后，是学校目前最大的食堂，菜品种类繁多，目前还有肯德基、面点

王和茶米相期等商家入驻（其中面点王和茶米相期可以使用校园卡付费）。

第二学生餐厅位于二期学生宿舍10栋一楼、二楼以及二期学生宿舍9栋一楼，环境舒适，菜式丰富。

10 栋一楼目前为家常菜和面档，早餐有特色肠粉提供。10 栋二楼不提供早餐，主要提供扒餐等西式

套餐和海南鸡等中式套餐，价格相对适中。9 栋一楼不提供早餐，主要提供水饺、煲仔饭和家常菜。

荔园食堂位于荔园6 栋一二层。二层品种比较多,有简易西餐、精美小炒、广东靓汤、拉面水饺等。

欣园餐厅位于欣园5 栋一层 ,有小炒、麻辣烫、水饺、粥粉面等。

学生餐厅的用餐时间学生餐厅的用餐时间:

早餐7:00-9:00

中餐11:00-13:00

晚餐17:00-19:00

夜宵(仅10栋一楼提供)20:30-22:30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一切以餐厅告示和邮件

为准）

              小贴士              小贴士

1.位于第一学生餐厅的便利店是在就餐时

间正常开放的 ,能提供面包 (早 8点左右上新 )

和各种饮料。

2.位于各个宿舍区的超市和便利店也有各

种各样的小零食,同时也有面点 , 烤肠 ,面包等

食物供大家选择

校内其他餐饮校内其他餐饮

西餐厅西餐厅位于我校专家公寓一楼 , 是校内唯一一家西式餐饮的餐厅, 就餐环境优雅 ,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

菜品单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中餐厅中餐厅同样位于专家公寓一楼，提供中式菜品，价格相对西餐厅更加亲民一些。

此外, 为能更好地满足师生多元化需求 , 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 ,学校陆续引入了一些特色餐饮店, 如位于

创园一栋的南园小筑、专家公寓附近的面包房、第一教学楼下的赛百味以及之前提到的中心餐厅的肯德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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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巴线路、时刻的获知方式校巴线路、时刻的获知方式

1.微信小程序搜索“南科大班车”

2. 校园巴士站台扫描小程序

校园巴士路线如下图校园巴士路线如下图

坐哪个方向，在哪里下车呢？坐哪个方向，在哪里下车呢？ 

校门入口站点：校门入口站点：  

一号门站一号门站：（往欣园方向）进入一号门后右转 50 米，（往工学院方向）一号桥右侧等待即可。

三号门站三号门站：进入三号门后十字路口左手边 

七号门站七号门站：进入七号门后沿路步行 100 米左右 

重要下车站点：（注意：若要到达下列地点，在三个入口处乘车均要乘坐重要下车站点：（注意：若要到达下列地点，在三个入口处乘车均要乘坐工学院开往欣园工学院开往欣园方向） 方向） 

专家公寓专家公寓：可到达专家公寓（校内宾馆）； 

教工餐厅教工餐厅：可到达面包房，润扬体育馆，网球场和篮球场等；

学生公寓站学生公寓站：可到达二期宿舍，第二学生餐厅，天虹微喔，13 栋收发室等； 

社康中心站社康中心站：可到达社康中心，湖畔宿舍区，学生事务中心，游泳池等；

荔园站荔园站：可到达荔园食堂，荔园宿舍区，荔园收发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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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公交车

从学校一号门出发,直走两百米左右即可达塘朗地铁站C出口。

塘朗站位于地铁五号线(环中线)。

建议使用乘车码或深圳通小程序，掌握最新地铁信息,扫码乘车。

学校附近主要有南方科技大学、南山智园北和塘朗小学三个公交站。

建议使用“深圳通”小程序扫码乘车。

Part3 小贴士

每个新生入学都需要在二期学生宿舍11栋入住一年，随后会搬往各个书院指定的宿舍区入住。

因学校管理要求目前大部分外卖（如美团、饿了吗等）不得进入校园，目前这些外卖基本上都

是送到五号门（离学生宿舍比较近）和六号门（离第一教学楼比较近），有些外卖如南风点点等外

卖可配送至宿舍楼下（有需要了解请自行前往信息群咨询）。

对于日常学习生活有意见或建议需要反馈的，同学们可以直接在“权小益”平台上进行反馈哦，

对于一些合理的建议，校学生会权益部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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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4 联系方式

急救、社康中心:急救、社康中心:88010120(周一至周五:09:00-17:00)

24小时急诊:24小时急诊:18218715551(周六周日、24小时)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88010511(24小时心理热线:4000980708转9)

邮箱:邮箱:counseling@sustech.edu.cn

物业客服中心24小时值班热线：88010123

十分重要和好用的号码，咨询校内问题或查询其他服务热线均可拨打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南方科技大学

南科大团委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

南科大社联菌

南科大义工联等

常用QQ群常用QQ群

南科大跳蚤市场群:347989867 （交易二手物品，如二手书，电子产品，化妆品等）

南科大失物招领2群:427987486

南科大信息交流群:286147538

微信服务号微信服务号

南方科技大学

小链接小链接

飞跃手册    https://mp.weixin.qq.com/s/gH21vVH_PdhVH7OO-I97Ug

（飞跃手册由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制作，里面有很多往届大佬留下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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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SHENG ZU ZHI

学生组织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会成立于2012 年，是全校规模最大，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生组织之一。经过全体同学

的共同努力，学生会现已形成了精简高效的职能、管理架构。学生会下设办公室、文体部、学创部、宣传部、外

联部和权益部六个部门。

校学生会具有温馨的工作氛围，成员们能在工作中得到全面的端粒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集体的努力下

推动组织成长；具有优秀的团队精神，对内严格杜绝不良风气，有较强的团队归属感、荣誉感；具有严明的纪

律规范，制定并落地多项制度，本着“助人必先树己”的基本原则在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表率作用。

秉承“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学生会每年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品牌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年举办深受师生喜爱的校园品牌活动二十余项，如迎新晚会、书院杯足球赛

篮球赛、TEDxSUSTech 公益演讲活动、系主任访谈、思维之星辩论赛、国风南渡知识竞赛、冬至送温暖活动、

解密舞会、体育摄影大赛、权益提案大赛、地区文化节和企业行等精彩活动。且学生会积极参与校园建设、关

注学生权益，举办了权益服务月活动，与学校共同构建了学生议事制度，解决了体育场馆收费，食堂反馈与监督、

步道乐跑 app 打卡、校园巴士线路优化、校园二期规划等同学热切关注的权益问题。

共青团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共青团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

共青团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简称南科大团委，于2015 年 5月正式成立，是在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

领导下立足群众路线、团结、引领和服务南科大青年的组织。

南科大团委下设组织部、创新实践部和青年媒体中心，紧密联系广大青年，广泛开展青年思想培养，结合

实际需求，推出“寻找民族脊梁”一系列特色品牌活动，深受广大青年喜爱；开展“青春行迹”及假期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工作，高效有序

校学生会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校学生会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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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社团联合会：南方科技大学社团联合会：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后简称：社联）成立于 2015 年 5 月。社联以“服务社团，

繁荣南科社团文化；扶植社团，打造南科品牌社团”为己任，致力行走于社团与校内组织，解决社

团问题，优化社团结构，丰富社团活动。社联由主席团和办公室、活动部、宣传部、拓展部、财务

部五个部门组成。各个部门各行其职，相互合作，更好地进行社团以及的社联的发展。目前，社

联共有注册社团 99 个，其中三星社团10 个，包括文化体育类、学术科技类、创新创业类、思想

政治类、志愿公益类等等。各学生社团根据自身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发展局面。

每学期社联都会举办百团大战、社团嘉年华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观看和参与。这些

活动为南科大学生选择心仪的社团提供便利，并让各种类型的社团都有机会展示自我。同时，社

联与社团密切合作，为社团发展提供多方面支持，进一步促进校园文化的蓬勃发展

帮助青年深入基层，回馈社会；协助组织创新

创业类赛事活动，践行“创知、创新、创业”，

营造校园创新创业氛围；积极发挥青年宣传

阵地作用，打造青年喜爱的全媒体综合平台，

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展现南科大青年风采。南

科大团委正形成具有南科大特色的团工作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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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是遵循自愿原则、经由各书院民主推荐产

生的一个年轻有为、干劲十足的学生组织。组织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主要职

责是负责宿舍活动的开展，参与宿舍生活的监督和管理等。组织架构为“主席 -- 

副主席 --三个执行部门（秘书部、宣传部、组织部）”，精简的组织架构保证了

宿管委的高效工作。我们秉承着“立足学生群体，为同学们服务”的基本准则，在

近两年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我们开展了广受好评的宿舍活动，解决了同学

们住宿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高了同学们的居住舒适度。

宿管委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如果你希望做最贴近同学生活的工作，如

果你希望开展丰富多彩的宿舍活动，如果你甘于奉献，勤于付出，宿管委将会是

你最好的选择！欢迎最优秀的你们加入这个富有战斗力的团队，让我们一起聊聊

宿舍那些事儿！

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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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科技大学义工联合会，英文简称“SUVA”（SUSTech Volunteer 

Association），成立于 2017 年 5 月，是校党委领导下，校团委指导下的校级

公益学生组织，由主席团、办公室、新媒体部、外联部、组织培训部和财务

部构成。义工联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全校义工）和团体会员（南科公益、应

急救援队、招生宣传协会、致仁青年志愿者协会、树仁小树苗义工队、致新

公益、双创协会义工队、理学院志愿服务队、工学院志愿者服务队、教职工

子女志愿服务队及南科大附中义工队）。义工联的成立是为了进一步营造校内

公益氛围，保障义工权益，使“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做志愿者”这句口

号深入人心。



致仁书院学生会：致仁书院学生会：

致仁书院学生会，是隶属于南方科技大学致仁书院，由致仁书院学生管理的组织，下设文体部、活动部、外

联部、学联部、秘书处五个部门。致仁学生会的主要职能是协助书院老师处理书院事务，并以弘扬致仁书院家

文化为目标，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为书院学生带来更加丰富的生活体验。此外，学生会还致力于打通外联渠

道，引进更加多样的资源，同时还致力于完善书院权益通道，把书院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平台。致仁学生会始终

践行自下而上的原则，任何有趣的想法、建议都能被接纳。

树仁书院学生会：树仁书院学生会：

树仁书院学生会承担了书院内院外多方面的工作。对内部，树仁书院学生会立足于全校学生的需求，策划

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如《奔跑吧，南科人！》、解忧杂货铺等，增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关注学生心理与身体

健康；同时举办了帮助同学了解社会、走入职场，进行生涯规划的实践活动，如科技行等。树仁书院学生会也

在对外交流活动中贡献力量：跟随黄立民院长赴上海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现代书院制论坛；与哈

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材料学院等一流高校联合开展院校联盟活动

致诚书院学生会：致诚书院学生会：

致诚学生会是一个伴随致诚书院成立成长的院级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书院的文化体育建设与特色活动的

筹办。由我们打造的南科好声音、致诚舞会、橙子节、致诚音乐之夜、致诚中秋之夜、致诚生日会、Running To 

Peking Plan 等系列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我们作为唯一承办方，连续五年组织学校规模最盛大的跨年晚会。并

且作为唯一学生组织，与艺术中心共同承办南科大十周年校庆晚会，获一致好评。院队在我们的科学管理下，

致诚足球队斩获 21年书院杯冠军。致诚学生会正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书院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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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书院学生会：致新书院学生会：

致新有爱，因你存在。致新书院学生会致力于将书院的温暖带给每一位同学，为同学们打造展示自

我和发展自我的舞台。致新学生会的招牌活动有致新团聚日、戏剧大赛、岁末碎语、口罩涂鸦大赛、深蓝

义卖；除娱乐活动外，每学期还开设“学生课堂”，邀请优秀的学长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业问题，“走进实验室”

则给同学们搭建了探索学科特色的平台。这是一个有责任心且团结的队伍，等待每一个优秀的你加入。

树礼书院学生会：树礼书院学生会：

树礼书院学生会在五年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团结、有特色的学生会。学生会严以律己，

追求主办活动的高质量、有特色，在过去的五年里举办了树礼书院新生晚会、冬至团圆会、寝室文化月、

火漆封笺、情书花园等活动；组织同学们进行导师晨跑，注重加强同学们与导师的交流沟通。学生会

将“项目制”和“部门制”有机结合，针对不同部门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制定详尽的管理条例，为树

礼书院的同学们提供更加舒心美好的校园体验。

树德书院学生会：树德书院学生会：

树德书院学生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代表书院学生利益，反映学生意愿，充分发挥桥梁

与纽带作用，为树德书院的建设贡献青春才智。在制度上，完善了项目导向制，推出了金点子制度，在全

学生会收集活动创意；活动方面，举办了南科厨语、华彩夜-乐队拼盘晚会、树德之夜、树德杯竞技比赛、

中秋夜湖愿、建国 70年国庆摄影赛、长青计划系列等活动；服务学生上，学生会及时向书院反馈学生诉求，

管理书院活动室，组织升学分享会、学长经验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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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U   LU

欢迎来到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城市——深圳！来到深圳，除了能够感

受到敢闯敢试、追求创新的城市气质，还能参观丰富多彩的旅游景点。建

议同学们可以趁开学之初，四处游览一番，领略深圳的景观风貌。苏苏在

这里专门为大家设计了深圳两日游路线供大家参考，一起来游览大美深圳

吧！

Day  1

何香凝美术馆（2小时） 

深圳两日游

    第一天的景点集中在南山区，先去何香凝美

术馆打卡，然后去华侨城拍照，华侨城值得拍的

地方很多，一不小心就会忘记时间，晚上游玩世

界之窗，游客相对少一些，而且门票相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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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生态广场（2小时）

世界之窗（3小时）

Day  2
仙湖植物园（3小时）

深业上城（2小时）

莲花山公园（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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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外联部小可爱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不少宝能城的学生专属优惠，详细优惠信息见下表

（优惠信息统计于2021年7月1日，具体优惠信息请询问商家）：

苏苏学生价

楼层 铺号 实际立顶商户 针对学生的折扣

B1

B1

德克士

鹑味季

大牛潮汕

日日香

鱼你 YO!SOLO

美颐美

特百惠

华侨眼镜

B1

B1

B1

B1

B1

B1001-3

B1009-J-3

B1011-J-3
B1012-J-3
L1027-3

B1

B1014-J-3
B1015-J-3
B1016-J-3
B1017-J-3

B1057-3

B1044-3

B1051-3

B1058-3
B1059-3

正价单品凭学生证可打 8 折

凭学生证全场 8 折

大学生凭学生证到店消费享受菜品7.8
折
（酒水饮品，茶位酱料，快餐除外）

学生证可享 8.8 折，除酒水餐位费，优
惠不共享

全场产品凭学生证 8.8 折优惠 ( 特价
除外 )

凭学生证 8 折

凭学生证可以享受商场员工套餐，最
低 19.9 一份

凭学生证可全场打 8.8 折

1F
B1058-3
B1059-3 COCO 都可

凭学生证免费加料（珍珠，椰果，摇摇冻）

1F L1015-3
L1016-3

博士眼镜
凭学生证来店配镜，自由品牌镜架镜
片 8 折，A 类镜片 8.8 折（单购镜片
也可享受此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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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 铺号 实际立顶商户 针对学生的折扣

1F

1F

有茶

吖木

Jomeyo

ALIENWARE 外星人

戴尔

1F

1F

1F

L1004-J-3

L1019-3

L1020-3
L1021-3

L1022-3
L1023-3

L1048-3

凭学生证到店 8.8 折优惠

学生证可享 8.8 折

凭学生证可全场打 8 折

1. 购买 1660ti 笔记本可享受原价优惠
1000 起
2. 购买指定台式机可享受赠送外星人
3899 元显示器一台
3.购买全场任意外星人配件可享受8.8
折
4. 购买外星人任意机型可赠送外星人
专属联名服装
时间 :11.1-11.30

学生证购机享受 9.5 折，售后维修服
务 9 折

1F L1031-J-3
L1032-J-3 绿皮书工房

凭学生证可享全单 88 折
（不包含酒类，不可与其它优惠同时享用）

2F L2012-3 fandecie 芬狄诗 正价商品凭学生证可打 8 折

L1053-31F OLAY 凭学生证买满 800 减 120

2F L2013-3 paul frank 学生证可打 8.8 折

2F L2019-2 农耕记 凭学生证 95 折

L1026-21F 爸爸糖手工吐司 凭学生证全场 9 折

L1029-41F Vlife 学生过来出示学生证指定款 5 折

L1031-1
L1026-1

1F TEA CROSS 凭学生证 8.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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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 铺号 实际立顶商户 针对学生的折扣

3F

3F

格雅健康养护

我是酸奶君

木马勺

魔锅

伊丽斯

3F

3F

3F

L3019-3

L3023-3

L3009-2
L3010-2
L3011-2

L3003-2
L3004-2
L3005-2

L3026-2

健康养护针对学生全场所有项目 8 折

凭学生证全场 88 折

凭学生证 8.8 折

凭学生证 6.8 折（除特价菜品，酒水饮料，
和主食）

凭学生证可享受疗程卡项 7 折优惠

3F

L3023-2
L3024-2
L3025-2

小龍坎 出示学生证菜品 85 折

B1 B1024-2 黑豆咖啡 凭学生证饮品 8.8 折（食品豆 / 周边商品
不参与）

L3014-23F 悦湘楼 凭学生证全场 8 折

B1 B1016-J-2 成祥饺子 凭学生证单人用餐 8.8 折！双人折扣
8.5 折！三人行折扣 8 折

B1 B1017-J-2 楚襄味道牛肉面 一人 85 折，两人同行 8 折，三人以上
75 折，饮料小吃除外

B1018-J-2B1 布维记 凭学生证 8.5 折

B1003-J-2B1 鱼你在一起 凭学生证 8.8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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