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7/2016【版本优化】：更改了新生信息表的地址

亲爱的各位即将来到芝大的新学生，新学者:

你们好!

首先, CSSA 代表芝大的所有中国人欢迎你们的到来!

芝加哥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UChicago CSSA）热烈欢迎大家加入 CSSA 这个
大家庭。我们每年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结识新的朋友，让大家
在异国他乡也能有一份归属感。芝大 CSSA 的主页是
http://cssa.uchicago.edu/index.html, 在这里，你能找到诸多的有用信息。了解 CSSA
活动最快的方式就是加入 CSSA 的 mail list，只要去 lists.uchicago.edu，用自己的 email
邮箱登录，搜索 CSSA，点击订阅（subscribe）即可，CSSA 会将最新的活动咨询用
newsletter 的形式发送至您的邮箱。同时，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UchicagoCSSA).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facebookUC CSSA
(https://www.facebook.com/cssauchicago)。

老生接新生是我们芝大中国人社区互相帮助的传统，CSSA 很荣幸能够成为两者之间联
系的桥梁。如果您需要接机，请点击下面的链接，完整地填写注册表格，以便我们整理信
息和安排人手(*是必填项目)。
http://www.sojump.hk/jq/8732875.aspx

1. 在您填写好注册表格以后，我们会征募志愿者进行接机。新生简要信息会被时时更
新在 http://www.chaojibiaoge.com/index.php/U/url/dzmlbbzs 以供志愿者浏
览，同时新生可以查看自己是否找到志愿者
2. 如果有志愿者确认能够接机，我们会向您和对应的志愿者发送一封邮件通知，让双
方沟通接机详情
3. 需要说明的是，接机活动完全依靠志愿者的热情付出，请新生在整个过程中注意礼
貌。为了表达对志愿者辛勤付出的谢意，CSSA 建议每位新同学提供机场来回所需

的汽油和停车费用(单人 30 美元/人,2 人及以上 20 美元/人), 具体数额可参照实际
情况并与志愿者沟通商定。
4. 已经确定接机计划的新生，一旦遇到时间变动，请尽快通知接机志愿者和 CSSA，
以尊重志愿者的时间和付出。
5. 新生在出行前最好能准备一些 25 美分硬币 (quarter) 或者电话卡，如果转机过程
中出现时间或者航班变更，请尽量电话通知接机志愿者。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可以
拨打免费电话 911 寻求警方帮助。
6. 请你务必在出发之前确认抵达当晚的住宿安排。如果您将入住学校的研究生公寓
(Graduate Student Housing)，但抵达学校的时间晚于下午 5 点，或是在周末，
由于办公室已下班，第一晚可能无法顺利入住申请到的公寓房间。在这种情况下，
请提前安排住宿，并告诉志愿者您的临时住址。
7. 在平安到达住处以后，请大家知会 CSSA 接机工作负责人。
8. 本次新生接机活动服务的对象是 2016 年新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或访问
学者及随行家属。原则上不为老生提供接机服务，希望老生能够谅解。
9. 志愿者工作或许无法安排到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列出了其他从机场到学校的方式。

CSSA 接机工作负责人：吴凡 fan.w19@gmail.com 或王敏哲 wangmzthu@gmail.com

学生会为大家列举出以下几种由 O’Hare 机场抵达学校的方式。

主要三种选项为出租车，公交和机场大巴。这三种选项芝大学校网站也有相关说明，链接
如下
https://maps.uchicago.edu/directions/airports.shtml
以下 CSSA 为大家对这三个选项做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方便同学们做出选择。在此之
前我们还给大家附上 O’Hare 机场和 Midway 机场的官方在线地图，方便同学们找到相
关位置
O’Hare 机场：
http://www.flychicago.com/OHare/EN/AtAirport/map/Pages/default.aspx
Midway 机场：
http://www.flychicago.com/midway/EN/AtAirport/map/Pages/default.aspx

2.

出租车或 Uber。抵达 O’Hare 机场的同学可以在出机场后根据指示牌到机场指定地

点等候出租车。出租车公司主要有两家 Checker Cab 和 Yellow Cab，网站分别为
Checker Cab: http://checkertaxichicago.com/
Yellow Cab: http://yellowcabchicago.com/
从 O’Hare 机场到芝大校园一般出租车价格在 50 美元左右，加上 10%-15%的消费，总
共花费大概为 55-60 美元（去年经验）。注意一般出租车最好先电话或在线预约，具体信
息请访问以上提供网站。大家还可以使用 Uber 手机 App 打 Uber 出租车，价格为 35-45
美元左右（Uber 官网估计价格）。请注意国内的注册的 Uber 账号不能再美国使用，所以
如果使用 Uber 的话请大家先申请美国的 Uber 账号，并关联一张可以支付美元的 VISA 或
MASTER CARD。Midway 机场方式类似，而价格一般出租车为 20 美元左右（税前），Uber
出租车价格为 25-30 美元左右（Uber 官网计算价格）。

3.

芝加哥市内公交及地铁。要乘坐芝加哥地铁或公交首先要现在机场的地铁站办 Ventra

卡一张（工本费 5 美元）并充值足够金额（例如 20 美元足够）。取得 Ventra 卡后，抵达
O’Hare 机场的同学可以在出机场后根据指示牌蓝线地铁(BLUE LINE)乘坐地铁（在 2 号
航站楼地下，如从国际航班到港 5 号航站楼需要先乘坐机场内部轻轨）。搭乘蓝线至
Jackson 站，到地面转乘 6 路公交车至 Hyde Park（从 51 街到 57 街，取决于你的住址）。
从 Midway 机场，乘坐 55 路公交，55th Ellis 以东几站都是 Hyde Park 地区。大家可以
在 CTA 官网找到芝加哥 CTA 系统所有地铁信息，公交的路线图与即时车辆位置信息。链
接如下
地铁：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travel_information/maps/htsystemmap.aspx
公交：
http://www.ctabustracker.com/bustime/map/displaymap.jsp

4.

机场大巴（shuttle）。Chicago Airport Shuttle 公司提供机场到芝大的大巴。具体预

订情况请大家访问其网站
http://www.chicago-airport-shuttle.com/ohare-shuttle.htm

5.

第三方提供接机服务的公司或个人（均为华人）。这样的公司或个人有很多，大家可以

在芝加哥华人资讯网上找到很多相关信息，链接如下
http://www.chicagochinaren.com/f/page_viewforum/f_43.html
这里 CSSA 为大家列举三种选择，均是经协商后的优惠价格。更多选择请访问以上链
接。
（1）

根据以往同学的经验为大家推荐一位靠谱的接机师傅

收费：
O’Hare 机场到芝大校园：40 美元；
Midway 机场到芝大校园：30 美元（八月），35 美元（其他月份）。
联系方式：
微信：liuchenluke
（2）芝加哥四海接送（来自芝加哥华人资讯网，并已得到 CSSA 联系确认）：
收费：
O’Hare 机场到芝大校园：轿车 50 美元/辆，minivan 65 美元/辆；
Midway 机场到芝大校园：轿车 35 美元/辆，minivan 50 美元/辆。
注：轿车容量：人数 2-3 人，行李 2-3 件。Minivan 容量：人数 4-6 人，行李 5-8 件。
联系方式：
美国电话：3128238688，中国电话：95040489092
订车微信：Chicago4s
详情：http://www.chicagochinaren.com/f/page_viewtopic/t_1510.html
（3）芝加哥熊猫接送（来自芝加哥华人资讯网，并已得到 CSSA 联系确认）：
收费：
O’Hare 机场到芝大校园：商务车 50 美元/辆；
Midway 机场到芝大校园：商务车 35 美元/辆。
注：容量：商务车容量：人数 4-6 人，行李 5-8 件。
联系方式：
美国电话: 0013124830858，中国电话：13916169916
微信：0013124830858
详情：http://www.chicagochinaren.com/f/page_viewtopic/t_117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