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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怀包裹

每年的这个时候，学生们都会为了躲避寒冷的天气而待在室内，这意味着更多的零食和休闲时间。
因此，赶快前往University Parent获取官方UC Davis关怀包裹，为您的儿子或女儿购买生日或节
日礼物，或者就用礼物鼓励他们！

学术提醒
联邦政府助学金免费申请 (FAFSA)
州级拨款及大学拨款的每年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3月2日。申请将从联邦政府助学金免费申请 (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 FAFSA) 
或加州梦想法案申请开始。两项申请均免费。您的FAFSA或加州梦想法案申请上所提供的信息将被用于计算您的预期家庭贡献额 (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 EFC)。UC Davis使用EFC来判定您获得助学金的资格。您必须每年进行申请，因此请不要忘记提交您的申请。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UC Davis助学金办公室。

毕业典礼
本科生必须在他们申请毕业季度的相应截止日期之前申请和填写他们的毕业申请。逾期的毕业申请将不予接受。申请截止日期如下：

2020年春季
 ● 毕业申请期间：2020年2月1日至3月13日
 ● 毕业取消截止日期：2020年7月13日
 ● 毕业日期：2020年6月11日
 ● 学位发布（即学位授予）：2020年8月底
 ● 文凭分发：2020年10月底

2020年夏季
 ● 毕业申请期间：2020年6月1日至7月25日
 ● 毕业取消截止日期：2020年7月24日
 ● 毕业日期：2020年9月11日
 ● 学位发布（即学位授予）：2020年10月底
 ● 文凭分发：2020年12月底

毕业检查清单
 ● 提交在线毕业申请。
 ● 联系您所在学院的院长办公室，以申请参加毕业典礼。
 ● 在相应的截止日期之前向相关学院的院长办公室提交辅修申报申请。
 ● 如果您需要申报进行专业变更，请在您申请毕业之季度前的至少一个季度之前向您所在学院的院长办公室提交您的专业变更申请。 
 ● 与专业顾问见面，以确认您的专业要求是否得到满足。
 ● 在毕业前的至少两个季度之前，向相关学院的院长办公室申请学位核查，以评估大学和学院的要求。
 ● 确认所有转移课业的成绩单已被提交至本科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评估。

冬季选举

每个学年，将为UC Davis学生联合会 (Associated Students of UC Davis, ASUCD) 举行两次普选。秋季学期的第七周将选举出六位理事，冬季学期的第
七周期间将选举出六位理事以及主席和副主席。学校许可并鼓励所有本科生在普选中进行投票。

投票将从2月18日开始！

在ASUCD选举上认识候选人。

LATITUDE餐厅与市场 

Latitude餐厅赞颂UC Davis社区的多样性，餐厅以完全使用新鲜、当地采购的*原材料制作的国际精致菜肴为特色，并通过拉丁美洲、欧洲、中东和印度
以及亚洲主题平台进行供应。菜单每日更换。欢迎大家刷卡用餐，亦可现场支付（欢迎使用Aggie Cash、信用卡和现金），尽情享用您想吃的美食。

Latitude市场提供手工和定制三明治和配菜，新鲜的寿司档口，热食和冷食档口，现点现做的饮料和奶昔，丰富多样的意大利冰淇淋，以及预制作的外带
餐点、零食、点心和饮料。

访问他们的网站，查看用餐时间、位置、菜单以及关闭时间。

学生住宿与餐饮部
学生住宿与餐饮部希望随时向您提供最新资讯。以下是您家的学生在这个月可以期待之事。 

食堂主题餐点
2月13日——Fan Feast，下午6点至晚上9点
2月17日——节假日食堂 (Dining Commons, DC) 周日开放时间 
如需获取菜单的最新信息，请点击此处。

学生可和住宿顾问分享他们的心声
住宿顾问是由UC Davis学生住宿与餐饮服务部主办的一项计划，学生可通过这项计划与专业的工作人员会面并分享经历。学生不仅可以提供关
于学生宿舍和公寓居住的反馈，还有机会品尝在即将推出的主题餐中供应的餐点！ 
这个月我们将在校园内新的就餐地点Latitude见面。 
在2月13日的下午1:30至3:30加入我们——欢迎前来Latitude。 

您的宿舍有什么可以向潜在新生展示的吗？
UC Davis学生住宿部正在征集愿意在4月4日（周六）的Decision UC Davis活动上展示自己房间的住宿生。所有室友都必须同意自愿参与，参与者
将获得Aggie Cash作为报酬。请联系您的住宿咨询员 (Resident Advisor, RA) 以了解更多信息。

第二年住宿——寻求第二年的住宿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最近，校外住宿项目为学生在寻找下一学年的住宿方面提供了实用的小贴士。 

演示文稿的副本可在这里找到。如果学生有任何疑问或顾虑，请随时联系studenthousing@ucdavis.edu 

分享最爱的家中美食
离家的日子总是充满艰辛，因此我们希望您家的学生在食堂就餐时能感受到一丝家的感觉。与我们分享您家学生最爱的菜肴食谱，我们可能会有供应！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此处。 

抵御冬日严寒的5个热门校园地点
作者：Nathaniel S. Curiel

The ARC (活动与娱乐中心)
效仿冰岛强人的例子，利用冬季的空闲时间到体育馆锻炼，亦可参加旋转训练课程。 

Shields图书馆
350,000平方英尺的温暖、照明充足的宅人圣地。您还需要知道什么？

游戏区
在这里，无论天气如何，您都可以与朋友尽情畅玩：保龄球、台球和游戏——游戏机、电脑和桌游。

俱乐部与学生组织
冬季是找到对您胃口的学生组织并参与其中的绝佳时机——共有800多个学生组织可供选择。

Manetti Shrem博物馆
室内的艺术冒险活动在校园的南边等着您。本月底将有两场新展览开放。此外，这是完全免费的！

AGGIE的声音 
作者：Nathaniel S. Curiel

在UC Davis，我们骑自行车出行并且居住在宿舍里。我们进行腊肠犬赛狗。我们在吊床上小憩，在饱学之士旁边学习。我们穿着睡衣游行，我们是国内顶
尖的大学之一。我们在赞颂个体表达的同时，仍然让每个人感觉自己是Aggie大家庭的一部分。

我们学生事务部非常希望能够倾听UC Davis学生在UC Davis就读期间是如何更多地发现自己以及找到自己在UC Davis社区中的位置。

鉴于这一点，我们邀请您同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我们寻找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故事长度在500–800个单词之间，详细讲述对您的人生产生影响的UC 
Davis学生经历中的一个具体方面。

获选的故事将被展示在学生事务部的网站上，可能还会展示在大学内的其他沟通渠道（在学生的明确同意下）。

每个分享的故事都将进一步丰富UC Davis的生活画册，并为校园社区带来灵感，因此提前感谢您同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如需分享您的故事或是推荐其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请填写Aggie的声音提名表 (Aggie Voices Nomination Form)。

MICHAEL PETRIS
 ● 家乡：加州Oxnard
 ● 专业：音乐
 ● 辅修：教育与奇卡诺人研究
 ● 2021届

当Michael Petris在指挥时，他专注于确保他面前的每位音乐家都能理解他试图通过每个手势和面部表情来传达的信息。“我们是指挥家，而不仅仅是领
导者。”他说到。“我们的工作是让音乐家们适应并帮助他们——只有理解团队并与团队配合才能创造出好的音乐。”

这对于Oxnard本地人而言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我人生中最热爱的两个东西是音乐和人。”Michael说到，而他正是会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东西的那种
人。他在中学时代对音乐的发现引导他去追求高等教育，使他成为他的家庭中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我认为，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最根本的是生活技能，而并非每个人都能这么早就培养出生活技能。”他说到，同时回忆着当年自己探索诸如经济
援助等申请步骤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初到校园时迷失方向的感觉。现在，作为一名RA及迎新领导，他充分利用这些经历来为刚到Tercero的新生提供
一个温暖、舒适的空间。

“学生经历的两个方面” (Two Sides to the Student Experience),

毫不夸张地说，担任一名迎新领导有点像担任一名指挥家。“我的工作是带学生熟悉校园环境，确保他们觉得自
己正在很好地过渡，帮助他们决定课程之类的事情。”他说到。和指挥一样，这是一个支持性的角色。“我觉得迎
新工作对我来说非常好，它能够培养我作为一名领导者的社会技能和个人技能。” 他还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挖
掘了他以前未曾意识到的UC Davis学生生活中的一些方面。

其中一个便是学生参与中心 (Center for Student Involvement, CSI) 以及他们监管的800多个学生组
织。Michael参与了其中一个——电子游戏管弦乐团，并在上个季度领导团队进行了数场校园表演，包括来自于 
《最终幻想》和其他经典电子游戏中的音乐。

学生经历的两个方面

Michael计划在毕业之后攻读指挥学的音乐硕士学位。他说自己有个“遥远的梦想”，那就是在柏林爱乐乐团 
(Berlin Philharmonic) 进行指挥，但提到走向任何指挥台都需要漫长的过程。作为一名教育学的辅修学生，他
坚信向儿童教授音乐的价值，他同时也对音乐教育者的工作保持开放心态。

“我给将要入学的学生们最大的建议是，作为一名Aggie需要两个方面的技能。”他说到。“既有学术方面的技
能，也有社会方面的技能。厚此薄彼是难以避免的。关于大学有一个污名，那就是您只是来这里学习，四年之后
就会离开；但您需要意识到，您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务必了解一下学生参与中心，看一看这里提供的所有资源。
当您有前瞻性时，就不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野餐节——预留时间！
加入加州大学Aggie校友会 (Cal Aggie Alumni Association, CAAA)，参与UC Davis的第106个野餐节，时间为2020年4月
18日（星期六）。野餐节是UC Davis最受尊崇的传统之一，并作为大学的年度开放日招待预备学生和在校学生、家庭、校友、
教职工和社区成员。此次家庭欢聚活动免费！ 

应在您的简历中列出的最佳技能（以及应当排除的一些技能） 
思考您简历上受欢迎的资质是关键所在。 
作者：Robin Reshwan 

一般的美国人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大约换10次工作。现代职业生涯的残酷事实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将需要展示我们的能力20到40次才能获得这10个工
作岗位。几乎每个面试流程的第一步都是提交简历。鉴于这个第一印象极为重要，因此思考您简历中的目标技能便是关键之所在。以下是一些应包含在
您简历中的受欢迎的技能和能力。 

影响。一份有效的简历体现——而非讲述——您将如何带来价值增长。是的，您需要列出您的职责，但您也需要展示您的存在会带来什么变化。换句话
说，说出您的影响。例如，如果您负责招聘和聘用（且您会说这是您的一项关键优势），则在简历中包含您曾聘用了多少人，您多快完成了这些聘用，以及
您聘用的人中有多少人在岗时长超过了您的公司或行业平均年限。 

合作。每个工作描述都需要体现“跨职能协作”。翻译：您在沙盒中与那些并非您的直接同事的人合作良好。为了阐明您的协作方式，描述“您受邀加入的
全企业范围的任务小组”。或是传达“您的团队是如何能够凭借您的优质工作的业绩记录，从而以比其他管理者两倍的速度通过财务规划和分析的批准
流程”。简而言之，展示您在公司内开展合作时取得了哪些成就。 

截止日期驱动型。在一个竞争激烈、科技注入的环境中，即便是有24小时周转时间的结果也可能看起来像超期25小时。工作效率最高的员工能够很快
地完成任务，并且拥有策略能够设置和超越截止日期驱动型的预期。提供您能够在压力下工作的证据。 

从容应对混沌环境的能力。当速度为王时，许多组织在评估完所有选项之前就会采取行动。能够在优先顺序更替、变量不断变化并且目标有时具有活动
性的文化中生存下来甚至是茁壮成长的员工，远比那些寻求稳定和固定的岗位的员工更受欢迎。大部分发展中的公司都处于不稳定的境地，他们想要能
够在未充分发展的结构下发挥功能的员工。 

分析与洞见。没有任何岗位或行业不涉及数据和分析。如果您是一名医生，您拥有关于在一天内诊疗的患者数据或是满意度评价。送货司机？您拥有关
于您的线路时间、已完成的配送以及丢失或损坏的包裹的追踪数据。了解您的职业的可量化指标，并阐述这些指标体现了您的哪些特质。 

您的简历中不应包含的内容 

您的家庭地址。这在申请时是不需要的，并且可能会带来一些隐私或歧视方面的风险。 

联系信息的标题。例如，相比“电话：555-123-4567”，您可以直接列出号码“555-123-4567”。其用途显而易见。 

不要在您的总结中列出您拥有多少年的经历。首先，招聘信息不会要求“二十年的管理经历”，因此，在您的总结中的首要位置上写出这一点并不会在申
请人追踪系统或招聘者心中为您赢得任何分数。第二，读者可以把您的经历年数加起来（或是很好地猜测），因此何必把您最宝贵的简历空间浪费在无法
为您的候选人资格增加价值的地方？ 

主观或形容词性质重的软技能。例如：“善交际的人。” “对细节一丝不苟。” “具有团队精神。” 招聘者和招聘机构要看上百份简历。主观性的描述不会增
加任何价值。招聘专业人士已经看过或见过足够多在句子末尾漏加句号和忘记检查拼写的“细节导向型”的人，他们已经不会盲目地相信您就是那个真
正的注重细节的人。如果您无法展示或证明您拥有某项软技能，那么这对您的候选人资格将没有帮助。 

雇主通常会因职位空缺收到超过200份简历。既然员工流动率始终高居不下，眼光敏锐的招聘经理会寻找已经具备能够完成当前工作的技能的候选人。
确保您的简历体现出您的目标岗位最为需要的技能和资质。一份定制化、撰写良好的简历是一次成功的现代求职的关键组成部分。

网络研讨会

研究生院是否适合我？
2月19日（周三），下午12:00-1:00

决定是否继续深造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从确定学习什么以及将帮助您实现目标的课程项目，到准备标准化的考试和筹集教育资金，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复
杂的问题和重要的决定。加入我们一同深入探讨继续教育的机会，您需要解答以判断研究生/专业学校是否适合您的问题，以及关于为您的后续步骤做
准备的建议。我们的座谈小组将包括高级学位的持有人以及担任研究生院和专业学校招生办领导人的UC校友，他们将与您分享他们的建议和洞见。在
线加入以直接向座谈小组提出您的问题，或是注册以接收网络研讨会录像的链接。

在此报名：https://ucop.zoom.us/webinar/register/WN_vWkSYorWRoSoRI105JxhkA

新年——新工作
2月19日（周三），下午12:00-1:00

您是否准备好在新年有一个新的开始？加入我们举办的关于如何优化您的求职和新增您成果的网络研讨会。

报名：https://ucdavisdevar.zoom.us/webinar/register/WN_JBDCUoeRRQ2bCDYXc_sUNA

网络研讨会时间：中午12:00至下午1:00，太平洋标准时间 (Pacific Standard Time, PST)

主讲人：Robin Reshwan总裁，CS Advising & Collegial Services，《美国新闻》撰稿人

Robin Reshwan是一位经认证的专业简历撰写人 (Certified Professional Resume Writer, CPRW)，也是“职业世界”里的专家。作为规模名列前茅的
国际人力资源公司的业务领导，Robin曾为跨度广泛的公司、企业和职能领域面试、安置和招聘了上千名人力。 

Robin创建和管理人才评估流程并成功地将求职者与机会进行匹配的能力对候选人和雇主均有帮助。她的职业生涯技巧和建议被《美国新闻：职业生
涯》、高等院校、全国性俱乐部/协会和企业所采用。

Robin也是其所在社区的一名活跃的“青年成就”讲师、志愿者教师和辅导员。她曾荣获美国商业女性协会颁发的年度专业商业女性奖，并曾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担任校董会奖学金委员会的成员。

Robin以Phi Beta Kappa和Regents Scholar获得者的身份毕业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持有国际关系学学位。她同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一
同生活在三藩市湾区。

职业提升：管理他人的技巧
3月17日（周二），下午12:00-1:00

对许多人来说，职业发展伴随着更多的管理其他人的责任。通过这场一小时的互动性网络研讨会，您将学习技巧以扩展和增强您的管理技能。无论您是
渴望领导团队的初期职业人士，希望习得技巧以发展您的监管技能的新晋经理，还是希望获得新的洞见以更好地激励您的团队的资深主管，这场网络研
讨会将探讨管理和激励他人的复杂细节。在此报名参加在线网络研讨会或是接收录制视频的链接。

在此报名：https://ucop.zoom.us/webinar/register/WN_Sy9RwI9SSGmsoz87uCKM7A

SAA众筹

您和您家的学生是否喜欢庆祝野餐节，获取校友或辅导员的建议，或是在纪念礼堂 (Memorial Union, MU) 游戏区打保龄球？学生校友会计划举办活
动，以帮助学生感觉与校园和Aggie传统之间更加紧密联系。通过这类活动所建立的联系感能够提高学生的毕业率和留校率。在二月份期间，您可以通
过向我们的学生校友会众筹活动出资来支持学生校友协会 (Student Alumni Association, SAA) 及其项目。您所出资的任何金额都将帮助SAA继续举办
赞颂UC Davis并帮助学生和校友建立联系的活动。 

UC DAVIS：新闻
May校长向Rosa Parks致敬
作者：Dave Jones

周二（2月4日），Gary S. May校长搭上了一辆1950年代的Sacramento市公交车，在Rosa Parks的107年诞辰之际，在精神上与她坐在一起。

1955年，在阿拉巴马州Montgomery的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一个著名事件，Parks拒绝将她的座位让给一名白人乘客，引发了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长达一
年的公交车联合抵制——民权运动的第一个重大行动。

周二，May校长坐上了1958年的“Old Blue”公交车，这辆公交车是Sacramento地区大众交通专门为加州Rosa Parks日这样的场合而保留的。今年是加
州设立Rosa Parks日的第21周年，这一纪念日的首次设立是在2000年，即Rosa Parks去世的五年前。

SacRT在与一个社区团体的合作下，将这辆公交车停在Sacramento市政厅对面的第九街和一街。该团体的成员在当天下午站在旁边，向大众分享关于
Parks及其精神遗产的信息。该社区团体将纪念日的名称修正为Rosa Parks勇气日。

在参观完那辆公交车之后，May校长参加了市议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他领导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发言支持市议会关于纪念Parks的决议。

“我谨代表UC Davis，表达我们对于在“黑人历史月”里适当地履行的……这项决议最深切的支持。”校长说到。“我们将Rosa Parks视为一盏指明灯，她
对于我们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仍在闪耀。

“通过一个举动，Rosa Parks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她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人也能够产生深厚的影响。她的勇敢和对于社会公平的不屈献身在今
天依然激励着我们。”

校长继续说到：“我们必须保留这些社会公平和多样性价值，作为我们UC Davis宗旨中的核心目标。…… 我们的校园也受到设定了尊重、礼仪和包容的
社区原则的指导。和Rosa Parks一样，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在一个平等正义的环境中兴旺发展。

“我很欣慰Sacramento市和UC Davis能够拥有这些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的校园可能横跨堤道的两边，但知道我们拥有这么多共同点是非常令人激动的。”

UC Davis调查：市区公寓空置率有所缓解
作者：Julia Ann Easley

根据UC Davis学生住宿与餐饮部委托进行并于今日（2月5日）发布的一项调查，虽然Davis市的租赁市场仍然供不应求，但相比去年，空置的公寓略有增多。

混合空置率——包括按单元和按床位租赁的公寓——预计为百分之1.0，而2018年秋季为百分之0.5。房租平均增长了百分之5.5。

空置率
旨在向校园和周边社区提供信息以支持规划的第44次空置率和房租水平调查的报告显示，UC Davis正在校园内建造更多的学生住房，并更加广泛地解
决学生住房可负担性的问题。

根据秋季调查，7,207套按单元租赁的公寓中，有40套（即百分之0.6）是空置的，而去年的空置率则为百分之0.4。

在1,266套按床位而非按单元整体租赁的公寓中，4,194个床位中有141（即百分之3.4）是空置的。去年，这种单元类型中的床位只有百分之0.7的空置率。

租金水平
大部分受访者称房租维持不变或上涨。所有面积的按单元租赁公寓的平均每月租金上涨了百分之4.7，从去年的$1,815上涨到了$1,901。单床位租赁的
平均每月租金上涨了百分之5.1，从2018年秋季的$954上涨到了$1,003。混合租金水平增长为百分之5.5，其增长率较高的原因是它要把按床位租赁的
单元中部分房间共用的情况考虑在内。 

调查还对公共设施、电器、便利设施和停车位的提供进行了报告。

代表着9,007个租赁单位的共计122个公寓综合体和房产管理公司对调查作出了回应。报告中的计算未包括以低于市场租金水平出租的单元；仅包括了
8,475个市场租金水平的单元。

学生住房项目

UC Davis为大一新生和转校生保障其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住房，学校目前动力与信心十足，正在规划和建造更多学生租房。

校园现在能够为大约10,500名学生提供住房。基于与Davis市和Yolo县达成的一份2018年谅解备忘录，校园计划增加可向学生提供的校园内床位数
量。利用2016-17年大约9,800个床位的长期发展规划 (Long Range Development Plan, LRDP) 基准线，学校预期在2023年秋季之前将校园内住房
增加到超过15,000个床位。

学校、市和Yolo县正在共同合作以改善住房。今年秋季，社区发布了其的第一份联合年度住房报告。报告罗列了校园内和市内近期已完工的、正在进行中
的以及未来的住房开发项目。

其中校园项目包括：

 ● 2019年秋季——校园在9月开放了400个床位的Yosemite Hall。

 ● 2020年冬季——1月，校园在Tercero Area内开放了全新的Latitude用餐设施，这将有利于床位配置的未来增长和灵活性提升。

 ● 2020年秋季——The Green at West Village预计将为转校生和继续就读的学生增加1,000个床位。

 ● 2021年秋季——The Green at West Village预计将额外提供2,300个床位。

 ● 2021年秋季——The Shasta Hall项目正在有序开展，预计将提前一年向大一新生提供800个宿舍楼床位。

 ● 2023年秋季——预期在2023年秋季完工的经扩展的Orchard Park再开发项目将为有家庭的学生提供至少200个双床位单元，以及为多达1,200
名研究生提供住房。

 ● 直至2030年——规划至2030年的其他项目包括2,870个学生床位以及为教职工和工作人员提供的500个单家庭或多家庭住宅。

可负担性
校园正在落实学生住房可负担性行动小组所提出的建议。校园开展了多项活动，包括：

 ● 继续优先考虑设计和建造效率，从而使新建筑实现完全可负担的价格点

 ● 设立了一个基本需求宣导岗位，负责与物业经理保持联系并帮助解决学生和房东之间的问题，并为校园内的住房和食品安全工作提供支持

 ● 通过其Aggie Compass基本需求中心向符合资格的学生提供住房协助和基本需求方面的补助金

 ● 通过Aggie Compass开设了一个酒店代金券项目，向无家可住的学生提供5到10天的紧急庇护所

 ● 正在与市和县的官方人员合作研究策略，以减少无家可住者，包括探索快速安置项目方面的合作

 ● 计划推出一个无家可住者外联项目，以统计居住在街头或车内的学生，并向其提供资源

帮助寻找住房
学生住房与餐饮服务部协调员与Davis市的物业经理在秋季和冬季学期举办了研讨会，以帮助学生做好准备以寻找和找到住房。此外，UC Davis学生联
合会与来自Davis市公寓综合体的代表一同举办了一场年度住房日活动。 

山羊乳制品厂的剪彩
作者：Dateline Staff

UC Davis热爱它的山羊。100多年来，山羊在UC Davis农业与环境科学院的教学、研究和外联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1月25日，随着UC Davis Noel-
Nordfelt动物科学山羊乳制品厂的正式开幕，这一联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 

“我们非常激动能够看到这项工作取得成果。”动物科学教授兼农业科学副院长Anita Oberbauer说到。“在这个新设施里，我们将能够生产、上市和销售
A级山羊奶酪，同时为学生提供实践型的学习机会。”

作为学校年度山羊日活动的一部分，大约400人参观了该设施，该活动主要围绕为饲养和照顾山羊的人提供技巧和信息。参与者们试吃了Pennyroyal 
Farm的Erika McKenzie-Chapter和Redwood Hill Farm and Creamery的Jennifer Bice两位校友捐赠的奶酪。

坐落在Old Davis Road上的这座2,420平方英尺的Noel-Nordfelt动物科学山羊乳制品厂内设有挤奶间、奶加工室、清洁室、奶酪熟成室以及包装室。该
设施将帮助学生模拟生产山羊乳制品所面临的常见动物饲养问题，并提供一个可供学生、工作人员、教职工和行业利益相关者使用先进设备加工牛奶和
制造奶酪的空间。 

该设施所生产的奶酪最终将在Meat Lab出售，并在一些校园内的餐饮店中使用，山羊教学与研究设施经理Benjamin Rupchis说到。

“小规模的私房奶酪制作者将有机会在校园内磨炼他们的技艺。”Oberbauer说到。 

每年，UC Davis大约有1,000名学生在他们的课程中学习研究山羊。畜群规模在65到125之间波动，包括阿尔卑斯山羊、萨能奶山羊、拉曼查山羊以及记
录等级山羊，所有这些山羊都在美国乳用山羊协会进行了登记，并居住在主畜棚周围的围栏内。

学校的乳用山羊畜群只是山羊教学与研究设施内饲养的三个畜群中的一个——肉用和转基因研究山羊也在那里饲养。转基因研究山羊是基因工程改造
的乳用山羊，它们所产出的奶中含有更高水平的一种常见于人类母乳中的酶，这项研究希望最终能够使用羊奶来帮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遭腹泻
的有害影响。它们所产的奶目前完全用于研究，不会用于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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