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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F 爱易爱福 2019 年秋季学期项目信息汇总表 

大学名称 项目时间 英语要求 报名 
截止日期 

项目费用(人民币，预估) 
(美元汇率 6.85 计算; £汇率 8.85 计算) 

UC Berkeley 
加州伯克利 

(文理科专业) 
2019-08-26 至 2019-12-20 

(秋季 Semester 学期) 
面试(可无托雅); 托福 90; 雅思 7 
GPA3.0/4 或 百分制均分 80 2019-04-05 

 总计 16830 美元(115286 元人民币) 
申请费$200; 学费(文理科专业 12 学分)$9000; 学生服务费$575; 学生公寓双人
间(不含餐) $5625; 保险$700; IEF 服务费 RMB5000 元; 额外学分$750/学分 

UC Berkeley 
加州伯克利 

(工程) 
2019-08-26 至 2019-12-20 

(秋季 Semester 学期) 

托福 90; 雅思 7; TOEIC: 800; 
大学四级 550;大学六级 520;+面试 
(托福 85; 雅思 6.5+面试) 
GPA3.0/4 

(需选 2 学分 Extension 课) 

2019-04-15 
 总计 20955 美元(143550 元人民币)： 

学费(工程专业 12学分) $9500; 申请费$200; 学生服务费$4200; 学生公寓双人间
(不含餐) $5625; 保险$700; IEF 服务费 RMB5000 元; 额外主校学分$750/学分 

UC Berkeley 
加州伯克利 

(法律、商科、环境
设计) 

2019-08-26 至 2019-12-20 
(秋季 Semester 学期) 

托福 90; 雅思 7; TOEIC: 800; 
大学四级 550;大学六级 520;+面试 
(托福 85; 雅思 6.5+面试) 
GPA3.0/4 

2019-04-15 

 总计 25725 美元：学费(法律 13 学分，含学生服务费及保险) $19900; 申请费$200; 
学生公寓双人间(不含餐) $5625; IEF 服务费 0 元 

 总计 25725 美元：学费(商科 12-14 学分，含学生服务费及保险) $19900; 申请费
$200; 学生公寓双人间(不含餐) $5625; IEF 服务费 0 元 

 总计 25325 美元：学费(环境设计 12-15 学分，含学生服务费及保险) $19500; 申
请费$200; 学生公寓双人间(不含餐) $5625; IEF 服务费 0 元 

UC San Diego 
加州圣迭戈 

2019-09-19 日至 2019-12-25 
(秋季 Quarter 学期) 

托 80; 雅 6.5 (需选 3 分英文课) 
托 85; 雅 7 (需选 4 分 Extension 课) 
托 90; 雅 7.5 (全部主校课程) 
排名前 10% (GPA3.0/4) 

2019-04-15 
 

 总计 11387 美元(78000 元人民币) 
申请费$200; 学费(12 学分)$7800; 学生服务费$380; 食宿(学生公寓双人间，不含
餐) $2422; 保险$585; IEF 服务费 0 元;  

UC Santa Barbara 
加州圣芭芭拉分校 

2019-09-20 日至 2019-12-17 
(秋季 Quarter 学期) 

托 80 (单项低于 20 需选英语课); 
雅 6.5 (单项低于 6 需选英语课); 
GPA3.0/4 

2019-04-15 
 总计 10152 美元(69550 元人民币) 

申请费$200; 学费$5600(12 学分); 食宿(学生公寓双人间，不含餐) $4327; 保险已
包含在学费中; IEF 服务费 0 元 

Michigan State U. 
密歇根州立大学 

2019-08-23 至 2019-12-15 
(秋季 Semester 学期) 

托 79(单项不低于 17); 雅 6.5; 
GPA3.0/4 2019-03-25 

 总计 21070美元(144330元人民币) (本科 12学分; 校公寓双人间; 含餐; 保险; IEF
服务费 0 元) 

 总计 19118 美元(130960 元人民币) (研究生 9 学分; 校公寓双人间; 含餐; 保险; 
IEF 服务费 0 元) 

U of Notre Dame 
圣母大学 

2019-08-21 至 2019-12-20 
(秋季 Semester 学期) 

托 80; 雅 6 (需选 1 门英文课) 
托 90; 雅 7 
GPA3.0/4 

2019-03-25 
 总计：22570 美元(154600 元人民币) 

学费(12 学分) $13164; 食宿(校内公寓双人间+每日三餐) $7705; 保险 $863; IEF
服务费 RMB4000;  

*注：ⓒ IEF 拥有最终解释权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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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 
伦敦大学学院 

2019-09-23 至 2019-12-13 
(秋季学期 Fall Term) 

托 92; 雅 6.5 (部分专业 1) 
托 100; 雅 7.0 (部分专业 2) 
托 109; 雅 7.5 (部分专业 3) 
GPA3.0/4  

2018-03-25 

 总计: 10224 英镑(RMB90480 元); 学费(Arts 相关、经济、数学) 
 总计: 12780 英镑(RMB113100 元); 学费(Science 相关,人类学,考古,艺术,地理,心理) 
 总计: 11844 英镑(RMB104820 元); 学费(Liberal Arts & Sciences) 
 总计: 12987 英镑(RMB114940 元); 学费(生物科学类)  
 总计: 14292 英镑(RMB126480 元); 学费(工程类)  
食宿(学校公寓双人间,不含餐) £1560; 保险 £170; IEF 服务费 RMB5000; 

 

*注：ⓒ IEF 拥有最终解释权  2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