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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秋季学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术交流项目 

（商科、法律、环境设计类专业）（零服务费） 

1. 项目概述 

本项目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Extension 部门即国际部联合学院设计操作的国

际学生访学项目，希望修读商科、法律、环境设计类课程的学生可以正式注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进行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的交流学习。学生将以正式注册的学生身份进行学校的常规教学

活动，学生将在开放专业内选取至少每学期 12 个学分的课程，学生在项目结束后将获得伯克利校

方正式的成绩单以及相应的正式学分。 

2. 学校介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简称 UC Berkeley, Berkeley, California, 或 Cal）是

一所大型公立综合性大学，依托加州的强大财政支持和西海岸的优秀商业环境，再加上旧金山的

亚太商贸枢纽地位，哈斯商学院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它在金融，国际商务，

非赢利机构管理，创业等方面颇具特色。背靠美国的硅谷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企业资源，哈斯毕

业生在实习和就业方面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 

伯克利法学院开设的 GAP 项目希望能够使学习相关课程的学生在当今变化迅速的国际化环境下能

够成为未来的法律革新者。学生将与精英学生一道在具有活力的，专业经验丰富的氛围中学习。 

伯克利环境设计学院在美国公立大学中位列第一位，在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四位。环境设计学

院 GAP 项目授课教师均为专业领域一流师资、开设高质量课程以及依托旧金山湾区和硅谷的顶尖

的创新生态系统网络，使国际学生能够在获得知识技能和专业人脉的同时在可持续的环境设计专

业领域内成为卓越的创新者和思想领导者。 

3. 项目时间 

秋季 Semester 学期：2019 年 8 月 26 日 –  2019 年 12 月 20 日 

4. 目标群体 

中国在校学生：主要面向商科管理类专业、法学专业及环境设计类专业方向的学生 

 本科生（出行时需 2 年级及以上） 

 研究生（不适用于环境与设计类专业方向） 

注：项目出行时需年满 18 周岁 

5. 录取要求 

 英语（符合任一条件即可） 

 托福 90; 雅思 7; TOEIC 托业 900（此类成绩免面试） 

 大学四级 550;大学六级 520;+面试 

 托福 85; 雅思 6.5 +面试 

 绩点 

GPA：3.0/4.0 或百分制平均分达到 8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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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优势 

 “零”IEF 服务费。 

 不同专业方向均为对应学院教授授课，其中商科方向课程为哈斯商学院课程且学生在满足相应

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有机会申请美国 OPT 实习。 

 性价比超高：UC Berkeley 公立大学费用低；IEF 第三方提供优质的境内外服务且不收取额外服务

费，使得整个项目具有高性价比。 

 费用公开透明，无隐匿收费。 

 各费用款项直接支付到费用实际收取方，财务风险小。 

 无托福/雅思成绩亦可报名：项目内可结合相应语言成绩加伯克利校方面试，用于评估学生英语

水平。 

 纯浸润式学习，深度体验美国高水平院校的学习生活。对后续学术发展提升有巨大帮助。 

 IEF 提供额外海外安全应急服务支持。 

 学校是全美最安全的学校之一。 

 校园及城市环境优美，气候宜人

7. 课程选择 

 学分要求 

商科：需选择 12-14 学分指定商科课程，课程分为商科基础课程及进阶课程两种阶段； 

法律：需选择 13 学分指定课程，包括两门各 4 学分核心课程，4 学分选修课程及 1 学分的跨文

化学习指定课程； 

环境设计：需选择 12-15 学分有针对性的核心课程，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设计和社会差异以及

城市景观历史及原理等方向的课程。 

 选课说明： 

1） 商科：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bhgap/curriculum/； 

2） 法律：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legal-studies/curriculum/； 

3） 环境设计：https://ced.berkeley.edu/academics/global-access-program/ced-gap-programs/。 

8. 项目成果 

 UC Berkeley 校方成绩单 

 UC Berkeley 主校及 Extension 学分 

 UC Berkeley 大学教授出具的推荐信* 

大学教授所出具的推荐信并非项目标准项目成果的一部分。项目参加者需要自己单独向授课教

师申请，IEF 将向学生提供教授推荐信的申请技巧，以帮助学生顺利获取推荐信。 

9. 项目住宿 

 校外学生公寓（伯克利校方推荐） 

 情况条件 

 学校附近，走路可到学校。 

 配备全套家具及床单、枕头等床上用品。 

 配备有线电视 

重大利好，0 服务费 

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bhgap/curriculum/
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legal-studies/curriculum/
https://ced.berkeley.edu/academics/global-access-program/ced-gap-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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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网络 

 周围有生活设置饭馆、理发店等。 

 有公共厨房设施可自行烹饪 

 洗衣房、自行车库 

 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多种标准选择。 

 费用 

住宿时长 单人间费用（美元） 双人间费用（美元） 三人间费用（美元） 

一学期 

（5个月计算） USD7125* USD5625* USD5000* 

注：上述费用为 2018 年秋季学期的住宿费用。 

 其它住宿 

学生可自行解决住宿，价格一般更加实惠。 

10. 项目餐饮 

项目不包含餐饮，学生需要自行购买或烹制 

 学生可在学校购买校方用餐计划（Meal Plan） 

 学生自行购买餐食，一天花费大致在 10 美元到 20 美元之间。 

 学生自行购买食材进行烹制，一天花费在 10 美元以内。 

11. 项目服务 

IEF 将在项目中提供以下服务： 

 学申请咨询答疑 

 学术发展规划指导 

 申请材料指导 

 签证申请指导 

 行前培训指导 

 海外机场到校地面交通服务 

 应急保险安排指导 

 海外安全应急服务 

12. 奖学金 

伯克利 Extension 针对 2019 年秋季提供 4 个名额的优秀学生奖学金，每个名额$5000。 

该奖学金评比基于学生的学术成绩、个人陈述及推荐信。 

该奖学金的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 年 7 月 1 日。 

详情请见：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bhgap/scholarships/ 

13. 费用说明 

IEF 在项目费用上采取阳光化、透明化原则。项目费用明细尽可能被准确列出以便学生使用。 

费用类型 项目内费用 
2019 秋季学期 

金额 
付款至 

校方申请费 UC Berkeley 申请费【i】 $200 UC Berkeley 

校方学费及

杂费【ii】 

UC Berkeley 商科方向项目费（12-14 学分） $19,900 UC Berkeley 

UC Berkeley 法律方向项目费（13 学分） $19,900 UC Berkeley 

UC Berkeley 环境设计方向项目费（12-15 学分） $19,500 UC Berkeley 

住宿 校外公寓（双人间，不含餐）【iii】 $5,625 校外公寓 

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programs/bhgap/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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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 

服务费 
IEF 服务费【iv】 0 元(不收费) IEF 

金额合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85 计算）： 
￥176200（商科、法律） 

￥173500（环境设计） 

 

【注释说明】 

i. UC Berkeley 收取的申请费，一旦缴纳将不可退还。 

ii. 项目费用为学校官方公布费用，包含对应专业学费、伯克利学生服务费及医疗保险费。 

iii. 住宿费用为预估费用，最终实际费用以住宿点最终公布为准。 

iv. IEF 不向学生收取额外服务费。 

【费用支付】 

伯克利校方费用由学生直接向伯克利校方支付缴纳，降低学生财务风险。 

14. 项目签证 

签证类型：F-1 学生签证（正式的美国全日制学生学习签证） 

15. 项目延展 

学生结束本交流项目后，如希望继续延长交流，学生可在派出方院校同意的前提下，通过 IEF 申请

继续延期。但交流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 

16. 项目申请及材料 

 申请时间 

现已开始接受报名，报名 2019 年 04 月 15 日截止。 

注：中国学生通常习惯在截止日期前压线提交申请，请尽量避免这种方式，原因如下： 

1) 海外大学一般情况下，按先到先得的原则，早申请成功率更高。 

2) 学生准备的材料如果有问题，压线申请没有时间进行调整修改。 

 申请材料 

1) 英语成绩 

 托福 90; 雅思 7; TOEIC: 900 免面试 

 大学四级 550;大学六级 520;+面试 

 托福 85; 雅思 6.5 +面试 

2) 大学成绩单及 GPA 

大学成绩单需达到 GPA 3.0（4 分制）或百分制平均分达到 80 分。 

3) 选课清单 

4) 个人陈述 

主题为《我为什么选择 UC Berkeley 进行交流学习》，建议 300 字左右。 

5) 护照信息页 

护照有效期需要满足交流项目结束后，在美国至少还有 6 个月的有效期。 

6) 资金证明/银行存款证明 

 资金证明包括银行存款证明、奖学金资助等各类相关证明，币种不限。 

 各类证明可开具后组合使用，总额度需要覆盖参加项目的全部开销并稍有余量，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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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越多越好。如果单一证明材料资金额度可覆盖参加项目的全部开销，可只提供该单

一证明材料。 

 本项目中，总资金额度建议一个学期 18 万人民币左右。 

注： 

 所有申请材料必须是纯英文或中英文双语的。 

 申请材料在申请时只需要提供电子版，IEF 不收取任何纸质材料原件。各材料原件请

申请者妥善保留用于后续签证使用。 

 制作电子版材料时，请使用扫描仪扫描纸质原件以生成电子版材料。材料不清晰可能

会导致申请延长甚至申请失败。 

17. 为什么 IEF 渠道申请 

 申请录取率高。 

 IEF 服务费极低。 

 IEF 提供额外安全服务，学生参加项目更安全。 

18. IEF 项目联系人 

李老师（Heidi LI） 

座机：010-85759510 或 010-85780910； 

手机：15120096212 

邮箱：heidi.li@iefstudy.cn 

微信/QQ：15120096212 

 

描码在线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