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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世界名校学期学年项目概览 
 

2020 年学期学年项目 

国家 学校名称 项目时间 建议专业 项目费（学期） 报名要求 

英国 

伦敦艺术大学 

（本科插班） 

春季：01.06-03.13 

夏季：04.13-06.19 

秋季：9 月 - 12 月 

设计方向 

秋季-6950 英镑 

春、夏季-10150 英镑 

1 学年-20300 英镑 

1. 语言：雅思 6.0 或同等语言

成绩（小分 5.5） 

2. GPA：3.0 

3. 大一以上，专业相关，需提

供作品集 

伦敦艺术大学 

（国际班） 

春季：01.06-04.09 

秋季：9 月-12 月 
时装设计方向 8250 英镑 

伦敦大学学院 

春季：01.13-03.27 

夏季：04.27-06.12 

秋季：9 月 - 12 月 

多个专业方向 9691-16071 英镑 

1.语言：最低雅思 6.5（小分

6）或托福 92 

2.GPA：3.3 以上 

3.大二以上 

美国 

旧金山州立大学 
春季：01.20-05.22 

秋季：08.19-12.21 

国际商务 

国际酒店管理 
6800 美元 

1. 语言：托福 61/雅思

6.0/CET4 493/CET6 450 

2. GPA：2.5 

3. 大二以上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冬季：01.02-03.20 

春季：03.25-06.12 

夏季：06.22-09.11 

多个专业方向 6950-9950 美元 
1. 语言：托福 91，雅思 7.0 

2. GPA：3.0 

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 

春季：03.23-06.12 

夏季：06.15-09.04 

秋季：09.24-12.19 

多个专业方向 8980 美元 

1. 语言：托福 90/雅思 7.5（无

选课限制）；托福 80/雅思

6.5（有选课限制） 

2. GPA：3.0 优先录取 

阿拉巴马大学 
春季：01.06-05.03 

秋季：08.17-12.10 
多个专业方向 

7932 美元-3 学分 

14615 美元-14 学分 

1. 语言：托福 61/雅思 5.5 

2. GPA：2.5 

德国 柏林自由大学 
春季：01.27-05.15 

秋季：08.24-12.11 

德语方向 

人文方向 
5700 欧元 

1.语言：托福 100/雅思 6.5（小

分 6.0） 

2.GPA：3.0 

3.大二第二学期以上 

4.年龄 18 岁以上 

日本 早稻田大学 

春季：04.01-09.15 

秋季：09.21-03.15 

（含假期，实际上课

时间约 15 周） 

日语方向 530200 日元 中国高校在读大学生 

韩国 

汉阳大学 
春季：03.02-06.21 

秋季：09.01-12.21 
多个专业方向 3000-4400 美元 

1.语言：托福 60/雅思 5.0 

2.大二及以上 

成均馆大学 
春季：03.02-06.19 

秋季：09.02-12.20 
多个专业方向 4000-5000 美元 

1. 语言：CET4 以上 

2. GPA：2.5 

 

备注：以上所列为综合费（含申请注册费、学费、项目费等），不包含住宿费、餐食费、往返机票、签证费等

其他未注明的个人开支，具体实际项目时长见对应项目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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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本科插班）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期学分项目（本科插班）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 Integrated Study Abroad 

项目背景 

UAL 欢迎欢迎世界各地的学员参加艺术、设计、时装、媒体、传媒和表演类的学期项目，沉

浸在世界排第 2 的艺术&设计类院校，感受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都市-伦敦。 

UAL Integrated Study Abroad 项目为学员提供机会与 UAL 本科生一起学习的机会，完全融

入英国本科生的课程和生活。项目旨在促进学员融入英国高等教育系统和英国学生的生活，

学员将和本科生参与共同的课程和学业安排。项目中，学员将将结合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注重讨论学习和项目实践。 

学校简介 

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简称 UAL）是一所位于英国伦敦的书院联邦

制大学。由六间教授艺术、设计、时尚和媒体的学院组成，提供超过 100 个艺术，设计，时

尚，媒体，传媒和表演艺术的本科课程。伦敦艺术大学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设计、媒体传播

和表演艺术的教育机构。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在艺术与设计排名中将其列在世界第

二，仅次于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项目时间 

春季学期：2020 年 1 月 6 日- 3 月 13 日 

夏季学期：2020 年 4 月 13 日- 6 月 19 日 

秋季学期：2020 年 9 月末 - 2020 年 12 月初 

以上时间为学期时间，实际上课时长以选课为准（见费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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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员将选择 1 门核心课程，进一步发展的专业技能，并开发、提升和发散自己的思维。 

课程领域 

3D design and product design 3D 设计和产品设计 

Animation, interactive, film and sound 动画、交互、影视和声音 

Architecture, spatial and interior design 建筑、空间和室内设计 

Business & management, and science 商业、管理和科学 

Communication and graphic design 传媒和平面设计 

Creative computing 创意计算 

Curation and culture 管理和文化 

Fashion communication 时装传媒 

Fashion design 时装设计 

Fine art 美术 

Illustration 插画 

Journalism, PR, media and publishing 新闻、公关、媒体和出版 

Performance and design for theatre and screen 舞台&荧幕表演和设计 

Photography 摄影 

Textiles and materials 纺织和材料 

课程（下表中如有名称相同的课程，则设立在不同的学院） 

Acting 表演（CSM） 

Acting and Performance 表演（WCA） 

Advertising  广告 

Animation  动画 

Architecture  建筑 

Ceramic Design  陶瓷设计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s  当代传媒文化 

Contemporary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当代戏剧表演 

Creative Computing 创意计算 

Culture, Criticism and Curation  文化、评判和管理 

Costume for Theatre and Screen  舞台和荧幕服装 

Design for Art Direction  艺术设计 

Design for Branded Spaces  品牌空间设计 

Design Management 设计管理 

Fashion Communication: Fash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时尚传媒：时尚传媒和营销 

Fashion Communication: Fashion History and Theory  时尚传媒：时尚历史和理论 

Fashion Communication: Fashion Journalism  时尚传媒：时尚杂志 

Fashion: Fashion Design with Knitwear  时装：针织时装设计 

Fashion: Fashion Design with Marketing  时装：时装设计和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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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Fashion Design Menswear  时装：男装设计 

Fashion: Fashion Design Womenswear  时装：女装设计 

Fashion: Fashion Print  时装：时装印花 

Film and Screen Studies 电影和荧幕研究 

Film and Television  电影和电视 

Film Practice  电影实践 

Fine Art  美术（CSM） 

Fine Art  美术（CCA） 

Fine Art: Drawing 美术：画画 

Fine Art: Painting  美术：绘画 

Fine Art: Photography 美术：摄影 

Fine Art: Sculpture  美术：雕塑（WCA） 

Games Design  游戏设计 

Graphic and Media Design  平面和媒体设计 

Graphic Branding and Identity  品牌形象设计 

Graphic Communication Design  平面传媒设计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Communication  平面设计传媒 

Illustration  插画 

Illustration and Visual Media  插画和视觉媒体 

Interaction Design Arts  交互设计艺术 

Interior Design  室内设计 

Interior and Spatial Design  室内和空间设计 

Jewellery Design  珠宝设计 

Journalism  新闻 

Magazine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  杂志新闻和出版 

Media Communications  媒体传播 

Performance: design and practice  表演设计和实践 

Photojournalism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 

Product and Furniture Design 产品和家具设计 

Product Design  产品设计 

Production Arts for Screen  荧幕制作艺术 

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 

Sound Arts and Design  声音艺术和设计 

Television and Live Events Production 电视和现场活动制作 

Textile Design  纺织品设计（CSM） 

Textile Design  纺织品设计 (CCA) 

Theatre Design  舞台设计 

User Experience Design 用户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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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Reality  虚拟现实 
 

选修课 

课程名称：伦敦创意产业 

学员可在秋季学期开始或者春季学期结束时选一门选修课，时长 3 周，等同于 3 美国学分； 

课程介绍：该门课程结合了 UAL 在颠覆性创新、媒体和电影实践领域的优势，学员将参访

伦敦的创意中心、体会文化和商业之间的关系、了解创意产业如何塑造伦敦的物质和社会结

构。 

课程价格：1,950 英镑 

成绩单 UAL 将提供一份学习记录，包含每门课的成绩，学员可用于转换为国内大学的学分。 

学分及测试 

学分：每年 120 学分，每期 40 学分。 

学员可在完成课程后获得学分，每学分等于 10 小时的课程（包含以下 2 部分）： 

- 教学或教师指导的学习 

- 使用大学设施自主学习 

测试：包含项目作业、书面作业以及其他作业。 

项目费用 

费用说明 

每期学费：秋季学期 - 6,950 英镑 (11 周)  

          春季+夏季学期 - 10,150 英镑（15 周-19 周包含复活节假期） 

          一学年 - 20,300 英镑（30 周） 

申请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注册申请 

- 文书策划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机票预订 

- 行前指导 

以上费用不包含： 

- 住宿费 

- 签证费 

- 三餐费（住宿含早餐的，仍需自理午晚餐） 

- 境外保险费 

- 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订团体机票） 

- 个人消费（不在日程安排以内的活动、医疗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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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申请条件 

1. 大一以上学生： 

2.  在相关领域学习且在相关领域有成熟的作品集 

3.  GPA 3.0 

4.  雅思 6.0 或同等语言成绩（小分 5.5），部分课程要求语言 6.5/7.0 或 7.5。 

申请方式 

第一步：将申请材料发送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并缴纳订金，同步准备护照 

第三步：项目组联系学生沟通申请、确认选课，缴纳项目费 

第四步：获取学校签发的签证函，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申请材料 

1. 在读证明 

2. 学术成绩单 

3.护照首页及出入境记录扫描件 

4.英语能力证明 （雅思，托福，其他语言测试成绩等 ） 

报名截止 
春季入学项目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 

秋季入学项目报名截止日期：2010 年 5 月 31 日 

住宿后勤 

保险 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协助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签证 项目组负责全程指导学员办理英国短期学习签证。 

机票 项目组可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用学生自理。 

申请 
项目组将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申请指导，包括课程咨询、指导选课、准备并帮助学生提交申请

材料、行前指导等。 

项目住宿 

学员可在截止日期前申请学生宿舍。UAL 在伦敦有多处宿舍，大多数的房型每个房间都有浴

室和卫生间，部分是共用浴室和卫生间，并配有设备齐全的公共厨房。将在 UAL 学习 1 年

的学员可申请所有的宿舍，学习 1-2 期的学员可申请 The Costume Store 或 Will Wyatt 

Court 学生宿舍。 

The Costume Store 宿舍楼 

地点：North Acton 

价格：£189 - £286/周 

Will Wyatt 宿舍楼 

地点：Old Street 

价格：£223 - £226/周 

住宿安全 

学员的安全和健康是 UAL 住宿最重要的考虑，所有的大学住宿都包含： 

- 宿舍楼内都安装 CCTV 闭路电视 

- 使用门禁卡进入宿舍楼内 

- 24 小时宿舍工作人员 

  

https://www.arts.ac.uk/study-at-ual/accommodation/halls-of-residence/the-costume-store
https://www.arts.ac.uk/study-at-ual/accommodation/halls-of-residence/will-wyatt-court
https://www.arts.ac.uk/study-at-ual/accommodation/halls-of-residence/will-wyatt-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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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国际班）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英国伦敦艺术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2020 Semester Study Abroad 

项目背景 

UAL 欢迎欢迎世界各地的学员参加艺术、设计、时装、媒体、传媒类的学期项目。参与 UAL

的学期课程，沉浸在世界排第二的艺术&设计类院校，感受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都市-伦敦。 

学员将于其他海外学生共同进行一学期的学习，并有机会和 UAL 的学生一起学习与合作。该

项目适合艺术、设计和时尚专业或在这些领域有相关经验的学员。 

学校简介 

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简称 UAL）是一所位于英国伦敦的书院联邦制

大学。由六间教授艺术、设计、时尚和媒体的学院组成，提供超过 100 个艺术，设计，时尚，

媒体，传媒和表演艺术的本科课程。伦敦艺术大学是欧洲最大的艺术、设计、媒体传播和表演

艺术的教育机构。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在艺术与设计排名中将其列在世界第二，仅次于

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项目时间 
春季学期项目：2020 年 1 月 6 日- 2020 年 4 月 9 日 

秋季学期项目：2020 年 9 月初 - 2020 年 12 月初 

项目 

每个学期项目项目都包含必修课，一些学期项目包含选修课程。由于学期项目独立于全日制学

生，所以可根据学生的需求、兴趣和要求，提供更多的学生帮助并在项目中添加实地考察和特

别活动等内容。 

中央圣马丁学院学期项目 美术学期项目 

核心课程（选择其一） 

时装 

平面设计 

选择一个学习方向： 

2D：二维艺术实践，例如：油画、印刷和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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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3 门选修课： 

Concepts of Editing：编辑的概念 

Experimental Fashion： 时装设计 

Accessory Design：饰品设计 

Fashion Communication：时尚传媒 

Fashion Design with Textiles：时装纺织品设计 

Fashion Illustration：时尚插画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信息环境 

Typography：印刷 

3D：三维艺术实践，例如：雕塑、装制艺

术和表演 

 

4D：四维艺术实践，例如：电影、视频、

艺术写作、表演和声音 

 

XD：各维度、地点和情景的艺术实践 

选择性工作坊： 

Bookbinding 装订 

Letterpress 凸版印刷 

Screenprinting 筛网印花 

Weekly lecture series 每周系列讲座 

成绩单 UAL 将提供一份学习记录，包含每门课的成绩，学员可用于转换为国内大学的学分。 

学分 根据所选课程，每学期 12-16 美国学分 

项目费用 

费用说明 

学费：8,250 英镑 

申请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注册申请 

- 文书策划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机票预订 

- 行前指导 

以上费用不包含： 

- 住宿费 

- 签证费 

- 三餐费（住宿含早餐的，仍需自理午晚餐） 

- 境外保险费 

- 往返机票（项目组可代订团体机票） 

- 个人消费（不在日程安排以内的活动、医疗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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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申请条件 

1. 大一以上学生 

2. 在相关领域学习 

3. 在相关领域有成熟的作品集 

4.  GPA 3.0 

5.  雅思 6.0 或同等语言成绩（小分 5.5），部分课程要求语言 6.5/7.0 或 7.5。 

申请方式 

第一步：将申请材料发送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并缴纳订金，同步准备护照 

第三步：项目组联系学生沟通申请、确认选课，缴纳项目费 

第四步：获取学校签发的签证函，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申请材料 

1.在读证明 

2.学术成绩单 

3.护照首页及出入境记录扫描件 

4.英语能力证明 （雅思，托福，其他语言测试成绩等 ） 

报名截止 
春季入学项目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31 日 

秋季入学项目报名截止日期：2010 年 5 月 31 日 

后勤安排 

保险 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协助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签证 项目组负责全程指导学员办理英国短期学习签证。 

机票 项目组可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用学生自理。 

申请 
项目组将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申请指导，包括课程咨询、指导选课、准备并帮助学生提交申请材

料、行前指导等。 

项目住宿 

学员可在截止日期前申请学生宿舍。UAL 在伦敦有多处宿舍，大多数的房型每个房间都有浴

室和卫生间，部分是共用浴室和卫生间，并配有设备齐全的公共厨房。将在 UAL 学习 1 年的

学员可申请所有的宿舍，学习 1-2 期的学员可申请 The Costume Store 或 Will Wyatt Court 学

生宿舍。 

The Costume Store 宿舍楼 

地点：North Acton 

价格：£189 - £286/周 

Will Wyatt 宿舍楼 

地点：Old Street 

价格：£223 - £226/周 

住宿安全 

学员的安全和健康是 UAL 住宿最重要的考虑，所有的大学住宿都包含： 

- 宿舍楼内 CCTV 闭路电视 

- 宿舍楼内门禁 

- 24 小时宿舍工作人员 

 
  

https://www.arts.ac.uk/study-at-ual/accommodation/halls-of-residence/the-costume-store
https://www.arts.ac.uk/study-at-ual/accommodation/halls-of-residence/will-wyatt-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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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期学分项目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Study Abroad Program 

项目背景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 UCL，位于伦敦，是英国著名的公立综合研

究型大学，是享有顶级声誉的英国精英名校。UCL 的秋季学校的专业课程涵盖了从人文艺术到

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众多学科，许多课程的导师都是各个领域的学术领导者，拥有全球影响力和

国际视野。2019 年秋季学期项目将在 UCL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Bloomsbury 主校区主办，毗邻

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及伦敦市中心的 Euston 火车站 

学校简介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 UCL，建校于 1826 年，位于英国伦敦，

是一所世界顶尖公立综合研究型大学，排名稳居世界前十，为享有顶级声誉的英国老牌名

校。 

它是伦敦大学联盟的创校学院，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学院

并称“G5 超级精英大学”。英国金三角名校，罗素集团成员。 

伦敦大学学院诞生了 34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3 位菲尔兹奖获得者，此外还不乏科学、政治以

及文化等领域的名人。其中包括 “光纤之父”高锟，“电话通讯之父”亚历山大·贝尔，DNA 发现

者“生物分子学之父”弗朗西斯·克里克，“建筑电讯派”核心彼得·库克，人工智能 AlphaGo 算法

的创建者戴密斯·哈萨比斯与大卫·席尔瓦、文学大师泰戈尔、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等。 

伦敦大学学院拥有国家医学研究中心，欧洲顶尖的太空探索实验室，以及世界著名的盖茨比

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等领先科研机构。其主校区邻近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国王十字车站

和摄政公园，坐落于伦敦市中心。 

该校在 2020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8 名，英国第 3 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9B%E6%B4%A5%E5%A4%A7%E5%AD%A6/2472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91%E6%A1%A5%E5%A4%A7%E5%AD%A6/2785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D%E5%9B%BD%E7%90%86%E5%B7%A5%E5%AD%A6%E9%99%A2/23170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D%E5%9B%BD%E7%90%86%E5%B7%A5%E5%AD%A6%E9%99%A2/23170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G5/624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4%B8%89%E8%A7%92%E5%90%8D%E6%A0%A1/91192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7%B4%A0%E9%9B%86%E5%9B%A2/92614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B2%E5%B0%94%E5%85%B9%E5%A5%96/1868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9%94%9F/23795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5%8E%86%E5%B1%B1%E5%A4%A7%C2%B7%E8%B4%9D%E5%B0%94/11597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7%E6%9C%97%E8%A5%BF%E6%96%AF%C2%B7%E5%85%8B%E9%87%8C%E5%85%8B/16686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7%AD%91%E7%94%B5%E8%AE%AF%E6%B4%BE/13670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AlphaG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4%E5%AF%86%E6%96%AF%C2%B7%E5%93%88%E8%90%A8%E6%AF%94%E6%96%AF/163096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8D%AB%C2%B7%E5%B8%AD%E5%B0%94%E7%93%A6/203648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B0%E6%88%88%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3%E9%9B%84%E7%94%98%E5%9C%B0/840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8B%B1%E5%8D%9A%E7%89%A9%E9%A6%86/4902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8B%B1%E5%9B%BE%E4%B9%A6%E9%A6%86/36896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8%BD%A6%E7%AB%99/6274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7%8E%8B%E5%8D%81%E5%AD%97%E8%BD%A6%E7%AB%99/627480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1%84%E6%94%BF%E5%85%AC%E5%9B%AD/58150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QS%E4%B8%96%E7%95%8C%E5%A4%A7%E5%AD%A6%E6%8E%92%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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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特色 

作为英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广的综合性大学，UCL 在众多学术领域都位列世界一流水平，拥

有全球领先的医学院、经济学院、建筑学院、工程科学学院，其中统计学、生命科学、法

学、地理学、教育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最为突出。 

2019QS 英国大学专业排名： 

专业 医学 生命科学 建筑学 教育学 会计金融 物理学 

英国排名 3 4 1 1 4 4 

项目时长 

2020 年春季学期：2020 年 1 月 13 日（周一）–  3 月 27 日（周五） 

2020 年夏季学期：2020 年 4 月 27 日（周一）–  6 月 12 日（周五） 

2020 年秋季学期：2020 年 9 月末-2020 年 12 月中期 

学生可以选择在选择春季和夏季学期或者秋季学期。 

课程介绍 

课程设置： 

学期项目围绕大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犯罪与安全、文化文学与艺术、经济商业和管理、学

术英语、教育与研究等十四个领域开设了百余种课程。 

课程学分： 

春季/夏季或者秋季学期项目注册的学生要修 60 个模块学分(16 个美国学分/30 ECTS 学分/60

个 FHEQ 学分)，通过课程作业和/或院系考试进行评估；大多数模块为 30 学分（学习时长超

过一年）或者 15 学分(学习时长为一学期的)。 

课程难度： 

Level 1 模块为入门等级，可作为主要学习领域的选修，扩展自己的学习领域； 

Levels 2 and 3 需要一定基础知识 

Level 4 为高级模块 

课程方向 

学生一般在如下方向中选择一个方向进行学习，需要学满该方向下 50%的模块课程。 

如果学生想要选择两个不同的学习方向，则需要至少学满方向一的 50%的模块课程和方向二

的 25%的模块课程。学习方向包括： 

➢ 人类学  

➢ 考古学 

➢ 体系结构 

➢ 生化工程 

➢ 生物科学 

➢ 生物医学科学 

➢ 化学工程 

➢ 化学 

➢ 土木、环境及地质工程 

➢ 计算机科学 

➢ 地球科学 

➢ 经济学 

➢ 教育学 

➢ 电子电器工程 

➢ 英语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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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语言、文化和社会 

➢ 欧洲社会和政治研究 

➢ 美术 

➢ 地理位置 

➢ 全球健康 

➢ 希腊语和拉丁语 

➢ 希伯来和犹太研究 

➢ 历史 

➢ 科学的历史和哲学 

➢ 历史上的艺术 

➢ 感染和免疫学 

➢ 法律 

➢ 人文科学 

➢ 语言学 

➢ 管理学 

➢ 机械工程 

➢ 分子生物科学 

➢ 神经科学 

➢ 哲学 

➢ 物理学和天文学 

➢ 统筹学 

➢ 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 

➢ 人口健康 

➢ 建设项目管理 

➢ 心理学 

➢ 心理学及语言科学 

➢ 斯夫拉语与东欧研究 

➢ 社会科学 

➢ 统计科学 

注意： 

- 法学模块一般接收法学院交换生； 

- 英语、文学、经济学（2 类和 3 类课程）、建筑、大多数计算机科学模块只接收第一选择

为该方向的学生； 

- 美术方向需在该领域学习所有模块； 

课外活动 

UCL 有大量的博物馆与展览馆可供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学习和探索，如：UCL 艺术博物馆，UCL

地理展览馆等。同时，同学们在周末和课余时间可以探索伦敦为数众多的历史古迹与文化展览，

感受独特的英伦风情。 

项目证书 在课程结束时，学员可获得 UCL 成绩单和结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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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 

秋季学期学费： 

一级(艺术相关科目，加上经济学和数学) 7929 英镑； 

二级(科学相关科目，加上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地理和心理学) 10485 英镑； 

三级(文科及理科) 9549 英镑； 

四级(生物科学相关科目) 10692 英镑； 

五级(工程相关科目) 11997 英镑； 

六级(计算机科学) 13149 英镑；  

春季及夏季学期学费： 

一级(艺术相关科目，加上经济学和数学) 9691 英镑； 

二级(科学相关科目，加上人类学、考古学、美术、地理和心理学) 12815 英镑； 

三级(文科及理科) 11671 英镑； 

四级(生物科学相关科目) 13068 英镑； 

五级(工程相关科目) 14663 英镑； 

六级(计算机科学) 16071 英镑； 

注意：如果你同时被两所学院录取，学费将以第一志愿的录取学院为准。 

 

申请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注册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机票预订 

- 行前指导 

以上费用不包括： 

- 往返机票 

- 境外保险 

- 签证费用 

- 住宿费：UCL 学生公寓（含两餐）约 180.67-235.76 英镑/周；UCL 学生公寓（不含餐）

约 129.15-284.13 英镑/周；或学生可自主申请校外学生公寓。 

- 三餐费（住宿含早餐的，仍需自理午晚餐） 

- 个人消费（不在日程安排以内的活动、医疗费等） 

申请信息 

申请要求 

学期项目的学生一般来说需要完成至少 2 年的大学学习，GPA 要求：3.3/4.0 

（有些课程要求 GPA 达到 3.7，并有额外的录取要求） 

学期项目课程为全英文授课，因此学生必须能够表现出良好的英语水平和理解能力。 

申请者根据不同课程方向的要求，英语必须达到（高级/中级/基本）要求，英语高级/中级/

基本水平的评判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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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证明 高级水平 中级水平 基本水平 

托福 

109 及以上 

（阅读和写作最低

24/30，听力和口语最低

20/30） 

100 及以上 

（阅读和写作最低

24/30，听力和口语最低

20/30） 

92 及以上 

（阅读和写作最低

24/30，听力和口语

最低 20/30） 

雅思 7.5（小分 6.5） 7.0（小分 6.5） 6.5（小分 6.0 分） 

申请材料 

1. 项目申请表（见附件）； 

2. 在读证明 ； 

3. 电子版英文成绩单； 

4. 英语能力证明 （雅思，托福及其他语言测试成绩等 ）； 

5. 个人陈述； 

5. 学校同意书（有模板）； 

6. 护照首页及出入境记录扫描件。 

注：所有中文材料均需同时提供英文翻译件 

申请方式 

1. 将申请材料发送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2. 等待邮箱回复并缴纳订金，同步准备护照 

3. 项目组联系学生沟通申请细节、确认选课，缴纳项目费 

4. 等待学校下发录取通知，项目组协助学生申请学生宿舍 

5. 获取学校签发的签证函，办理签证、预订机票、购买保险等后续手续。 

申请时间 
春季和夏季学期申请截止时间：2019 年 9 月 30 日 

秋季学期和学年申请截止时间：2020 年 3 月 31 日 

住宿后勤 

申请 
项目组将为学生提供专业的申请指导，包括课程咨询、选课指导、准备并帮助学生提交申

请材料、行前指导等。 

签证 项目组负责全程指导学员办理英国短期学习签证。 

机票 项目组可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需要学生自理。 

保险 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指导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项目住宿 
同学可以在项目组的协助下申请 UCL 学生公寓（含两餐）约 180.67-235.76 英镑/周；

UCL 学生公寓（不含餐）约 129.15-284.13 英镑/周；或校外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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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旧金山州立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2020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emester Program 2020 

项目背景 

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为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下的 23 所分校

之一，建于 1899 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学校现有教职员工 3400 名，在校生 30000

多名，设有多个学院（分别为商学院，创作艺术学院，教育学院，民族学院，健康及人类服务

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68 个系，提供 4 种本科学位、116 个专业及 8 种研究生学位、65

个专业的课程，同时也提供博士学位课程。 

旧金山州立大学学期学年访学项目向国际生开放全日制学科，学生可以把在 SFSU 所获得的学

分转化成自己所在国内大学的学分。 

项目主题 
选择一：国际商务 

选择二：国际酒店与旅游管理 

学校简介 

➢ 旧金山州立大学坐落于加州第三大城市旧金山市的西南端，是北加州最大的商业中心，是

美国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联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所辖的 23 所分校之一，其教学和科研水平

享誉加州。 

➢ 最佳电子传媒、广播、电视和影视专业之一 

➢ 前 50 最佳交互设计专业 

➢ 地处旧金山，世界商业、科技及创业中心，毗邻众多国际一流企业总部参观，如 GAP、

airbnb、Adobe、Uber、LinkedIn、Google、CISCO、yelp、Twitter、WIKIPEDIA、Levi’s 

➢ 知名校友 Philip Schultz 获普利策奖。 

旧金山州立大学副教授 Stephen Kane 与 NASA 美国宇航局公布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与地球差

不多大的行星 Kepler-186f。 

https://baike.baidu.com/item/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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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特色 

旧金山州立大学现有 9 个学院（分别为行为科学及社会科学学院，商学院，创作艺术学院，教

育学院，民族学院，健康及人类服务学院，文学院，理工学院），68 个系。国际学生现有 2500

人左右，中国学生 131 人。 

教授们毕业于各大名校，当中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MIT，哥伦比亚大学，等等。此外，

校园内更设有常态性的辅导、学习辅助、及就业辅导等学生服务。 

课程设置 

国际商务主题 

国际商务与跨文化公关 

进出口管理和小微企业经营管理 

对比管理方法研讨会 

国际环境研究 

全球政策研究 

国际酒店与旅游管理主题 

旅游与酒店管理概论 

食品科学与生产 

亚洲美食、文化与款待业 

环球旅游业经营管理 

加州美食、红酒与文化 

餐厅运营管理 

酒店及旅游管理中的利润与成本控制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酒店运营管理 

学分 

每门课 3 学分，每一学期修满 12 学分。 

（可根据需要选择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12 学分或 24 学分） 

完成连续两个学期课程，春季+秋季 或者 秋季+春季 项目的同学 

可申请美国 OPT，可留美工作一年 

项目说明 

项目时长 

2020 年 1 月 20 日 - 5 月 22 日 

2020 年 8 月 19 日 - 12 月 21 日 

（以学校最终入学通知为准） 

报名截止 

春季学期：2019 年 12 月 15 日 

秋季学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滚动录取，录满即止） 

申请条件 
GPA: 绩点不低于 2.5（限大二以上学生） 

语言：托福 61 或 雅思 6.0 或 CET- 4 493 或 CET- 6 450 

项目费用 

学费：6800 美元/每学期，包含：  

- 课程费 

- 注册费 

- 国际学生管理费 

项目服务费：8800 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文书策划 

- 签证指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99%E8%82%B2%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4%BD%9B%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B6%E9%B2%81%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MIT/315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A5%E4%BC%A6%E6%AF%94%E4%BA%9A%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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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校外公寓-不同房型：3600 – 4500 美元） 

- 境外保险 

- 往返机票 

- 美国签证费（签证费及 SEVIS 注册费） 

- 三餐 

- 其他个人消费 

校园生活 

大学课程 

SFSU 可供选择的课程内容丰富，并且是由经验丰富的教授执教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在他们自

己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同时教授的课程和工作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课程不仅专业且有趣，老师

会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实用的意见。 

大学课程 

   

师资背景 

项目课程邀请旧金山大学商学院和其他学院知名教授，以及拥有丰富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为同

学呈现理论与实践向结合的精彩商业课程 

 

课程举例 

IBUS 33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ulticultural Relations  

Nini Yang 

教授兼主席，国际商业学院 

她的研究涵盖了全球化和跨文化管理问题，如企业社会责任和战略选择、中小企业和国际企业

家精神。她的文章被多家专业期刊刊登，包括管理学会期刊（AMJ）等。 

 

IBUS 576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Roblyn Simeon 

教授，商学院 

丰富的教学及商业经营经验，曾担任美国运通、大和证券和瑞士银行（SBCI 现在的瑞银）的金

融和证券分析师。他还定期从事商业咨询活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和旧金山州立

大学（SFSU）研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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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活动 

SFSU 校园超过有丰富的学生活动可参加，可以有机会进入大学图书馆，同时也可以进入休闲

场所：体育中心、网球中心、休闲中心等，社团活动、艺术节等活动让学生在国际环境中陶冶

情操。 

   

文化体验 

在课余时间，学员将有机会充分探索旧金山魅力：金门大桥、渔人码头、唐人街… 

沉浸在美国加州神韵同时，提升跨文化沟通技能。 

   

后勤支持 

关于住宿 
项目组将协助学生提前预订在美期间的住宿，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校内学生公寓、大学周

边公寓或寄宿家庭，住宿费因住宿环境而定。 

关于保险 

1. 境外医疗保险：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校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办理专属医疗保

险，项目费缴纳后，由校方为学生办理医疗保险购买相关手续。医疗保险允许学生享受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的各种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 

2. 境外旅行险：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协助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关于签证 
1. 学生提交所有项目申请材料后，由项目组协助办理美国 F-1 签证， 

2. 项目费用含有签证服务费，不含签证费及 F1 签证 SEVIS 注册费。 

关于申请 

申请材料 

1. 雅思或托福成绩单 

2. 本校成绩单：最近一学年的成绩单 

3. 申请文书：个人陈述（申请老师协助准备） 

4. 护照：护照有效期日期必须在项目结束 6 个月后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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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期学分项目 

UCLA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 - Study Abroad at UCLA 

项目背景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期学年访学项目是由 UCLA Extension 负责管理的。这个全日制学科

是专为国际学生设计的。本科学生可以把在 UCLA 所获得的学分转化成自己所在国内大学的

学分。 

项目时间 

冬季：2020 年 1 月 2 日 - 3 月 20 日 

春季：2020 年 3 月 25 日 - 6 月 12 日 

夏季：2020 年 6 月 22 日 - 9 月 11 日 

秋季：2020 年 9 月 28 日 - 12 月 20 日 

课程选择 

秋季、冬季和春季学期的课程可以选择： 

a) UCLA Regular 课程（即 UCLA 全日制本科学生修读的课程） 

b) UCLA Extension 课程（即 UCLA Extension 部门开设的课程） 

c) UCLA Regular 和 UCLA Extension 混合课程 

UCLA 

Regular 

课程 

UCLA Regular 课程必须选择文理学院提供的众多课程，课程涉及： 

人文系：比较文学，外国语言学，语言学，音乐学，哲学、历史学。如：玛雅艺术和建筑，

19 世纪现代欧洲的文化和思想史，怀疑与理性等。 

生命科学系：生物学，认知科学，社会生态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心理学。如：生物工程

原理，人类干细胞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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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系：天文学，化学，地球空间科学，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如：回归和数据挖掘

基础，地球和环境科学 

社会科学系：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如：美国政治

概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 

UCLA Regular 课程需在开学后第二周确定是否注册成功。 

UCLA 

Extension 

课程 

UCLA Extension 部门开设课程更侧重于实用性，选择 Extension 部门课程，学生需事先和

所在国内大学教务部门确认学分转换事宜。UCLA Extension 提供会计、管理、国际经融和

贸易、项目管理、计算机科学、室内设计、表演、导演、电影艺术、医学院预科、通识科学

以及其他课程的学习。 

UCLA Extension 课程可在开学前确认注册成功。 

上课时间通常为下午六点之后。 

学分 通常每门课 4 学分，每一学期需至少修满 12 学分。 

项目说明 

截止日期 报名截止：学期开始前十周（材料邮寄及签证办理亦需要时间） 

申请要求 

1． GPA: 3.0 及以上 

2． 托福最低要求：91 

3． 雅思最低要求：雅思 7.0 

4． 托福 91-99 分或雅思 6.5 但写作单项低于 6.5 的同学需要修读一门 extension 的语言课程

ESL X 433 C 

项目证书 

 
 

项目结业证书 项目成绩单 

项目费用 

学费：6950 - 9950 美元（取决于课程选择），包含： 

- 课程费 

- 注册费 

- 申请费 

项目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文书策划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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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校外公寓-不同房型：约 1200 – 1500 美元/月） 

- 境外保险 

- 往返机票 

- 美国签证费（签证费及 F1 签证 SEVIS 注册费） 

- 三餐 

- 其他个人消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简介 

学校简介 

➢ UCLA 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之一 

➢ UCLA 拥有人文社科学院及 11 个专业学院，在校生达 40000 名，是加州系统中最大的

学校，也是加州大学系统中最具竞争力的学校之一 

➢ UCLA 的图书馆系统是美国排名前十名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 UCLA 教授获得过很多荣誉，包括国家科学奖、总统自由奖章、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及

古根海姆奖学金等 

➢ 学生学术水平优秀，并且具有多样性，虽然大部分学生来自加州，但也有来自全美各州

及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多年以来 UCLA 一直是最受国际学生喜爱的目的地 

➢ 校园面积为 419 公顷，包含 174 栋大楼，罗马式和现代风格设计有机融合 

➢ 提供丰富的体育和娱乐设施，包括很多室外游泳池、网球场、跑道、足球场以及 John 

R. Wooden 中心 

学术特色 

➢ UCLA 一共有 13 个学院，包括文理学院（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艺术和建

筑学院 （School of the Arts and Architecture），亨利•萨缪理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Henry Samueli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ffairs，全美排名第 21 位）等，其中文理学院下辖人文科学部、社会科学

部、生命科学部、自然科学部、本科生部及国际学院，学生可以选择人文科学部、社会

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和自然科学部的课程。 

➢ 人文科学部下辖哲学、英语、法语、德语、比较文学等 16 个系，社会科学部下辖人类

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 9 个系，自然科学部下辖物理学、数

学、化学、统计、大气与海洋等 6 个系，生命科学部下辖心理学等 4 个系。 

UCLA 

Extension 

➢ 作为 UCLA 的一个分支，UCLA Extension 是世界上最大单校园范围内的继续教育课

程，为洛杉矶居民、上班族、国际学生提供广泛的个性化课程和证书课程。学习领域涉

及到商业、管理、计算机编程、工程、娱乐研究、室内设计、项目管理等等。大多数

UCLA Extension 的课程是由经验丰富的职业人士教授，他们强调实际应用，为学生提

供将来在职场中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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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景 

   

大学课程 

UCLA 所选择的课程内容丰富，并且是由经验丰富的教授执教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在他们自

己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同时教授的课程和工作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课程不仅专业且有趣，老

师会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实用的意见。 

校园活动 

在 UCLA 校园超过 800 个俱乐部和组织可以随意参加，可以持学生卡进入美国最大图书馆系

统之一 UCLA 学校图书馆，同时也可以进入休闲场所：体育中心、网球中心、休闲中心等，

一天学习之后，可以选择观看 NCAA 篮球比赛等。 

   

文化体验 

在课余时间，学员将有机会充分探索洛杉矶魅力：好莱坞、贝弗利山、圣塔莫妮卡海滩… 

沉浸在美国加州神韵同时，提升跨文化沟通技能。 

   

后勤支持 

住宿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为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提供宿舍，学生可以选择校外公寓或者寄宿制家

庭。学生可委托项目组在学校周边安排校外学生公寓。 

保险 

1．医疗保险：项目要求学生购买 UCLA 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允许学生享受 UCLA 的各种医

疗设施和医疗服务。 

2．境外旅游险：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协助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签证 该项目需要办理美国 F-1 签证，项目组会协助学生办理签证。 

机票 项目组可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用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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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申请方式 

第一步：填写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申请材料 

1. 雅思或托福成绩单 

2. 本校成绩单：最近一学年的成绩单 

3. 申请文书：全英文个人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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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期学分项目 202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 2020 

大学简介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以下简称 UC San Diego，又常

译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位于美国第六大城市—圣地亚哥，该城市因气候舒适、主题娱乐

公园和文化历史建筑卓然，被评为美国最棒的 10 个城市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加州的顶尖公立大学，其药学、生命科学、数学、经济学、传媒

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哲学等学科均处于全球顶尖水平。曾产生 20 位诺

贝尔奖得主，2 位菲尔茨奖得主。 

全球排名 
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0 年位列全球第 45 位，U.S.News 美国综合大学排名 2019 年位列第

42 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2019 年位列全球第 15 位。 

项目背景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学分项目及证书项目，是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官方举办的全日制多学科课程，达到校方招生录取条件的在校大学生方可申请，学生在学期

间与圣地亚哥分校学生学习相同课程。学生修完相应课时，并且科目评分 C 级以上（不含 C

级）的学生，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授予相应的学分或证书 

项目时间 

2020 冬季学期：2020 年 1 月 2 日 – 3 月 21 日 

2020 春季学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 6 月 12 日 

2020 夏季学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 9 月 4 日 

2020 秋季学期：2020 年 9 月 24 日 – 12 月 19 日 

截止日期 
学期开始前 12-16 周（3-4 个月） 

滚动录取，录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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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课程 

可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正常开设的课程，包括：人类学、生物、化学、商务沟通、计算

机、经济、工程、历史、英语、语言学、文学、数学、音乐、哲学、政治科学、心理学、社

会学、戏剧舞蹈、视觉艺术等学科。 

可获学分 12 学分 

UCSD 

大学证书 

 
 

项目结业证书 项目成绩单 

项目费用 

学费：约 8980 美元，包含： 

- 课程费 

- 注册费 

- 国际学生管理费 

- 书本教材费用 

项目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文书策划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校外公寓-不同房型：约 2500 – 4500 美元/学期） 

- 境外保险 

- 往返机票 

- 美国签证费（及 F1 签证 SEVIS 注册费） 

- 三餐 

- 其他个人消费 

校园相关 

学术特色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拥有一流的研究和教学设施，建有音乐研究中心、

语言研究中心、地球和行星物理学研究中心、海洋资源研究中心、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研

究所、天文物理和空间科学研究中心、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科研机构。每年平均 19

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居于 UC 系统首位、全美国前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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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涵盖艺术人文、生物学、社会学、工程学、海洋学、医学、药学、管理学、物理学

等专业。 

学校采取小班授课，学术气氛浓厚，是向往新鲜事物，超越平凡的学子游学的天堂。 

部分学科 

专业 

经济学：经济学、经济学和数学—联合课程、管理科学 

视觉艺术：艺术史 / 批评、跨学科艺术计算、媒体、理论设计 

化学和生物化学：生物化学/化学、生物信息学、化学教育、化学物理、化学、环境化学、分

子的合成、药物化学 

认知科学：认知科学与临床方面认知、认知科学与计算、认知科学与人类认知、 

认知科学与人机交互、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 

通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与生物信息学 

电气和计算机工程：计算机工程、电气工程、电气工程与社会、工程物理 

纳米工程：化学工程 、纳米工程 

结构工程：工程科学 、结构工程  

生物工程：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生物系统  

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 

语言学：认知和语言专业化、语言和社会专业化、个别语言专业化 

文学：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意大利语文学、俄罗斯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西

班牙文学、美国拉丁和拉丁美洲文学、文学 / 复合材料、文学 / 文化研究、文学 / 写作、

世界文学 

数学：数学和经济学-联合专业、数学-应用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数学-中学教育、数学-科

学计算、概率与统计 

物理：普通物理、普通物理 / 中学教育、物理与天体物理、生物物理学、物理与物理计算、 

物理与地球科学、物理与材料物理 

音乐：音乐、跨学科艺术计算、音乐人文 

政治科学：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政治理论、公法、公共政策 

国际研究：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国际业务、语言学、文学、政治科学、社会学 

心理学：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心理学与人类

健康、心理学与感觉和知觉、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国际研究、美国研究、科学和医学、经济和社会、文化和通信、社会不平等、法律

与社会 

校园实景 

   

大学课程 

UCSD 可供选择的课程内容丰富，并且由经验丰富的讲师或教授执教，大部分老师都是在他

们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专家，同时教授的课程和工作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课程不仅专业且有

趣，老师会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实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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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学习 学员可以持校园卡进入大学图书馆学习、亦可进入大学计算机中心学习 

校园活动 

在 UCSD 校园有超过 570 个俱乐部和组织可以随意参加，也可以进入体育中心、休闲中心

等，一天学习之后，可以选择参加或观看校内各项体育赛事。 

   

文化体验 

在课余时间，学员将有机会充分探索加利福利亚魅力：卡波里奥国家公园、巴尔博亚公园、

克罗纳多岛等…沉浸在美国加州神韵同时，提升跨文化沟通技能。 

   

卡波里奥国家公园 巴尔博亚公园 克罗纳多岛 

后勤支持 

住宿 

住宿费约 2500 - 4500 美元/学期 

学员可在寄宿家庭、大学公寓及大学周边公寓中选择，费用因住宿环境而定。部分住宿配有

付费洗衣房。 

   

寄宿家庭 大学宿舍 大学周边公寓 

保险 

1．境外医疗保险：UCSD 校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办理专属医疗保险，项目费缴纳后，由校

方为学生办理医疗保险购买相关手续。医疗保险允许学生享受 UCSD 的各种医疗设施和医疗

服务。 

2． 境外旅行险：项目组在学生出发前，协助学生购买全程境外保险。 

签证 

1.学生提交所有项目申请材料后，由项目组协助办理美国 F-1 签证， 

2.项目费用含签证服务费，不含签证费及 F1 签证 SEVIS 注册费。因拒签而产生的后续签证

办理费用，由学生自理。 

餐食 
约 8 美元至 10 美元/餐，部分住宿包含部分餐食（如寄宿家庭提供早餐和晚餐）。 

校园内每个学院有自己的餐厅，除了常见的常见的快餐之外，各个食堂有不同的特色菜品. 

交通 校园内交通便利，学员可选择租骑自行车、学校摆渡车（免费）、乘坐巴士或租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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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申请条件 

1. 托福 90 分 或 雅思 7.5 分（无选课限制） 

   托福 80 分 或 雅思 6.5 分亦可申报（有选课限制） 

2. 专业成绩学院排名靠前，GPA 3.0 以上优先录取 

申请材料 

1. 雅思或托福成绩单 

2. 本校成绩单：最近一学年的成绩单 

3. 申请文书：全英文个人陈述 

4. 护照：护照有效期日期必须在项目结束 6 个月后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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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阿拉巴马大学学期学分访学项目 

Semester Abroad at UA Program  

大学简介 

阿拉巴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简称 UA），成立于 1831 年，位于美国阿拉巴马

州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是一所美国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阿拉巴马州规模最大的大

学，美国一级国家级大学。阿拉巴马大学拥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共开设 12 个学院，分别为艺术

科学院、商业与管理学院、传媒与信息科学院、社会保健科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育学院、

工程学院、研究生院、人类环境学院、法学院、护理学院、社会学院，提供本科、硕士及博士

课程，涉及 200 多个专业领域。2019 年 U.S News 排名全美第 129 位。 

阿拉巴马大学拥有全美前三强的公共关系专业，在信息、传媒、医学护理领域的研究备受赞誉，

在航天工程领域取得了许多备受瞩目的研究成果。阿拉巴马大学商学院排名全美第 44 位，受

AACSB 认证；工程学院排名第 87 位，航天、建筑、土木、化学、计算机等众多工程专业均受

到 ABET 认证。 

项目特色 
录取学生将与阿拉巴马本科学生同班上课，入住学生公寓，充分融入美国校园生活 

项目结束后有机会直接申请转校至阿拉巴马大学 

课程选择 阿拉巴马本校区全日制课程 + 英语学习中心（ELI）英语课程 

学分设置 
托福成绩：61 - 69 分，每学期 3  个专业课学分 + 英语课 

托福成绩：70 - 78 分，每学期 14 个专业课学分 + 英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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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说明 

项目时间 

2020 年春季学期：2020 年 1 月 6 日 – 2020 年 5 月 3 日 

2020 年秋季学期：2020 年 8 月 17 日 –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报名截止： 

2019 年 11 月 6 日（春季） 

2020 年 3 月 17 日（秋季） 

申请要求 

1．学术要求：GPA: 2.5 及以上 

2．语言要求（以下二选一） 

     - 托福总分不低于 61 

     - 雅思总分不低于 5.5 

备注：如不满足语言要求，可在本校参加学期前全日制英语课程（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学习直至达到语言要求，即可申请学期/学分项目。 

本科专业 

人类学，艺术，艺术史，生物学，化学，交际障碍学，刑事司法，舞蹈，英语，环境科学，外

国语言文学，地理，地质学，全球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国际研究，海洋科学/生物学，

海洋科学/化学，海洋科学/地质学，数学，微生物学，音乐，哲学，物理，刑事司法，政治

学，心理学，宗教研究，西班牙语，会计，商业管理，经济学，金融学，信息系统，广告，传

播学，创意媒体，新闻学，领导沟通学，新闻媒体，公共关系，电信和电影，航空航天工程，

建筑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电气工程，环境工程，

制造工程，机械工业，冶金工程，服装和纺织品，儿童教育，消费者科学，早期儿童教育，食

物和营养，环境科学常识，人类发展家庭研究，跨学科研究，室内设计，公共卫生，餐厅和酒

店管理等 

项目费用 

学费：7932 美元（3 学分）；14615 美元（14 学分），包含： 

- 课程费 

- 注册费 

- 其他学杂费用 

项目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校内学生公寓：约 3000 美元/学期）及三餐 

- 境外保险 

- 往返机票 

- 美国签证费及 F1 签证 SEVIS 注册费 

- 其他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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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概况 

学术特色 

➢ UA 一共有 12 学院，学校下设 12 个学院，分别是：艺术科学院、商业与管理学院、传媒

与信息科学院、社会保健科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研究生院、人类环

境学院、法学院、护理学院、社会学院。  

以上 12 个学院提供 200 个科目可供选择。 

➢ 人文科学部下辖哲学、英语、法语、德语、比较文学等 16 个系，社会科学部下辖人类学、

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 9 个系，自然科学部下辖物理学、数学、化学、

统计、大气与海洋等 6 个系，生命科学部下辖 4 个系。 

校园生活 

大学课程 

UA 所选择的课程内容丰富，并且是由经验丰富的教授执教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在他们自己研

究领域中的专家，同时教授的课程和工作也有着直接的联系，课程不仅专业且有趣，老师会提

供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和实用的意见。 

   

文化体验 

UA 在课余时间也为学生安排了丰富多样的学生生活，大学内不仅有各类兴趣团体和机构，定

期安排不同体验的活动，同时，悠久的橄榄球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也让橄榄球运动成为阿拉巴马

大学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校园喜剧与舞蹈 橄榄球文化 校内艺术展 

后勤支持 

关于保险 

1. 境外医疗保险：阿拉巴马大学校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办理专属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允许学

生享受大学的各种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 

2. 境外旅行险：项目组协助每位学生购买全程境外旅行险。 

关于签证 学生提交所有项目申请材料后，由项目组协助办理美国 F-1 签证。 

关于餐食 约 8 美元至 10 美元/餐。 

关于交通 校园内交通便利，学员可选择自行车、学校穿梭巴士（免费）、或租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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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 

申请材料 

1. 雅思或托福成绩单 

2. 本校成绩单：最近一学年的成绩单 

3. 申请文书：个人陈述（申请老师协助准备） 

申请流程 

第一步：下载并完整填写项目申请表，将 Word 文件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报名邮箱回复邮件，并同步准备项目申请材料 

第三步：项目组审核项目申请材料，根据课程列表提交选课程申请 

第四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校方签发录取函，并同步准备签证所需材料（F1 签证）s 

第四步：收到录取函后缴纳项目费余款，办理签证（F1）、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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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柏林自由大学学期项目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uropean Studies Program 

项目背景 
柏林自由大学欢迎国际学员参加一学期或两学期的学分项目，学员将获得官方成绩单（包含

所选择的课程、课时、学分及成绩），学员可转换为国内大学学分。 

柏林 

柏林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又多元化的欧洲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在这里可以体验各种

文化和艺术：数不胜数的博物馆、世界著名的音乐厅、歌剧院等。这座城市国际知名的音乐

和街头艺术也使其成为户外音乐会、节日、集市和其它活动的热门场所。 

学校简介 

柏林自由大学（德语：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创建于 1948 年，其前身为著名的柏林大

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自由的柏林大学，是柏林市内规模最大公立大学。该校是德国首批

赢得德国精英大学称号的大学，是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著名高校之一。 

冷战期间，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原柏林大学划归东柏林，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管

治。为了追求学术自由，原柏林大学的部分师生出走，在美英法等西方阵营的支持下在西柏

林成立了“自由的柏林大学”，即柏林自由大学，到了五十年代以其人文社科研究蜚声欧

美，成为西德学术重镇。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上共有五名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2020 年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世界第 13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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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择 

（详见附件中

的课程列表） 

德语课程 

德语是必选课程（含各个等级课程，无需德语基础） 

专业课程 

柏林自由大学学期项目提供多个学科领域 32 门课程可供学员选择，涵盖文化研究、艺术史、

比较文学、欧盟、德国历史、德国和欧洲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电影研究、法律研究、

建筑、环境研究、跨大西洋关系、商业、音乐历史和哲学。 

项目说明 

申请条件 

1. 语言要求：托福 100，雅思 6.5（小分 6.0） 

2. 成绩要求：GPA 3.0（GPA＜3.0 也可申请，学校会综合考虑学生资质） 

3. 年龄：18 岁以上 

4. 年级：大二第二学期以上（4 年制大学），且毕业后可获得 B.A./B.S.（文学士/理学士）

学位。 

5. GermanPLUS+课程语言要求：德语 C1 或 C2 水平 

学分 
每门课相当于欧洲学分转换系统 5 ECTS，美国系统 3 Credits。 

每学期必须选满 4 门课（包括德语课，德语泛读等同于 1 门课，德语精读等同于 2 门课） 

报名截止时间 
春季学期报名截止时间：11 月 1 日 

秋季学期报名截止时间：4 月 1 日 

项目时间 
2020 年春季学期：2020 年 01 月 27 日 - 05 月 15 日 

2020 年春季学期：2020 年 08 月 24 日 - 12 月 11 日 

项目费用 

申请费用：100 欧元 

学费：3,600 欧元 

项目费：2,000 欧元，包括： 

- 课程资费 

- 公共交通通票 

- 欢迎招待会和告别晚宴 

- 迎新日活动 

- 文化实地考察 

- 音乐会/歌剧/足球门票 

- 博物馆通票 

（不包括往返机场的交通和其他个人开支） 

住宿费：2,800 欧元 

设施齐全的单人公寓 

保险费：180 欧元（包含：健康、意外和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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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费用 

项目服务费：63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代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 

- 往返机票 

- 签证费 

- 境外保险 

- 三餐 

- 其他个人消费 

文化项目 

& 

课外参观学习 

本项目含有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部分为必选活动，部分为选择性活动：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旨在将课堂上的学术任务与柏林丰富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相结合。许多

课程包含实地考察及相关任务作业。 

一周短途旅行及周五校外参观学习 

每学期，学员将参加为期一周的短程旅行，目的地包含慕尼黑、汉堡及部分欧洲地区（学生

将根据实际课程安排选择性自主办理欧洲各国签证）； 

除此之外，学员将在部分周五的时间参观柏林及周边重要的历史景点。 

德语语伴项目、聚会和活动 

为了提升学员德语水平及更深入地融入德国社会，本项目将提供一对一的德语语伴项目及各

项聚会和活动。同学们可选择参加感兴趣的项目或组织。 

文化活动和博物馆 

为了充分利用柏林的文化资产，项目将为所有的学员提供音乐会、歌剧和足球节目的门票

（选择其 2），同时学员也将获得柏林国家博物馆基金会所有相关博物馆的通用门票。 

申请方式 

1. 将申请材料发送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2. 等待邮箱回复并缴纳订金，同步准备护照 

3. 项目组联系学生沟通申请细节、确认选课，缴纳项目费 

4. 等待学校下发录取通知，项目组协助学生申请学生宿舍 

5. 获取学校签发的签证函，办理签证、预订机票、购买保险等后续手续 

报名截止时间 
春季学期报名截止时间：11 月 1 日 

秋季学期报名截止时间：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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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安排 

学习环境 

本项目举行于柏林自由大学校园的 Lankwitz 区，这个相对小而舒适的校园区拥有自助餐厅

（Mensa）、型咖啡厅区、体育设施和开放式休闲空间、计算机实验室等。学校覆盖无限网

络，可通过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到达附近的购物中心和附近的城市。 

   

住宿 

单人公寓：设施齐全，配有无限 WIFI、洗衣房、烘干机等，房间面积约为 18m²，内有沙发、

独立浴室及厨房（含冰箱和灶台），并提供床单、枕头和毯子，一楼的公共区域可用于学习

和社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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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课程列表 

 

语言课程 德语语言课程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讲师 Maria Beßler, Dr. Agata Czarkowska, Sebastian Deutschmann, Kristina Folz, Nicole Galle, 
Marike Gohr, Simone Lampert, Katrin Mensing, Merle Müller, Thu Trang Nguyen, Daniel 
Nicoletti, Barbara Stöckle, Christine Weber-Neumann, Thomas Wiederhold 

课程描述 尽管本学期项目没有德语语言要求，但该项目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在现场学习德语，其中涉

及每周 12 小时（周一至周四，上午 9 点至 12 点）为期 12 周的学习，同学学生通常在学期

内完成 2 级德语培训。学生将在系列的与课程中锻炼自己的听说读写，并在完成课程后测

试自己的德语等级。 

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一门德语课。 

专业课程 1 欧洲视角下的当代德国 

Contemporary Germany in European Perspective 

讲师 Dr. Dirk Verheyen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以简短的历史回顾开始，然后转向考虑德国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机构，政党和选

举），福利国家特征和社会经济政策等主题和问题，同时考虑邻国欧洲国家的发展，还将特

别注意德国 1990 年统一后的发展。 

专业课程 2 欧洲的整合，冲突和安全 

Integration,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Europe 

讲师 Dr. Dirk Verheyen 

课程描述 本课程调查和考察欧洲国际政治的各个方面，特别关注冷战和冷战后时代。 

我们将回顾战后欧洲国际政治的历史，然后深入研究欧洲一体化，尤其是欧盟，安全组织

（特别是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对欧洲的政策，

民族 - 政治冲突的爆发（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德国最近统一的国际影响，以及对不再

分裂的地区的秩序，安全和稳定的追求 铁幕，但国际政治继续受到东西方和南北对比的影

响。 

专业课程 3 探索古典音乐：巴洛克风格到当代风格 

Exploring Classical Music: Baroque to Contemporary 

讲师 Dr. Andrew Noble 

课程描述 在基础文化研究框架内，本课程涵盖欧洲古典音乐的历史，特别关注德语区。 18 世纪和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音乐例子给出了历史概述，并介绍了音乐相关的主题。然后根据它们与

更广泛的文化，社会，政治和审美背景的关系对它们进行放置，处理和分析。音乐作品被选

为其音乐形式和类型的典范，和/或它们在欧洲古典音乐史发展中的意义或代表性意义。音

乐术语，符号，（历史）表演练习，乐器，管弦乐，音乐形式，著名作曲家，作为艺术作品

的音乐和美学都是讨论的主题。 

柏林是探索古典音乐的理想城市。三个主要的歌剧院，两个世界着名的音乐厅和无数小型音

乐会场地提供每日，无与伦比的音乐娱乐节目。该课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在这个音乐领域中

定位自己。选择一场音乐会并撰写音乐会评论是本课程的任务之一。 

专业课程 4 中欧 20 世纪艺术透视 

Perspectives on 20th-Century Art in Central Europe 

讲师 Dr. Matthias Vollmer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从 1900 年左右的现代主义兴起到后现代主义后的现代主义，以及对德国艺术的强烈

关注，对中欧的视觉艺术进行了调查。 

其目标是： 

 通过分析他们的形式结构，风格和技巧，图标等，仔细研究个人的作品并批判性地解释

他们。 

 考虑创造它们的艺术家的意图。 

 将作品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西欧视觉艺术的国际发展

中，以及-  20 世纪下半叶 - 美国 

专业课程 5 1945 年前的德国电影（只在秋季开课） 

German Cinema Before 1945 (Fall only) 

讲师 Dr. Philipp Stias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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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本课程概述了德国电影在 19 世纪末德国帝国起源到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结束时的发展。 虽

然本课程的重点是对属于德国电影经典的作品的仔细阅读，但它也包括流行，实验和纪录片

制作的例子。 该课程希望实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向学生介绍电影和电影分析的基本要素; 

 促进对电影如何兼顾娱乐和艺术形式的批判性理解; 

 根据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框架探索德国电影的发展; 同时也让学生意识到定义任何统一的

国家电影所涉及的复杂问题，特别是现成的德国电影概念所固有的陷阱。 

专业课程 6 人类状况与极权主义经验 

The Human Condition and the Totalitarian Experience 

讲师 Dr. Thomas Werneke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以 Hannah Arendt 和其他人开发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经典概念开始，以希特勒和斯大

林为模型，开展一些关于极权主义理论的辩论。以下是我们将要思索的一些问题：对大屠杀

等极权主义暴行有哪些普遍的态度和心理反应？在什么情况下，个人能够勇于反抗，类似犹

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救援者”行为？虽然这些现象现在似乎只是历史兴趣的过去，但“极权主

义情境”的心理方面仍然非常重要，即使在现今的民主社会中也是如此。Stanley Milgram 进

行的服从实验以及其他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证明了普罗大众 - 而且绝不仅

仅是“威权主义人物”，正如 Theodor W. Adorno 和 Erich Fromm 所描述的那样。 - 在社交

场合中存在不人道行为的危险，即使对于最有问题的当局而言，不加思索的投降似乎是摆脱

压力和不安全感的最简单方法。 

专业课程 7 柏林：历史，记忆，与文学 

Berlin: History, Memory, Literature 

讲师 Dr. Marita Roth 

课程描述 柏林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城市。当德国在 1871 年统一时，它被定为为首都，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区域竞争，本课程将探讨柏林在第一次德国统一与第二次统一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地形，

重点关注在这一城市景观中留下印记的重大事件和冲突：现代大都市的崛起，经济萧条和社

会动荡，两者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冷战及其后果 - 简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最具

破坏性和最具决定性的事件。 

课程的一部分将涉及制定阅读计划和考察城市。因此，除了讨论常规阅读作业之外，我们还

会花一些时间来讨论空间，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安排许可，我们将在正常上课

时间之外观看相关电影并组织城市观光活动。这些活动的可能日期列在课程提纲中。 

专业课程 8 欧洲环境中的现代德国历史：一种主题方法 

Modern German History in European Context: A Thematic Approach 

讲师 Dr. Martin Jander 

课程描述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交叉分析，培养对“极端”20 世纪的

破裂和连续性的批判性理解。 主要课题将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以及不同政治制度下

不断变化的时代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其他课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历和“冷战”，

“英雄”和“悲剧”记忆的出现，以及这些事件对“普通人”的生活和记忆的影响。自德国历史以来 

我们将通过寻求统一的民族认同来塑造各种形式，我们将研究界定谁是谁以及谁不是“德国

人”的各种模式。我们还将询问政治和文化的转变如何影响男人，女人，年轻人和少数民族

的处境。 

专业课程 9a 德国哲学的希望：从康德到黑格尔（只在秋季开课） 

The Promise of German Philosophy: Kant to Hegel (Fall only) 

讲师 Dr. Detlef von Daniels 

课程描述 秋季学期，我们遵循德国哲学从康德初期到黑格尔的出现，了解哲学的丰富性和局限性。本

课程将基于当代重新思考全球哲学观点的尝试 - 通过关注普遍化人类哲学和民族文化项目

的启蒙遗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古典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中的浪漫情感主义之间关联。 

专业课程 9b 德国哲学的悲剧与新起点：从马克思，尼采到哈贝马斯（只在春季开课） 

Tragedy and New Beginnings in German Philosophy: From Marx and Nietzsche to 
Habermas (Spring only) 

讲师 Dr. Detlef von Daniels 

课程描述 春季学期期间，我们讨论 19 世纪德国哲学的后期发展及其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这将包

括讨论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尼采与德国政治/意识形态右翼之间，“维也纳圈”与二十世纪初

科学革命之间，以及德国学术哲学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领域的发展

将作为德国破坏性转向哲学走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途径进行研究。 

专业课程 10 伊斯兰教与欧洲：从历史与现代的维度分析 

Islam and Europ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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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Fatih Abay 

课程描述 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斯兰教已成为西方世界公共辩论和话语的主题，也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

核心研究课题。 本课程将深入探讨欧洲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并将尝试从社会人类学的角

度分析和讨论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的现状。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一般的角度介绍伊

斯兰教; 我们还将参观柏林的代表性清真寺。 本课程的第一部分将概述文化差异和世俗主

义的理论并讨论有关欧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各种公共言论。 这里将探讨诸如穆斯林国家

关系，性别和欧洲穆斯林宗教习俗等问题，同时对某些有关伊斯兰教的公众争议进行批判性

分析。 

专业课程 11 欧洲商业文化：跨国视角下的管理与营销 

European Business Cultures: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讲师 Dr. Lilia Schürcks 

课程描述 本课程综合探讨了公司在欧洲的运作方式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跨文化管理问题的原因和特点。

该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学生对各种欧洲商业文化的理解，并了解相应的各种管理风格。该课程

重点关注欧盟的现状，社会经济，商业道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的标准，营销压力

以及多元文化团队发展的各个方面。同学将对欧洲不同地区的公司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包括

与美国企业成功合作和不太成功合作的案例;实地考察将为欧洲媒体管理和战略提供实用的

见解。 

专业课程 12 从 19 世纪至今的柏林建筑 

Architecture in Berlin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oday 

讲师 Dr.-Ing. Gernot Weckherlin 

课程描述 本课程概述了 19，20 和 21 世纪柏林公共和私人建筑的发展。在介绍了建筑术语和对现代

城市发展和建筑史的考察之后，将对新古典时期进行考察分析，特别参考 Schinkel 的作

品。同时了解 1871 年后德国帝国建筑，其特点是现代和保守的趋势，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多种建筑风格。再从纳粹时期的建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柏林和西柏

林的发展。本课程最后详细介绍了柏林当代和未来的建筑概况，包括对“柏林米特”，波茨坦

广场和新政府区重新设计的冲突进行分析。 

专业课程 13 德国与欧洲的当代电影（只在春季开课） 

Contemporary Cinema in Germany and Europe (Spring only) 

讲师 Dr. Philipp Stiasny 

课程描述 本课程将邀请同学探索并批判性地反思欧洲背景下德国电影的现状。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将向学生介绍与欧洲电影现状有关的历史，文化和批判范式。第二部分将讨论在提供课

程的学期期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放映的一系列德国和欧洲电影。第三部分将

重点关注在德国制作并分布在几个欧洲国家的电影（合作）。这三部分将涵盖以下主题：电

影和作者;艺术电影与流行电影;民族电影的概念;电影中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形成;电影

制作和电影政策;电影文化和电影节的作用。 

专业课程 14 柏林大都会剧院：过去与未来（属于 GermanPLUS+课程） 

Theater Metropole Berl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part of the GermanPLUS+ 
package) 

讲师 Dr. Julia Bertschik, Dr. Marita Roth 

课程描述 柏林大都会剧院是世界上最热闹的剧院之一。 剧院传统在柏林培育，关于剧院和剧院的争

论不断更新。 柏林剧院是最新的：戏剧及其表演反映了当前的社会发展和德国当前的政治

讨论。今天，柏林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年轻，活泼，高效的剧场场景之一。 凭借新概念和

戏剧手段，戏剧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媒体社会中也正式具有说服力。同学们将在课程中学

习： 

 比较所选柏林剧院的历史和现状 

 古典戏剧，史诗和后戏剧的基本概念 

 命名剧院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区分 

 分析戏剧和停顿 

 写剧院场景和戏剧评论 

 设计和展示小型游戏场景。 

专业课程 15 德国及其艺术：一个国家的图片标签（属于 GermanPLUS+课程） 

Deutschland und seine Kunst – eine Nation in Bildern (part of the GermanPLUS+ 
package) 

讲师 Dr. Matthias Vol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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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描述 本课程从 1800 年左右的现代性开始到现在，概述了德国的艺术。在本学期中，我们将分析

选定的德国艺术范例，重点关注着名的国家标志，并在其整体历史，哲学，政治，社会和文

化背景下进行分析。艺术家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特别

关注在德国生产和收到艺术品的具体条件;当然，这也包括对多种国际影响的考虑，无论是

在适应，划界还是重新制定的意义上。在课程结束时，参与者应该有方法和术语来检查艺术

作品的正式结构，风格和技术，以及他们的图像。他们可以将他们置于当时更广泛的政治和

文化环境中，并评估他们的生产和接待条件。 

专业课程 16 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主题和问题 

Themes and Issues in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讲师 Rolf-Dieter Schnelle 

课程描述 本课程调查和分析了自 1945 年以来欧洲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 将特别

强调美国，德国和欧盟的作用。 

第一部分将采用时间表的方法，讨论冷战前，中期和之后以及 911 之后的利益合作和分

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当今美国和欧洲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跨大西洋

伙伴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西方”共同价值观的挑战。 

专业课程 17 欧洲法律传统 

European Legal Traditions 

讲师 Dr. Reut Paz 

课程描述 本课程概述了欧洲的法律传统和发展，特别强调影响当代欧洲法律概念的更广泛的法律传统

和发展。我们将从一个专注于主要问题的讨论开始：什么是法律？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然

后将课程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三个部分将简要概述欧洲法律史，从罗马帝国到中世

纪，到现代法律思想，以及由战争与和平（协议）塑造的欧洲法律史。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

侧重于现代欧洲法律体系，与大陆（德国，法国）和普通法（英国）体系形成对比。在整个

课程中，我们将对美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比较。这将使我们能够识别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该

课程不仅适用于未来的法学院学生，也适用于对欧洲法律传统感兴趣且希望将法律理解为影

响当今跨大西洋，国际和欧洲事务的决定性因素的学生。 

专业课程 18 欧洲的环境政治与政策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in Europe 

讲师 Dr. Andrzej Ancygier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介绍欧盟及其有关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政策。在简要回顾了欧盟政策制定的基本知

识后，学生将了解欧盟环境政策中的指导原则和发展。随后，该课程将涵盖我们目前面临的

主要环境挑战。 

在课程的第一部分（第 1-6 节）中，我们将讨论欧盟的运作，以便能够更好地理解影响欧洲

环境政策和政治的因素。我们还将研究欧洲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并讨论这一全球性问题的主

要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以及排放交易计划的引入。我们还将专门讨论欧盟

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课程的第二部分（第 7-12 节）将专门讨论不同形式的污染，如空气，噪音，水和土壤污

染，以及人类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在本课程的这一部分，我们还将讨论使欧洲交通部

门更具可持续性以及欧洲城市更环保，更智能的主要前提条件。 

专业课程 19 艺术与独裁 

Art and Dictatorship 

讲师 Jan Thomas Köhler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介绍了独裁背景下的艺术和政治，重点介绍了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墨索里

尼的意大利和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本学期的第一部分，学生将通过分析德国魏玛共和国的艺

术和建筑，了解民主社会中的艺术。在学期内，学生将了解 20 世纪初欧洲重要的艺术和建

筑。此外，该课程旨在提供对极权主义条件下的艺术的更深入的理解。 

专业课程 20 流行文化：欧美趋势 

Pop Culture: European-American Trends 

讲师 Dr. Karolina Golimowska 

课程描述 本课程对流行文化现象进行全面分析，特别关注欧美趋势和相互影响。我们将讨论流行文化

如何反映电影，音乐，小说，诗歌和美术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我们将在跨国视角中论述美国

梦的概念和表述，跨大西洋对美国例外论的观点，灾难幻想的流行文化现象和后世界末日场

景。 

专业课程 21 欧洲社会学传统 

European Traditions in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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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 Dr. Klaus Müller 

课程描述 虽然美国社会学以其强大的经验导向（“社会研究”）而闻名，但欧洲的社会学进一步发展了

经典的理论传统（“社会理论”）。从韦伯到西梅尔的一些范例问题似乎仍然具有相关性：为

什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 - 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到个人主义，城市文化和民主 - 首先

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异化一直是马克思对涂尔干和布迪厄的一个重要主题。面对新的挑战，

出现了新的主题：欧洲一体化，西欧和东欧之间“铁幕”的终结，以及全球化对欧洲“社会模

式”的压力。当然，自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1835-1840）以来，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

家一直着迷于比较欧洲和美国的经历。该课程的目的是描绘杰出的欧洲社会学家，并将他们

的想法应用于我们时代的挑战。 

专业课程 22 媒体政治：德国和欧洲的结构和案例研究 

Media Politics: Structures and Case-Studies in Germany and Europe 

讲师 Till Büser 

课程描述 本课程向参与者介绍德国和欧洲的大众传媒系统和结构，并为他们提供分析工具和背景知

识，以评估大众媒体和政治相互作用的方式，从而相互塑造。我们将首先概述德国和选定的

欧洲国家的大众媒体（公共/私人）的不同结构，包括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方式，特别是哪

些政治思想形成了媒体机构和个人运作的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将仔细研究媒体如何塑造并

仍在塑造政治进程的运作方式并向公众展示自己。历史和当前的案例研究将帮助我们分析媒

体和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各个方面。在课程结束时，学生还将有机会比较欧洲和美国的媒体

政治，并询问整个大西洋（一种或两种方式）是否可能存在影响双方当今政治和大众媒体的

趋势和影响。 

专业课程 23 欧洲外交史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讲师 Dr. Bernd Fischer 

课程描述 这门课程调查了自 1814 年以来欧洲外交的历史。拿破仑的征服创造了一个法国帝国，其高

度从塞维利亚延伸到莫斯科。 在拿破仑战败后，外交官和政治家们于 1814-15 年在维也纳

聚会，以恢复旧秩序。 然而，他们没有回归权力政治的平衡，而是创建了一个欧洲音乐

会，该音乐会以一系列非正式规范为基础，这些规范本来应该用来管理国家之间的关系。 

专业课程 24 全球经济环境下的欧洲 

Europe in the Global Economy 

讲师 Dr. Ognian Hishow 

课程描述 欧洲共同体被认为是塑造世界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民主国家联盟。 永久性的扩大过程是否使

欧盟获得了巨额回报？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欧洲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一个市场 - 一个货币”是欧洲人所信奉的。在一场未能结束的危机中，共同货币被视为越来

越多的责任。 设计糟糕的欧元是否会炸毁欧元区？ 

俄罗斯作为主要的能源伙伴，欧洲的能源独立性已成为议程的重中之重。 中国，巴西等国

的能源饥饿是否对欧盟构成威胁？ 我们将讨论欧洲预计将面临的全球变暖和气候挑战的成

本。 

最后，“看看水晶球”应该让人们了解 30 年后世界上的欧盟：仍然充满活力，还是衰老和腐

朽？ 

专业课程 25 中欧的犹太人生活 

Jewish Life in Central Europe 

讲师 Christoph Kapp 

课程描述 本课程将介绍和讨论欧洲犹太作家从摩西门德尔松到保罗策兰的经典文本。 因此，它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对德国 - 犹太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概述。在这一部分，将开发更广泛的德国 - 

犹太文化和历史图景，而在每节课的第二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阅读作业。 在这里，课程

将集中于学生准备和呈现的一两个示例性阅读。 这些文学阅读构成了每个课程的核心兴

趣，该课程位于文化研究领域。 诗歌和哲学文本不是为了自己而阅读，而是为了揭示中欧

的日常生活。 

专业课程 26 跨大西洋背景下的妇女与性别研究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in Transatlantic Context 

讲师 Dr. Heike Schimkat 

课程描述 在本课程中，我们使用统计学，历史，政治和社会科学，电影陈述，新闻报道，论文，医学

文本和传记来进行跨学科调查。我们的指导方针是跨国女权主义，旨在通过理解和接受他们

的差异来寻求女性之间的团结。最终，我们对多个主题立场和历史的分析揭示了性/性别系

统的整体不稳定性。例如，一种文化认为本质上是男性化的东西可能被视为另一种文化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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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女性化。因此，我们的跨文化考试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通常被视为自然，不变和稳定的

系统的社会建构性质。 

到学期结束时，学生将能够： 

 以细微的方式讨论性别和性别角色。 

 写出关于北美和欧洲妇女面临的一些主要社会，医疗和政治问题的学术论文。 

专业课程 27 电影音乐：聆听（只在春季开课） 

Film Music: Listening Outside the Frame (Spring only) 

讲师 Alasdair Reid 

课程描述 电影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随着 3D 等新颖视觉技术的发展，它被广泛宣

传并为国际观众主流所熟知。在本课程中，我们将发现一部同样重要且经常被忽视的电影组

成部分：音乐。在整个学期中，我们将研究音乐如何在整个北美和欧洲电影业历史上为电影

的成功和发展做出贡献。与所有艺术一样，柏林是学习音乐和电影的理想场所。因此，我们

将通过特定的遭遇探索这种文化景观，以补充我们的对话和阅读。例如，我们将参观一个剧

院，每周播放一部“无声电影”，旁边还有现场风琴师。 

专业课程 28 数字时代的音乐（只在秋季开课） 

Music in the Digital Age (Fall only) 

讲师 Luc Döbereiner 

课程描述 从数字音频工作站到计算机生成的音乐，从笔记本电脑表演到粉丝混音，从云计算到商业发

行渠道 - 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音乐制作，表演，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在本课程中，

我们将研究这些变化的本质，并对音乐和技术的显着和富有成效的交叉点进行抽样。 通过

具体的案例研究，我们将解决以下问题：数字技术如何实现前所未有的制作，使用和感知音

乐模式？ 数字媒体化在哪些方面塑造了我们的音乐内容和风格体验？ 在一个复制范式似乎

无所不在的时代，我们如何调和音乐，表演和生活之间长期建立的联系？ 

专业课程 29 为欧洲注入活力：21 世纪可再生与旧能源形势的转型 

Energizing Europe: 21st-Century Renewable and Fossil Transformations 

讲师 Dr. Thomas W. O'Donnell 

课程描述 今天，欧盟是替代能源努力的全球领导者，最着名的是德国的能源转型，旨在用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取代煤炭和核能。然而，欧盟还将成员国的天然气，电力和运输系统相互连接，并在

其新的欧洲能源联盟（EEU）的帮助下统一其能源市场 - 其形成受到乌克兰危机和欧洲严

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刺激。在 Energizing Europe，我们研究了这些转变如何影响欧盟的

碳排放，资源，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安全。我们首先调查欧盟的能源资源和基础设施，同

时与美国相比。然后，我们研究了欧洲从中世纪到 20 世纪能源危机和战争的能源转型。完

成之后，我们开始研究欧洲 21 世纪的能源转型。 

专业课程 30 德语，德国，德国人：身份，历史，政治（属于 GermanPLUS+课程） 

Deutsch, Deutscher, Deutschland: Identität(en), Geschichte, Politik (part of the 
GermanPLUS+ package) 

讲师 Dr. Marcus Funck 

课程描述 什么是“德国人”，谁是“德国人”？谁定义了这个以及谁来决定它 - 政治家，科学家，团体，

每个人都为自己？ “被德国人”感觉如何？是什么让你成为“德国人”，谁可能认为他/她比其

他人更德国（以及为什么）？什么是“德国”，“德国”在哪里？从什么时候起就有“德国”，它仍

然是“德国”还是几个“德国”？别人怎么看待“德国人”？ 

本课程将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些问题（以及更多） - 历史，社会学，政治和文化研究。在了

解什么和谁是“典型的德国人”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处理外国和自我形象（异种和自我定型）

的起源和功能的理论。然后，我们在德国文化史上选定的 topoi 的基础上，跟随德国民族自

我理解的历史发展。我们问什么样的角色扮演这些自我形象在德国建立一个文化和/或政治

国家认同的（现在仍然扮演）为友好地接受国内社会（或有争议的）是/是，什么样的变

化，他们都受到这一天，它们与其他国家对德国的影像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有何关联。 

专业课程 31 绿色商业：德国和欧洲可持续企业家精神 

Green Business: German and European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讲师 Jana Gebauer (Spring only), Heike Mewes (Fall only) 

课程描述 本课程介绍德国和欧盟在绿色和可持续经济方面的最新发展。 它提供了基于概念性讨论，

案例研究，实地考察和小组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见解，以开发绿色商业案例。 

几十年来，人们对环境挑战的敏锐认识已经渗透到德国和欧洲的社会，政治和商业中。 然

而，商业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一直受到德国和欧盟政治层面

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商业环境影响被视为“市场失灵”更为消极。 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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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差异化。 如今，通过可持续创业和可持续核心业务活动可能实现的积极环境影响日

益得到承认。 

专业课程 32 移民：欧洲和柏林的动向和争议 

Migration: Dynamics and Controversies in Europe and Berlin 

讲师 Dr. Felix Hoffmann 

课程描述 在本课程中，当我们追求一系列分析和学习目标时，我们将在规范和事实之间遇到一些差

异。我们将重点关注移民，种族和宗教中常常存在问题和冲突的三角关系，并在讨论关于更

广泛的欧洲以及柏林当地的实证案例研究时探讨相关理论。我们将特别仔细研究经常高度情

绪化和过于简单化的公开辩论，这些辩论主要围绕种族和宗教的类别进行。因此，我们还将

研究各种形式的基于多媒体的移动过程中涉及的高度复杂和多维动态的表示形式，因为人们

不仅仅是作为道德化或宗教化的主体。他们也是性别和性别的人。他们带着他们的职业，他

们的政治观点，他们的个人品味，道德和美学，亚文化和复杂的世界观 - 换句话说，他们

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个人。因此，他们积极促进移民的空间，文化和社会动态，以及围绕他们

产生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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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背景 

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项目由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研究中心主管的为期半年/一年的日语学习项

目。项目加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及学习目标来选择不同的学习难度、技能种类及学习主

题，综合系统地学习日语。加入我们的项目，体验我们的校园生活和国家文化。我们希望具

有国际视野的你能在一学期的访学经历中获得更多专业领域内和人生中的新知。 

项目特点 

- 所有课程均以日语授课 

- 可转换学分（每学期最多 18 个学分，需派出院校认定） 

- 融入日本大学校园生活、崭新的文化和朋友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始创于 1882 年，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也是

日本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面向世界 TOP100 的 A 类顶尖校，日本 RU11 学术研究恳谈会核

心成员。其毕业生人才辈出，世界影响力极为广泛。历届日本首相中有七位是早稻田大学毕

业生，国会议员近三分之一出身于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96 位，位居日本第 9 位。 

项目说明 

项目时间 
2020 春季：2020 年 4 月 01 日 – 2020 年 9 月 15 日（含春假，实际上课时间约 15 周） 

2020 秋季：2020 年 9 月 21 日 – 2021 年 3 月 15 日（含秋假，实际上课时间约 15 周） 

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春季学期：2019 年 10 月 17 日 

2020 年秋季学期：2020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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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学生每学期至少选择 13 学分的日语课程，最多选择不超过 14 个学分的日语课程。 

学生每学期还可以选择不超过 4 学分（2 门课）的专业课程。 

（1 学分的日语课程相当于每周 90 分钟的上课时间，2 学分的专业课程相当于每周 90 分钟

的上课时间） 

选课模式 
日语基础课程分为 8 个不同的级别，每个级别都提供全面的日语学习。课程和科目将在考试

后确定，学生将参加考试以确定他们的日语水平（1 级-8 级）。 

可选课程 

课程分为日语基础课程和日语应用课程 2 部分： 

日语基础课程： 日语应用课程： 

- 口语表达 

- 日语写作 

- 日语听力 

- 书面阅读 

- 日语语法 

- 词汇 

- 社会与文化 

- 学术日语 

- 商业日语 

- 日本语基础（1-6 级） 

- 日语精读（1-2 级） 

- 日语对话（1-2 级） 

- 日本汉字（1-5 级） 

校园详情 

大学实景 

  

课外活动 

日本语言中心，早稻田大学国际社区中心（ICC），国际教育中心组织课外活动，让学生外

出并尝试他们在课堂上获得的日本和日本文化。日语中心：米糕制作；早稻田大学跨文化交

流中心（ICC）：语言文化交流，茶道体验，体育赛事等。 

   

签证事宜 
早稻田大学日语教育中心将会为顺利通过入学选拔的同学代办签证申请手续； 

主办方负责全程指导学员办理日本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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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 

学费 
报考费：25000 日元（无法退还） 

半年课程学费：505200 日元 

项目费用 

申请服务费：98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包含： 

- 往返机票 

- 境外保险 

- 住宿费 

- 签证费 

- 三餐费（部分住宿含早餐，午晚餐仍需自理） 

- 个人消费（不在日程安排以内的活动、医疗费等） 

住宿 学校不提供校内学生公寓，项目组可协助同学预订住宿 

生活开销 

（最低开销） 

以 30 天为例（住宿、三餐、交通、购置服装、学习资料等） 

约 150000 日元 

申请信息 

录取要求 
中国院校就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日语要求：无要求 

申请材料 

1、 学习计划（有模板） 

2、 成绩单 

3、 在读证明 

4、 推荐信（有模板） 

5、 财力证明 

6、 三个月以内近照 

7、 护照扫描件 

8、 身份证扫描件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附件的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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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汉阳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背景 

韩国汉阳大学首尔校区和 ERICA 校区面向国际学生开展全新的学分转换制学期/学年访学项

目。加入我们的项目，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学生一同上课，一起体验我们的校园生活和国家

文化。我们希望具有国际视野的你能在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访学经历中获得更多专业领域内和人

生中的新知。 

项目优势 

- 所有课程均以英文授课 

- 可转换学分（最多 20 个学分，需派出院校认定） 

- 学费合理 

- 访学期间可以免费参加韩语学习课程 

- 校内学生宿舍 

- 融入韩国大学校园生活、崭新的文化和朋友 

项目特色 

- 可在汉阳大学首尔校区的 12 个学院 58 个科系或 ERICA 校区的 9 个学院 42 个科系中任

意选课 

- 可共享校内所有的教学设施 

- 超过 500 门课程可供修读，所有课程均以英文授课 

- 提供伙伴互助学习计划 

- 超过 50 个学生组织 

- 提供实习机会 

汉阳大学 

汉阳大学（英语：Hanyang University，韩语：한양대학교）建校于 1939 年，是一所在理工

大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综合大学。汉阳大学是 AACSB 认证大学之一，在 2020 年 QS 世界

大学中位列 150 名，在韩国中央日报 2016 年韩国大学综合排名中位列第 2 名。学校拥有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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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RICA 两个校区，下设 100 个科系，23 所单科大学（学院），21 所大学院（研究生

院），118 个附属机构，校园面积 1721601 平方米。 

校区概况 

- 专业设立：45 专业/系，4 研究生院  

- 学生规模（2015）： 本科生 8249，研究生 210 

- 国际学生规模：400 人每年 

- 世界大学排名：150（QS 世界大学 2020 排名） 

- 亚洲大学排名：33（ 2019 泰晤士亚洲大学排名） 

项目说明 

项目时间 
2020 春季学期：2020 年 3 月 2 日– 6 月 21 日 

2020 秋季学期：2020 年 9 月 1 日– 12 月 21 日 

申请截止 
2020 春季学期：2019 年 11 月 30 日 

2020 秋季学期：2020 年 5 月 31 日 

可选课程 汉阳大学首尔校区的 12 个学院 58 个科系或 ERICE 校区 9 个学院、42 个科系 

学分 每学期最高不超过 20 学分，最低选 10 学分的课（其他情况可在申请时做单独说明） 

选课模式 
汉阳大学首尔校区和 ERICA 校区向项目学生提供涵盖 45 个专业逾 500 门的英文授课课程，

学生可在汉阳大学首尔校区或 ERICA 校区的所有学院中任意选择专业相关课程。 

汉阳大学首尔校区学院设置 

学院 科系设置 

工科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化学与生物工程系（Division of Chemical And Bioengineering） 

• 建筑学系（Division of Architecture） 

• 建筑工程系（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城市规划与工程系（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gineering） 

• 地球资源与环境工程系(Department of Earth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电子工学系（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电气和生物医学工程系(Division of Electrical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化学工程系（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生物工程系（Department of Bioengineering） 

• 有机和纳米工程系（Department of Organic And Nano Engineering） 

• 能源工程系（Department of Energy Engineering） 

• 机械工程系（Divis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核工程系（Department of Nuclea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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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工程系（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汽车工程系（Department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 计算机科学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信息系统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医学院 

College of Medicine 

• 医学预科系（Department f Pre-medicine） 

• 医学系（Department of Medicine） 

人文学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 韩国语言文化学系（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 Literature） 

• 英语语言文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 德文语言学系（Department of German Language & Literature） 

• 中文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 哲学系（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社会科学学院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 旅游系（Division of Tourism） 

• 政治外交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媒体传播系（Department of Media Communication） 

自然科学学院 

Faculty of natural 

sciences 

• 数学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物理系（Department of Physics） 

• 化学系（Department of Chemistry） 

• 生命科学系（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政策科学学院 

School of policy 

science 

• 政策学系（Department of Policy Studies） 

• 行政学系（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经济与金融学院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经济金融系（Division of Economics & Finance） 

商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 经营学系（Divis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金融系（Department of Finance） 

教育学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 教育学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韩语教育系（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 英语教育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应用美术教育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Art Education） 

• 教育技术系（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数学教育系（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人类生态学院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 服装学系（Department of Clothing & Textiles） 

• 食品营养学系（Department of Food & Nutrition） 

• 室内建筑设计系（Department of Interior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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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 

College of Music 

• 声乐系（Department of Voice） 

• 作曲系（Department of Composition） 

• 钢琴系（Department of Piano） 

• 管弦乐系（Department of Orchestral Instruments） 

• 韩国传统音乐系（Department of Korean Traditional Music） 

艺术与体育学院 

College of Performing 

Arts And Sport 

• 体育系（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体育产业系（Department of Sports Industry） 

• 戏剧电影系（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Film） 

• 舞蹈系（Department of Dance） 

汉阳大学 ERICA 校区学院设置 

学院 科系设置 

工学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ciences 

• 计算机工学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土木工程系（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 建筑学系（Division of Architecture） 

- 建筑学专业（Major in Architecture） 

- 建筑工学专业（Major in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 交通物流工学系（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Engineering） 

• 电子工学系（Divis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材料化工工学系（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 Chemical Engineering 

• 机械工学系（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环境产业工学系（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 生命纳米工学系（Department of Bionano Engineering） 

• 机器人工学系（Department of Robot Engineering） 

• 融合工学系（Department of Integrative Engineering） 

• 国防信息工学系（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药学院 

College of Pharmacy 
• 医药系（Department of Pharmacy） 

计算机学院 

College of Computing 

• 计算机工学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 媒体，文化与设计技术系(Department of Media, Culture and Design 

Technology) 

科学技术学院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 应用数学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 应用物理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 应用化学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 

• 海洋科学与聚合系（Department of Marine Science and Convergence 

Engineering） 

• 生命分子科学系（Department of Molecular & Lif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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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学院 

College of Languages 

& 

Cultures 

• 韩国语言文化学系（Department of Korean Language & Literature） 

• 人类文化学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 文化创意学系（Department of Culture Contents） 

• 中国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 日本语言文学学系（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 Culture） 

• 英美语言文学学系（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Culture） 

• 法国语言文学学系（Department of French Language & Culture） 

传播学院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 广告宣传学系（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 Public Relations） 

• 新闻广播学系（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 信息社会学系（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ociology） 

经商学院 

College of Business 

& 

Economics 

• 经济学系（Division of Economics） 

• 经营学系（Division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保险会计学系（Department of Actuarial Science） 

• 财务会计学系（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 Tax） 

设计学院 

College of Design 

• 珠宝时尚设计学系（Department of Jewelry & Fashion Design） 

• 家居装饰设计学系（Department of Surface & Interior Design） 

• 工业设计系（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Design） 

• 通讯设计学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 互动媒体设计系（Department of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艺体能学院 

College of Sports 

& 

Arts 

• 生活体育学部（Division of Sports & Well-Being） 

- 生活体育专业（Major in Sports in Life） 

- 比赛指导专业（Major in Coach Training） 

• 生活舞蹈艺术学系（Department of Dance & Well-Being） 

• 实用音乐学系（Department of Applied Music） 

校园详情 

大学课程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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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汉阳大学首尔校区和 ERICA 校区为每一位同学提供校园内学生宿舍： 

➢ 双人间独立卫浴 

➢ 提供床上用品 

➢ 提供无线网络 

➢ 宿舍配有洗衣房，餐厅，便利店 

   

三餐 

早餐：可在学校宿舍区餐厅用早餐 

午餐及晚餐：可在学校教学区餐厅用午餐 

餐食标准：每餐约 20 元人民币 

  

签证事宜 汉阳大学国际处为学员签发录取通知书，项目组全程指导学员办理韩国签证。 

费用明细 

学费 

（每学期） 

人文 / 社会科学 / 经管：约 3000 美元（约 3,600,000 韩元） 

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约 3400 美元（约 4,100,000 韩元） 

工程：约 3900 美元（约 4,700,000 韩元） 

美术：约 3900 美元（约 4,700,000 韩元） 

音乐：约 4400 美元（约 5,300,000 韩元） 

申请服务费 

50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约 1700 美元/学期） 

- 往返机票 

- 签证费 

- 境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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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餐（约 400 美元/月） 

住宿费 约每月 300-500 美元 

生活开销 

（最低） 

以 30 天为例（三餐、交通、购置服装、学习资料等） 

每月 700,000 韩元 x 4 个月=每学期 2,800,000 韩元 

总费用 

人文 / 社会科学 / 经管： 2,500,000 韩元+3,600,000 韩元=6100000 韩元 

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2,500,000 韩元+4,100,000 韩元=6600000 韩元 

工程：2,500,000 韩元+4,700,000 韩元=7200000 韩元 

美术：2,500,000 韩元+4,700,000 韩元=7200000 韩元 

音乐：2,500,000 韩元+5,300,000 韩元=7800000 韩元 

申请信息 

录取要求 

中国院校就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 

在汉阳大学报到时已结束至少大一的课程，升入大二或大三的学生 

英语要求（符合任一即可）：雅思 5 分、托福 60 分、托业 600 分或同等中国英语等级考试 

韩语要求：无要求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附件的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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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成均馆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韩国成均馆大学学期学分项目 

SKKU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 

项目背景 

韩国成均馆大学面向国际学生开展全新的学分转换制学期/学年访学项目。加入我们的项目，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学生一同上课，一起体验我们的校园生活和国家文化。我们希望具有

国际视野的你能在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访学经历中获得更多专业领域内和人生中的新知。 

项目优势 

走进韩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学府，深入体会韩国文化和风土人情；2020 世界大学排名第 95

位，学校名声正在不断上升；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集团与成均馆大学紧密合作，为成均馆

大学学生的未来就业提供更多机会；作为交换学者经国内学校同意还可以把国外研修的学分

转换回国。 

项目时间 
春季学期：2020 年 3 月 2 日– 6 月 19 日 

秋季学期：2020 年 9 月 2 日– 12 月 20 日 

申请截止 
春季学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秋季学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可选课程 
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韩语及韩国文化研究、商业与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机械与数

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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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 

课程学分与学习时长挂钩 

1 学分课程：16 课时/每学期 

2 学分课程：32 课时/每学期 

3 学分课程：48 课时/每学期 

4 学分课程：64 课时/每学期 

本科生最多可修 18 个学分，研究生最多可修 9 学分（可提供学分转换凭证） 

成均馆大学简介 

成均馆大学 

成均馆大学（Sungkyunkwan University），简称成大及 SKKU，是韩国乃至全亚洲最顶尖的

研究型综合大学之一。成均馆大学历史悠久，其历史可以追溯至于 1398 年成立的朝鲜王朝最

高学府成均馆。成均馆大学是一所拥有六百多年辉煌历史的知名学府，同时也是亚太国际贸易

教育暨研究联盟（PACIBER）成员。作为韩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成大在韩国社会发展的

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韩国语的创立，到儒家思想的传播，成大以其特有的方式诠释

着韩国的现代社会哲学。“成” — 成人才之未就，“均” — 均风俗之不齐。 

校区概况 

➢ 建立：1398（近代于 1946 年重新开课） 

➢ 校区：首尔校区、水原校区 

➢ 学生规模：共 24055 余名在校学生 

➢ 师资力量：1437 余名教授，1467 非全职教授 

➢ 世界大学排名：95（QS 世界大学 2020 排名） 

➢ 亚洲大学排名：25（ QS 世界大学 2020 年排名） 

学校实景 

   

成均馆大学课程设置 

课程选择 成均馆大学常规课程，与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优秀国际生共同学习，课程涵盖以下： 

人文社会科学

学部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ampus 

College of Confucian Studies and Eastern Philosophy    儒学与东方哲学学院 

Confucian and Oriental Studies   儒家与东方研究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文学院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韩国语言文学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英国语言文学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法国语言文学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国语言文学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德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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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俄国语言文学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韩国古典文学 

History   历史 

Philosophy   哲学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图书情报学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学院 

Public Administration   公共行政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plomacy    政治科学与外交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新闻与大众传播 

Sociology   社会学 

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 

Psychology    心理学 

Consumer and Family Sciences    消费者与家庭科学 

Child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儿童心理学与教育 

 

College of Economics    经济学院 

Economics   经济学 

Statistics   统计 

Global Economics   全球经济学 

 

School of Business    商学院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业管理 

Glob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全球工商管理 

 

College of Education    教育学院 

Education   教育学 

Educ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中国古典文学教育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数学教育 

Computer Education   计算机教育 

 

School of Art   艺术学院 

Fine Art   美术 

Design   设计 

Dance   舞蹈 

Film, Television and Multimedia   电影电视与多媒体 

Theatre   戏剧 

Fashion Design   时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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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学部 

Natural 

Sciences 

Campus 

College of Science   科学学院 

Biological Sciences   生物科学 

Mathematics   数学 

Physics   物理学 

Chemistry   化学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信息与通讯工程学院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子电气工程 

Semiconductor Systems Engineering   半导体系统工程 

 

College of Software   软件学院 

Software   软件学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工程学院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Advanced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Civil,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与景观

建筑 

Systems Management Engineering   系统管理工程 

Architecture   建筑学 

 

School of Pharmacy    医药学院 

Pharmacy   医药学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学院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生物机电工程学 

Department of Integrative Biotechnology   综合生物技术系 

  

College of Sport Science    体育科学学院 

Sport Science   体育科学 

 

School of Medicine    医学院 

Medicine   医院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生物医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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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详情 

大学课程 

  

文化活动 

   

住宿安排 

成均馆大学为每一位同学提供校园内学生宿舍或通勤距离 20mins 内的校外宿舍： 

➢ 双人间独立卫浴 

➢ 提供床上用品 

➢ 提供无线网络 

➢ 宿舍周边配有洗衣房，餐厅，便利店 

   

三餐 

早餐：可在学校宿舍区餐厅用早餐 

午餐及晚餐：可在学校教学区餐厅用午餐 

餐食标准：每餐约 20 元人民币 

  

签证事宜 成均馆大学国际处为学员签发录取通知书，项目组全程指导学员办理韩国签证。 

  



58 

费用明细 

项目费 

（每学期） 

学费：每学期约 4000 - 5000 美元（取决于专业） 

申请服务费：5000 元人民币，包含： 

- 项目申请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行前指导 

- 机票预订 

以上费用不含： 

- 住宿费（约 1700 美元/学期） 

- 往返机票 

- 签证费 

- 境外保险 

- 三餐（约 400 美元/月） 

- 其他个人消费 

申请信息 

录取要求 

1． 大二及其以上在校生 

2． GPA：2.5-4.0（可酌情考虑） 

3． 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或韩语流畅（商业管理专业学生必须提供语言证明） 

申请流程 

第一步：填写附件的申请表，发至项目组邮箱 sap@lookerchina.com 

第二步：等待邮箱回复录取邮件 

第三步：缴纳项目定金，等待邀请函，同步准备护照 

第四步：收到邀请函后缴纳项目尾款，办理签证、预订机票等后续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