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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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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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及旅游管理中的利润与成本控制 

美国历史与当代的食品、饮料及文化 

国际旅游业 

亚洲美食、文化与款待业 

加州美食、红酒与文化 

旅游管理 

餐厅运营管理 

酒店运营管理 

会议策划及活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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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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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学期：2020 年 5 月 15 日 

春季学期：202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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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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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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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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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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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 

网申费：约 100 美元 

学费：6700 美元/学期，包含：  

- 课程费 

- 国际学生管理费 

申请服务费：8800 元人民币，包含： 

- 注册申请 

- 文书指导 

- 签证指导 

- 住宿预订 

- 机票预订 

- 行前指导 

以上费用不包含： 

- 签证费 

- 住宿费 

- 三餐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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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信息 

申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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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 

1. 雅思或托福成绩单 

2. 在读证明，本校成绩单 

3. 其他材料（项目申请老师协助准备）：申请文书，全英文个人陈述，财力证明文件或者其他

支持文件，选课单等 

申请方式 

第一步：填写报名表（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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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申请服务合同，支付申请服务费，提交申请材料 

第四步：收到校方 offer 后，按校方要求交纳课程费、办理签证、预订住宿及机票等 

  



后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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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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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费用自理） 

机票 项目组可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需要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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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食 约 8 美元至 15 美元/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