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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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2020 年 6 月 22 日 - 9 月 11 日（仅限 UCLA Extension 课程） 

秋季：2020 年 9 月 28 日 - 12 月 18 日 

冬季：2021 年 1 月 4 日 - 3 月 19 日 

春季：2021 年 3 月 24 日 - 6 月 11 日 

课程选择 

秋季、冬季和春季学期的课程选择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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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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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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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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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tension 部门课程，学生亦可享受学分转换回国的便利，需

事先和所在国内大学教务部门确认学分转换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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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证书 

 

 

项目结业证书 项目成绩单 

项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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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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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 

学费：6950 - 9950 美元（取决于课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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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级大二及以上 

- GPA: 3.0 及以上 

- 托福最低要求：91 

- 雅思最低要求：雅思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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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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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为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提供宿舍，学员可以在项目组的协助下申请 

选择校外公寓或者寄宿制家庭。 

餐食 约 8 美元至 10 美元/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