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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暑期学术 

项目费用：5280 美元（第一批报名）/ 5580 美元（第二批报名） 

项目名额：100 人 

项目时段：2019 年 7 月 21 日—8 月 11 日 

报名截至：2019 年 4 月 30 日（第一批）；5 月 30 日（第二批） 

培养方向：全学科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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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暑期项目 

2019 年度夏季招生简章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一) 项目标题：2019 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暑期 Y-PLAN 项目（代码：OM26T-UCB-YPL） 

(二) 主办单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项目导语|Program Lead-in 

Y-PLAN (Youth – Plan, Learn, Act, Now) is an award-winning educational strategy that empowers young 

people to tackle real-world problem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rough project-based civic learning experiences. 

Y-PLAN: 

 Has a strong social justice and health equity focus. Students take on projects focused on improv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access to green space, public art and civic space, healthy eating and active living, 

and more. 

 Connects young people with a unique client: city agencies. This relationship fundamentally strengthens 

democracy as students see first-hand how government works, and civic leaders actively bring young 

people into local decision making. 

 Is based on a decade of education research. Y-PLAN includes a rigorous, five-step methodology that 

builds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llege/career-readiness. 

 Is closely aligned with contemporary school reform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Common Core and is flexible 

by design. Y-PLAN can come to life in everything from government to physics classes. 

 Provides teachers and principals everything they need to succeed in implementing Y-PLAN: from 

curriculum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evaluation support. 

 

 项目特色|Program Background 

 学术拓展：该项目培养创新意识、跨文化交流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授课形式新颖，除了授课以

外还安排了比较多的团队合作、头脑风暴、小组竞赛和户外实践。 

 课堂体验：课程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知名教师授课，感受世界顶尖的学术理论和理念。 

 开拓视野：项目学生有机会走访旧金山著名企业，对行业发展、产品生产等方面有全面认识。 

 寓教于乐：在充满乐趣的同时获得更多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拓展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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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时段|Course Introduction 

(一) 项目开始：2019 年 7 月 21 日 

(二) 项目结束：2019 年 8 月 11 日 

(三) 报名截至： 

 第一批次：2019 年 4 月 30 日 

 第二批次：2019 年 5 月 30 日 

(四) 接送机安排： 

 学生应于当地时间 7 月 21 日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项目将从 7 月 21 日起提供住宿。 

 根据航班情况，学生可能需要 7 月 20 日从国内出发。 

 学生应于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由洛杉矶机场离开，8 月 10 日起项目不再提供住宿。  

 项目安排|Program Arrangement 

(一)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课程 

1. Y-PLAN 课程及非营利组织实践活动 

This i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think broadly about how the future of the SF Bay Area 

can be equitable, sustainable and joyful place for people of all ages. The course consists of social justice 

and discussion, fieldwork. 

Y-PLAN is a powerful planning methodology being adapted by leading educators and civic leaders in 

cities and regions across the nation and globe. 

 

2. Guest Lecture 美国文化讲座 

项目选取美国文化中高新科技、创新创业、硅谷发展、领导力、多元文化等主题，邀请伯克利相

关学科教授或研究人员为学生带来精彩的讲座及讨论课程。往期主题示例： 

 Silicon Valley &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 Skil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at Are Changing the World 

 Pitch Deck & Public Speaking 

 Leading Tren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erican Social Manner & Intercultur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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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等院校，机构，企业实地访问 

1.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临近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硅谷，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

型大学。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共同构成了美国西部的学术中心。斯坦福大学培养了众多

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包括惠普、谷歌、雅虎、耐克、罗技、美国艺电、NVIDIA、思科、LinkedIn 等

公司的创办人，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 Los Angeles）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位于美国洛杉矶市，是世界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UCLA 因其顶尖

的学术水平而被誉为美国商业金融、高科技产业、电影艺术等人才的摇篮。UCLA 是互联网的诞生地，

其也因学生在奥运会等体育赛事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而闻名，其出产的NBA球员数量也位居全美第二。 

 

3. Jelly-Belly 糖果厂 

总部位于加州的 Jelly-Belly 糖果厂生产的啫喱豆是首款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船于进入太空的糖豆。

这款糖豆和普通的糖豆相比体型小巧，口味更是完全不同。成立百余年来，糖果厂将最初的 8 种口味

逐渐发展为现在的 50 多种，并有很多奇葩口味让人们对糖豆有了新的认识。 

 

4. Napa Valley 

纳帕山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这里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清澈的溪水静静地流淌，滋润

着两岸翡翠般的草地和沟垄线条流畅的葡萄园，也酝酿出醇香柔和回味无穷的纳帕葡萄酒。纳帕是美

国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已经成为美国酒文化的代名词，新世界葡萄酒行业高贵典雅的品质象征。 

纳帕酒的精良工艺已传入我国，我国张裕、长城、王朝等许多知名品牌，均使用纳帕的葡萄酒酿

制工艺。清华校友酒窖也典藏了大量的纳帕精品葡萄酒。纳帕已经成为葡萄酒爱好者了解新世界葡萄

酒的必备课程。 

 

5. Intel 博物馆 

Intel 博物馆位于 Intel 公司主办公楼的一层，它就是一个见证了 Intel 成长历史的地方。在这里，

记录了 Intel 从 1968 年到 2002 年，intel 在核心技术领域光辉的发展历程。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历

史久远的 4004 微处理器，也可以看到大家耳熟能详的奔腾系列处理器，一直到最新的 Nehalem 处理

器，通过这些旧日足迹，我们可以见证半导体巨人的过往经历，见证 x86 处理器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

展、繁荣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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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风光 

1. 渔人码头 Fisherman’s Wharf 

渔人码头是旧金山的象征之一。这里最早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港口，后来由于渔获减少，这里逐渐

失去了码头的功能，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休闲、文化场所。这里聚集了很多的购物中心，海鲜餐厅鳞

次栉比，附近还有旧金山海洋国家历史公园、机械博物馆等。美国国庆日（7 月 4 日）烟花表演等大

型活动也在渔人码头一带举办。 

 

2. 金门大桥 Golden Gate Bridge 

金门大桥于 1937 年开通，全长约 2.7 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繁

忙的桥梁之一，被视为旧金山的象征。该桥在桥梁建筑学上也是一个创举，它只有两大支柱，利用桥

两侧的弧形吊带产生的巨大拉力，把沉重的桥身高高吊起。在淘金热时期，这座桥如同是通往金矿的

一扇大门，因此被命名为“金门大桥”。 

 

3. 好莱坞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 

好莱坞环球影城汇集众多刺激有趣的娱乐项目，有惊心动魄的主题公园，精彩纷呈的秀场，真实

的电影拍摄现场等。馆内体验及娱乐项目主题涵盖哈利波特、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速度与激情、

功夫熊猫等多个经典电影系列。在发达的电影工业科技的帮助下，玩家们可以沉浸在影片环境中，与

电影主角一同冒险。 

 

4. 圣地亚哥老城 Old Town 

1542 年西班牙人第一次到达这里，1769 年在此定居。1821 年墨西哥战胜了西班牙后，为墨西哥

所有。1848 年美墨战争后为美国所并吞，归为美国加州城市。如今时过境迁，圣地亚哥的中心已然

转移，Old Town 也早已卸下光鲜的外表。这里保留着的是原汁原味的西班牙与墨西哥风情，向人们展

现的也是其最质朴的一面。 

 

(四) 项目证书 

项目结束后，学生将获得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CENTER FOR CITIES & SCHOOLS 颁发的官方项目

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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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行程|Program Itinerary 

 

日期 地点 上午 下午 

7 月 21 日 

（周日） 
旧金山 Arrival in Berkeley Residence Check-in 

7 月 22 日 

（周一） 
旧金山 UCB Welcome & Information Session 

Guest Lecture 

Silicon Valley & Entrepreneurship 

7 月 23 日 

（周二） 
旧金山 Y-PLAN Lecture or Workshop 

Guest Lecture 

Leadership Skills 

7 月 24 日 

（周三） 
旧金山 Y-PLAN Lecture or Workshop Communicate with Local Students 

7 月 25 日 

（周四） 
旧金山 

Guest Lecture 

Innovation Management 

Guest Lecture 

Technology Changing the World 

7 月 26 日 

（周五） 
旧金山 

Guest Lecture 

Pitch Deck & Public Speaking 
BBQ Party 

7 月 27 日 

（周六） 
旧金山 Stanford + Silicon Valley + Intel Museum 

7 月 28 日 

（周日）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City Visit 

7 月 29 日 

（周一） 
旧金山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ield studies 

7 月 30 日 

（周二） 
旧金山 Y-PLAN Lecture or Workshop Berkeley Courses Auditing 

7 月 31 日 

（周三） 
旧金山 Y-PLAN Lecture or Workshop Berkeley Courses Auditing 

8 月 1 日 

（周四） 
旧金山 

Guest Lecture 

Leading Trend in A.I. 
Berkeley Art Museum 

8 月 2 日 

（周五） 
旧金山 

Guest Lecture 

Social Manner & Intercultural Conflict 
Closing Ceremony 

8 月 3 日  

（周六） 
旧金山 San Francisco City Visit 

8 月 4 日  

（周日） 
旧金山 Visit Jelly Belly & Napa 

（续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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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表） 

日期 地点 上午 

8 月 5 日  

（周一） 
旧金山 Visit to Commercial Center 

8 月 6 日  

（周二） 

旧金山 

洛杉矶 
Drive to Los Angeles 

8 月 7 日  

（周三） 
洛杉矶 UCLA & Santa Monica Beach 

8 月 8 日  

（周四） 
圣地亚哥 San Diego Day Trip: Old Town, Naval Base San Diego 

8 月 9 日  

（周五） 
洛杉矶 Universal Studio (optional, fees not included) 

8 月 10 日  

（周六） 
洛杉矶 Departure from Los Angeles 

8 月 11 日 

（周日） 
中国 Arrival in China 

*以上行程仅供参考，实际行程可能因天气、课程安排等原因进行调整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一) 费用标准 

1. 2019 年 4 月 30 日及之前报名：5280 美元（项目代码：OM26T-UCB-YPL-1） 

2.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间报名：5580 美元（项目代码：OM26T-UCB-YPL-2） 

 

(二) 项目费【包含】 

项目期间的全部课程、接送机，住宿、访问预约、学生活动所需费用，以及项目所包含的交通费

用。 

 

(三) 项目费【不含】 

签证费，洛杉矶环球影城门票，学生在海外购物、自由活动产生的费用由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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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须知|Sign Up 

(一) 申请条件 

1. 全日制在校生，成绩优秀、品学端正 

2. 录取学生专业不受限制 

3. 建议大学英语四级或相应水平 

 

(二) 申请材料 

1. 项目报名表 

2. 护照扫描件 

3. 签证所需材料将另行通知 

 

(三) 报名流程 

1. 填写报名表链接 

2. 主办方将确认报名信息并对报名学生进行筛选； 

3. 缴纳项目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4. 主办方将为学生申请项目； 

5. 在学生获得录取后协助学生准备签证材料； 

6. 行前指导 

 

(四) 报名方式 

 咨询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友谊公寓 副楼 

 咨询电话; 027- 87557397 冷老师 

 咨询 QQ 群：225491193（已满）； 612349096（2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