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录取(大学本科+英语)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提供大学本科有条件录取机会给那些学术
成绩合格，但目前尚未达到英语录取要求的学生。符合双录
取的学生会收到加州州立大学美国语言中心/国际学院颁发的
I-20以及双录取通知书。学生在满足大学本科英语录取标准
以及国际学院课程要求后，即可进入本科学位课程。
英语强化课程特点

大学本科生入学申请条件

• 全年时间表: 每年入学五次

• TOEFL (托福)成绩:  61分(ibt)，       
或IELTS (雅思)成绩: 6.0分或以上

• 8 周课程*
• 课程分为7个等级

• 另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大学本科预科课程

       大学一年级新生
• 12 年基础教育与高中学历-平均
成绩3.0或B(需提供高中学历结业
证书)

- 每周的课程为将要进入加州州立大学
东湾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做准备
- 课外研讨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
提供了在教室外锻炼沟通技巧的机会
- 大学学位辅导及录取入学指导
• 课程包括: 学术写作，听力口语，阅读
词汇及语法
• 涵盖利于整体水平提高的综合学科课程

转学学生
• 最低平均成绩要求 2.0 或 C
*请注意：英语强化课程为每学
期2个8周的课时。 还有一个为
期8周的夏季课程。

• 雅思培训课程帮助学生们成功地通过雅
思考试。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被《普林斯
顿评论》评为“西部最好的大学”。

我在中国上高中的时候没有认真学习英
语，所以在开始本科学习之前，我在国际
学院学习了5个学期的课程。英语强化项
目非常不错，我的英语写作,阅读，口语,
听力, 还有语法都提高了很多, 使我顺利通
过了托福考试。我非常喜欢语法课, 因为
我的老师把原本沉闷无聊的教学材料变得
非常有趣。课余之外，我很喜欢国际学院
多元化的环境。虽然这里的学生和老师都
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感觉我们就像
一个温馨的大家庭。我也很喜欢美国语言
中心安排给国际学生的各种课外活动,比
如乐学之旅和每周特别活动,这让我们在
课外也可以相互交流英文.我非常喜欢在
国际学院的学习经历。它为我在进入大学
本科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陈科杰，中国
本科双录取
工商管理专业

课程时间表**
学期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春季 I

中间 1月

至 早 3月

春季 II

中间 3月

至 早 5月

夏季

晚的 5月

至 中间 7月

秋季 I

中间 8月

至 早 10月

秋季 II

中间 10月

至 早 12月

**课程表日期可能会有所变动。 请访问网站了解
申请截止日期

微信: qq503421502

www.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CONDITIONAL ADMISSION
本科学位*
人类学 B.A.
艺术 B.A., B.F.A.
生物化学 B.S.
生物科学 B.A., B.S.
工商管理 B.S.
化学 B.A., B.S.
传媒 B.A.
计算机工程 B.S.
计算机科学 B.S.
建筑管理 B.S.
刑事司法 B.S.
经济学 B.A.
英语 B.A.
环境科学 B.S.

环境研究 B.A.
种族研究 B.A.
法语 B.A.
地理 B.S.
地质学 B.A., B.S.
全球研究 B.A.
健康科学 B.S.
历史 B.A.
工业工程 B.S.
跨学科研究 B.A., B.S.  
运动机能学 B.S.
人文研究 B.A.
数学 B.S.
音乐 B.A.

护士 B.S.
哲学 B.A.
物理 B.S.
政治科学 B.A.
心理学 B.A., B.S.
公共衛生, B.S.
社会学, B.A.
西班牙语 B.A.
语言病理学和听力学 B.S.
统计学 B.S.
戏剧艺术 B.A.

* 不是每个学季都接受新生录取, 取决于申请人数和录取指标

申请检查清单：如何申请

预估学费*

1. 在线完成英语强化课程申请: www.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 在国际学院的申请表格上，注明您希望开始的8周英语强化课程学习的学
期
• 支付150美金申请费(恕不退还)
• 你需要网上提交以下文件:
• 所有高中或大学官方学业记录
• 资金证明(银行证明文件或盖章信件)
• 护照姓名页面复印件

大学本科
(每学年2个学期)

2. 在 www.calstate.edu/apply 网页向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提交网上申请
• 在申请时,选择最近的学季
• 支付70美金申请费(恕不退还)
• 注意：这个步骤在您开始入读强化英语课程之后可以完成。我们的咨询
员能为您提供帮助。
完成申请后,所有申请文件也将会被国际学生办公室审核. 学生申请有条件录取
之进度将由国际学院办公室通知.

学杂费(以12个学分为基础)
$16,499
健康保险
                                                 $2,115
生活费
                                $19,000
总计
                     $37,614
英语强化项目
学杂费(每个8周课程)                                        $2,800
学杂费 (每学期为2个8周课程)                       $5,000
＊学杂费可能调整，具体更新可查询:  
www. 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注意：每个学期为两个8周英语强化课程，和一个8
周夏季课程。申请整学期项目的学生会获得以上学
费折扣。

地理位置

Hayward，加州-- 旧金山湾区的心脏位置。距离旧金
山市区及硅谷仅30-40分钟车程     

San Francisco

Berkeley
Oakland
Hayward
San Jose
(Silicon Valley)

San Francisco
Bay Area

Monterey

联系信息
国际学院

Los Angeles

电话: (510) 885-2358                     
E-mail: globalacademy@csueastbay.edu            
网址: www.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San Diego

微信: qq503421502

www.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