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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qq503421502 www.csueastbay.edu

大学本科录取条件*
• 托福成绩 61分(ibt) 或雅思成绩6.0分
• 另外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大一新生
• 12年基础教育与高中学历,平均学分绩点(GPA)最少达到

3.0或B(需提供高中学历结业证书)
转学生
• 平均学分绩点(GPA)最少达到2.0或C

    如果你可转的学分超过60个学期学分或90个学季学分, 你必须
完成英文写作, 口语沟通, 评判性思维, 和数学(至少完成了大
学代数或统计)等通识教育课程。

双录取项目是给那些学术条件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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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湾分校颁发
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并参加本校美国语言中心的英语强化课程
直到满足英语录取条件。

研究生录取条件*
• 托福成绩550分(pbt), 80分(ibt) 或雅思成绩6.5分
• 有认证大学颁发的本科学历证明(等同于4年制美国本科学

位), 并且平均学分绩点GPA不低于2.5
• 必须达到各研究生学院关于研究生录取的其他标准

*录取要求可能更改, 请参阅研究生学院官网。
英语强化课程及非学位项目
以下非学位项目的入学要求及申请表格请查看： 
www.csueastbay.edu/globalacademy

• 英语强化课程       • 本科双录取
• 硕士商业分析预科   • 访问学生项目
• 国际商务证书项目 (2学期 + OPT)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电邮至: globalacademy@csueastbay.edu

欢迎来到旧金山湾区!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以出色的教学质量,一流的
师资,小班教学,和个性化的学习环境而著名。美丽
的东湾校园位于景色秀美的山顶,可俯瞰旧金山湾
区全景,更有安全便利的学生宿舍和一应俱全的生
活设施。无论是到旧金山市区,还是硅谷,都只需要
短短30-40分钟的车程。东湾分校优越的地理位置,
是加州教育、文化、和科技的中心,也提供给学生
实习和求职的更多先机。

加州州立大学东湾分校数据一瞥
建校:                                                                     1957
学生人数:                                                          15,191
国际留学生人数:                                                1,059
国际留学生所来自国家数:                                      68
学位项目:           本科专业: 49   研究生:    30
学生/教职员工比例:           本科: 28:1      研究生:      17:1

荣誉认证
• 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 2022西部最

佳大学（Best Colleges in the West）
• 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 2022最佳商

科学院（Best Business Schools）
• 美国新闻与全球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2021最佳学院（Best Colleges)（西部
大学种族多样化排名第四）

• CNBC评为2020年全美公立大学回报率最高
第#25名 (Top Public Colleges)

• CEO杂志（CEO Magazine）2021 北美MBA课
程和全球行政工商管理硕士排名一类优秀(Tier 
1)大学(North American MBA programs and 
Global Executive MBA 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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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秋季 春季

开学日期 8月中        1月中
学期结束 12月中   5月中 
时间申请   10月1日 至 5月1日         8月1日 至 10月1日

课程时间表

请注意：某些研究生院会有不同的开学和学期结束时
间。请参阅学校官网。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预估学费***
(一学年) 

大学本科生 
学费(以12个学分为基础) $16,499
医疗保险 $2,115
生活费   $19,000
总计    $37,614
研究生
学费(以9个学分为基础) $15,557
医疗保险 $2,115
生活费  $19,000
总计    $36,672工商管理硕士
学杂费(以9个学分为基础) $20,417
医疗保险 $2,115
生活费  $19,000
总计   $41,532

***学杂费可能调整

申请步骤
1. 在 www.calstate.edu/apply 网页在线申请

• 支付70美金申请费(恕不退还) 

2. 提交以下材料:**
• 正式成绩单和学位证书原件(如需要,请

提供英文翻译材料)
• 官方语言测试成绩(TOEFL和GRE的

CSUEB测试中心代码 ＝ 4011)
• 研究生申请者额外要求:  请联系你申请

专业所在的学院. 有些学院对研究生录
取条件有额外要求。 

3. 如被录取，F1 国际留学生需提有效供资
金证明，其可负担以下相应学习项目所要
求的金额.

本科学位*
人类学 B.A.
艺术 B.A., B.F.A. 
生物化学 B.A., B.S.
生物科学 B.A., B.S. 
工商管理 B.S.
化学 B.A., B.S.
土木工程 B.S.
传媒学 B.A.
计算机工程 B.S. 
计算机科学 B.S. 
建筑管理 B.S. 
刑事司法管理 B.S. 
经济学 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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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 B.S.
地质学 B.A., B.S 
全球综合研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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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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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学位*
会计学 M.S.
生物科学 M.S. 
生物统计学 M.S. 
工商管理 M.B.A.
商业分析 M.S.
化学 M.S. 
传媒学 M.A. 
计算机科学 M.S. 
建筑管理 M.S.
心理顾问咨询 M.S.
幼儿教育 M.S.
教育领导 M.S.
教育领导学及社会公正 Ed.D
教育科技 M.S.
工程管理 M.S. 
环境地质学 M.S.
历史学 M.A. 
互动设计和互动艺术 M.A.
运动机理学 M.S. 
海洋科学 M.S. 
数学 M.S.
社会工作 M.S.W. 
特殊教育 M.S. 
语言病理学和听力学 M.S. 
统计学 M.S. 

*不是每个学季都接收新生录取,取决
于申请人数和录取指标

非学位/证书项目
国际商务 
基础健康理论  

学位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