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perience University Research
加州大学暑期科研体验课程

2023年 7月 16日-8月 12日

课程内容及时间安排:

4周课程：7月 16日-8月 12日
必修课：
a. Writing 40 (4 units) or Academic
Writing (4 units)

选修课：
b. Portfolio Management & Financial Markets (2
units)
c. Teaching English Practicum (2 units)
d.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
Mandarin/English (2 units)
e. Intro to AI (3 units)
f. Intro to US Law (2 units)

4周课程费用（USD）：
 学费: $2,400
 额外选修课: $1,000 (如果课程没

有冲突)
 申请费: $200（合作大学可以减

免）

 学生服务费：$160
 UCI大学宿舍: $5,000*（可选）

o 包括每天三餐费用

 健康保险: $200*

 课程文娱活动费： $950*（可选）

 机场接送 Roundtrip airport transfer
 课程活动所有交通费

 4个整天活动 (i.e. Disneyland, LA tour)
 6个半天活动 (i.e. beach, shopping)
 6个晚上活动 (i.e. movies, sports)

二周课程：7月 16日-29日
必修课：
a. Academic Writing (4 units)

选修课：
b. Java for Web Design (1 unit)
c. Problem Solving in Data Analytics (1 unit)

二周课程：7月 30日-8月 12日
必修课：
a. Academic Writing (4 units)

选修课：
b. United N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1 unit)
c. Leadership & Program Management (1 unit)

https://www.humanities.uci.edu/comp/courses/wr-39a


二周课程费用（USD）：
 学费: $$1,200
 额外选修课: $500 (如果课程没有

冲突)
 申请费: $200（合作大学可以减

免）

 学生服务费：$80
 UCI大学宿舍: $2,500*（可选）

o 包括每天三餐费用

 健康保险: $100*

 课程文娱活动费： $500*（可选）

 机场接送 Roundtrip airport transfer
 课程活动所有交通费

 2个整天活动 (i.e. Disneyland, LA tour)
 3个半天活动 (i.e. beach, shopping)
 3个晚上活动 (i.e. movies, sports)

备注：

*在课程时间不冲突的情况下，学生可以选两个以上的主题。四周的课程，每增加一个主题的费用增加

学费$1,000；两周的课程，每增加 1个主题增加学费$500。
*18岁以上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入住 UCI大学宿舍、寄宿家庭或者自行安排住宿；可以自由选择是否

参加学校安排的活动。

*选择 4周课程的学生需要办理 F1签证，两周的学生办理 B1/B2签证

*以上费用不包含签证费，来回机票费用

寄宿家庭推荐:

18岁以上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UCI的住宿套餐，home stay或自行安排住宿，以下寄宿

家庭供学生参考：

1）Wise Homestay:可申请2周或4周，安置费$225，不含餐$25.5/天，含2餐$38/天，均为双人房

网址介绍：http://www.wisefoundation.com/

2）Universal Student Housing:至少申请4周，安置费：$300,不含餐$950(单人房）/$790(双人房），

含2餐$1200(单人房）/$1030（双人房）

网址介绍：https://www.ushstudent.com/homestay-prices-and-schools/southern-california/homestay-uc-
irvine-extension

备注：以上费用，不包含免费接送机以及上下学的交通费用，详情可以通过网站了解。



课程要求：

所有课程对所有学生开放。所有课程的语言最低要求为托福 60分以上（不需要提供证

明）。部分专业课可能需要学生具备更高的英语水平。

以下是课程要求列表：

Course Prerequisite
Writing 40 iBT TOEFL 80 or equivalent

Academic Writing none
Portfolio Management &

Financial Markets none

Teaching English Practicum iBT TOEFL 80 or equivalent
Translation & Interpretation -

Mandarin/English iBT TOEFL 80 or equivalent

Intro to AI I&C SCI X426.59 Intermediate Python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Intro to US Law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one year of
undergraduate studies

Java for Web Design none
Problem Solving in Data

Analytics Prior experience in Python recommended

Sustainability & UN SDGs none
Leadership & Program

Management none

备注：学生完成课程后可以获得课程结业证书和 UCI的正式成绩单，成绩单上会显示成

绩、学时和学分。

联系人：蔡老师；微信：247895687
邮箱：mcai2@uci.edu

https://ce.uci.edu/courses/sectiondetail.aspx?year=2021&term=FALL&sid=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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