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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课教育：一站式高品质国际教育

智课海外留学申请服务专注于世界名校尤其是美国名校申请，致力于为每一位学员“赋

能”，着重培养学员的学习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让每一位学生拥有优秀的留学规划以及

让每一个申请人在名校申请中拥有脱颖而出的优秀文书。智课留学以“帮助学员进行人生

规划”为核心，专注于为学员进行“软硬”实力的打造。基于智课Smart留学系统、

MBTI/霍兰德职业性格测试，根据每个申请人的测评结果，匹配适合的专业和院校，并提

供专业、精细的定制化留学服务与选校建议。同时，根据学员申请的院校和专业（文、理、

工、商、艺），进行“软实力”打造，通过参加志愿者服务项目、各类竞赛等背景提升活

动，帮助学员提升竞争实力；同时，在“硬实力”提升方面，结合智课的“学、练、改、

测、评+管”的动态学习闭环以及实时反馈式教学模式，帮助学员拉近与申请院校的分数

距离，突破分数限制。





Summer Yang 杨思闻 美高美本导师

14岁赴美求学，毕业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经济学和传播学双学士学位；曾被纽约大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悉尼大学等录取。

十年海外生活，学习及工作经历；擅长全方

面帮助学生融入新环境，并加以匹配、设计

各类课题以提高学生自身综合能力，包括政

治，科学，艺术，人文等系列。



Geography 地理版图



Topics

The Golden State 黄金 大加州

The Beaver State 海狸 俄勒冈

The Evergreen State 长青 华盛顿



Private Schools 私立学校

1.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大西雅图

2. 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大学

3.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加州理工学院

4.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5. Pepperdine University 佩波戴因大学

6.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圣地亚哥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大西雅图

• 全美竞争激烈的联邦科研经费最有实力的竞争者，科研经费长期高居全球大学

第三

• 造福全人类的重大发明：发明了造福全人类的乙肝疫苗、肾透析术，绘制了人

类基因图谱，揭示了生命奥秘，主持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波音747客机、月球

轨道飞船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参与了NASA宇宙飞船探月研究项目，开发了

全球计算机操作系统等

• 华盛顿大学采用季度制，每个季度（三个月）一个学期，每年四个学期

• 顶尖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声誉；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位于美国西海岸最宜居工

作城市西雅图的地理优势



UW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南加州大学

• 加州最古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 电影学院全美排名第一

乔治∙卢卡斯：电影“星际大战”的导演

朗霍华：达芬奇密码的导演

罗勃辛密克斯：阿甘正传的导演

大卫.L.沃尔普：巧克力工厂的导演

• 热门专业：商科、社会科学、视觉与表演艺术、

传媒、新闻、工程、电影、电视等

• Your potential for leadership and 

involvement at USC.

• Show passion, potential and a significant 

investment of time.



Pepperdine University 佩波戴因大学

• 热门专业：Business, Management, 

Marketing，Social Sciences，

Psychology

• 特色Program：五年MBA项目 3.5+1.5

• 附属于基督教会，全体教员、行政人员以

及董事会成员均代表了许多宗教背景，欢

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的学生（文书会涉及，

有难度）

• 坐落在Santa Monica山上，可以俯瞰周

围的城市、山丘、大海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圣地亚哥大学

• 小班课，教授与学生的接触机会多，师生人数

比例15：1

• community感觉强，更私密的大学

• 与当地企业的联系紧密，让学生能够在四大等

知名公司获得多种实习或工作的机会

• 近200个俱乐部及组织、无数体育及宿舍楼的活

动、嘉宾演讲、社区服务机会等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圣地亚哥大学



文理学院型大学是北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种类之一，其特征是以本科大学部教育为主，

学校规模较小，注重自由思想和全面教育，强调发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全人发展。课程包括自然科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大门类。

与以就业为重要指标的综合类大学或理工学院相比，文理学院代表着精致而全面的

本科教育，不以培养具体专业人才为目的而旨在培养能力全面的领导型人才，因此

许多文理学院的学术声誉并不亚于常春藤盟校，成为很多上层社会子弟的首选。

Liberal Arts College 文理学院



Liberal Arts College 文理学院

1. Pomona College 波莫纳学院

2.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克莱门特麦肯纳学院

3. Harvey Mudd College 哈维穆德学院

4. Scripps College 斯克利普斯学院

5. Pitzer College 匹泽尔学院

6. Occidental College 西方学院

7. Thomas Aquinas College 托马斯阿奎那学院

8. Westmont College 韦斯特蒙特学院



Public Schools 公立学校

Nine UC campuses offe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one (UCSF) is graduate/professional only. Other 
educational centers reach across California and beyond.

UC Berkeley
UC Davis
UC Irvine
UCLA
UC Merced
UC Riverside
UC San Diego
UC San Francisco *
UC Santa Barbara
UC Santa Cruz

http://berkeley.edu/
https://www.ucdavis.edu/
https://uci.edu/
http://ucla.edu/
http://ucmerced.edu/
https://www.ucr.edu/
https://ucsd.edu/
https://www.ucsf.edu/
https://www.ucsb.edu/
https://www.ucsc.edu/


UCB 

• 全美排名第一公立大学，学术界的

佼佼者，声誉媲美斯坦福，尤其在

基础学科，例如数理化和人文社科

上位居前列

• 位于市区，生活极其交通条件便利

• 学生团体活动非常丰富，多元文化

• 住宿紧张，外出时需注意安全



UCD

• 以农学起家，在心理学，环境科

学方面独树一帜，生物学，教育

学，兽医享誉很高

• 大学城的环境，校内设施齐全，

虽没有繁华都市的喧嚣，但优美

的小镇给人一种亲和力

• 相对独立，安全的校园环境，适

合爱学习，爱安静的学生，老师

都住在校园里，师生关系亲近



UC Irvine

• 典型的研究型大学，理科强势，网络

设备一流，临近硅谷，实际机会多

• 集便利，安全和环境优美于一体的地

方。校园四通八达，干净整洁，校园

排队不多，华人众多

• 学术要求高，values a candidate’s 

special talents, achievements, and 

awards in a particular field

• unusual promise for leadership



UCLA

• 学术出众，学生社团，社交活动活跃，

特色专业是医学，法学，商学和电影

电视

• 大城市，大校园，UCLA都是最好的

代表。这意味着无尽的机会和各种便

利。丰富的娱乐活动，迷人的海滩景

致，跟好莱坞影星擦肩而过的机会

• 消费贵，人数过多，对于选课，停车，

住宿等造成一定的不便



UC Merced

• 加州大学系统中最新的分校，研究

型大学，学生总数不到两千

• 校园非常小，学校区域也是全新开

发的，活动可能不如其他院校丰富，

但Merced小镇还是比较有活力的

• 适合想进入加州系统，又想读研究

型学科的学生就读，便于以后转学

或者升读研究生到其他的分校



UC Riverside

• 河滨分校是被排名轻视了的加州大学成员，

研究能力一流，社会学科全美前四，学术

新星全美第二，教授不仅学术声誉高，还

非常友好

• 校园设计现代感很强，绿树成荫，路标清

晰，进出方便。校园面积较小，没有太多

来自周边的诱惑，可以潜心学术

• 适合追求个性化教育，需要教授更多关注，

注重留学性价比的学生，对于想要继续升

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该校能提供充足的

研究项目



UCSD

• 学术上与UCLA平分秋色，同样是大校

园，活动丰富，唯一不同的是专业特色。

UCSD拥有一流的生物，物理，计算机

研究中心，长居首位的专业有海洋学和

神经学科

• 班级人数众多对于这种规模的学校来说

是正常的，但UCSD的校园更大更分散

一些，运动不是强项。学校对party有严

格限制，如有违反还会罚款

• 圣地亚哥比洛杉矶管理更严格一些，治

安更好，适合更专注学术的学生



UCSB

• 位于景色优美，文艺气息浓厚的圣芭芭拉

市，因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UCSB申请

人数众多

• 两面环海，风光迷人，校园尤为漂亮，住

宿条件一流，学生活动犹如度假一般

• 约有一半的专业和系在美国大学排名中名

列前20，包括艺术学科、人文学科、社会

科学以及科学技术。排名前十位的热门专

业分别为：生物、经济、心理学、政治科

学、信息、计算机科学、英语、机械工程、

法律和社会学、计算机工程。



UCSC

• 人文社科，生物研究等社会科学专业强劲，

据统计，该校就业率相当高

• 群山环绕，从宿舍到市中心的大型商场大

概10-15分钟车程，有自己的港口，可以

航海、赛艇运动以及皮艇运动

• 适合喜欢学术研究，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培

养的学生就读

• 在加州大学的所有分校中，最接近硅谷技

术中心，为许多学生提供了实习机会；安

全且环境温馨、友好



West Coast Dialect?



West Coast Dialect?



West Coast Dialect?

Credit to: ELC



FOOD



FOOD



FOOD





#听课专享福利#

《美国TOP100大学本科录取个性分析》5个名额，先到先得！

赶快添加班班Cindy微信好友“zhikeshichang” 

发送消息“听课领书”

前5名小伙伴可以获得哦。手慢者无，赶快获取福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