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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名校大学生
科技创新领导力体验营

美国美中交流协会 USCEC



项目介绍

 为期两周的大学生科技创
新创业营

 在阳光最明媚的加州旧金
山湾区

 在世界顶级研究型大学
——伯克利加州大学



学习内容

颠覆性科技
• AI 人工智能
• Robotics 机器人
• Smart Transportation 智能交通
• AR/VR 虚拟/扩充实境
• IoT 工业互联

新的思维方式
• 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
• Leadership 领导力
• Entrepreneurship  创业

实地参访
• 创业孵化器
• 协同合作空间
• 创新科技实验室
• 高科技公司
• 斯坦福大学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Day 1 Fri 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
12:00-13:00  午餐@在美国最好吃的汉堡店In & Out
14:00-17:00  伯克利加州大学参观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18:30 送入酒店休息

抵达

Day 2 Sat 9:30-11:30  创新创业营开幕仪式
                       讲座1：“改变未来的5项新兴科技”
                                           Five Emerging Technologies that Define Our 
Future
12:0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30-15:15 研讨会1：“伯克利学生介绍美国顶级名校的准备与报考”
15:30-16:3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Day 3 Sun 9:00-12:00   讲座 2 – “机器人技术”Robotics 
12:3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30-16:00 研讨会2– “伯克利电子工程系学生的学习体验与职业发展”
16:00-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Day 4 Mon 9:00-11:00：伯克利市中心/书店参观
12:00-14:00  午餐 @中国餐馆
14:00-15:30   参访欧特克超新科技实验室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旧金山市区

Day 5 Tue 9:00-11:30   讲座3- “ 万物互联”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12:0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00-16:00 研讨会3：“伯克利学生谈大学生创新创业”
16:00- 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Day 6 Wed 9:00-12:00   讲座 4 –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2:3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30-16:00 研讨会4：“伯克利学生谈人工智能时代深刻影响”
16:00-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Day 7 Thurs 9:30-11:00   讲座5- “ 虚拟/扩充现实 AR/VR ”
12:0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00-16:00 参访创新孵化器
16:00- 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抵达

Day 8 Fri 9:30-11:30   讲座6- “无人驾驶汽车与智能交通”
                                           Self-driving Car and Smart Transportation
12:0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00-16:00 参访旧金山电脑编程学校Coding Camp
16:00- 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Day 9 Sat 9:00- 11:30    参观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
12:00-13:00  午餐@中国餐馆
14:00-17:00  参观英特尔博物馆  Facebook 公司总部 苹果公司总部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行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Day 10 Sun 旧金山市区游览： 
9:30 - 11:30  金门大桥  艺术宫  旧金山市政厅
12:00-13:00  午餐@中国菜餐馆
13:30-17:30  金融区九曲花街，渔人码头，联合广场
18:00-19:00   晚餐@中国菜餐馆

旧金山市区

Day 11 Mon 9:00-12:00 讲座7- “创新与领导力”Innovation & Leadership 
12:30-14:00 午餐 @伯克利加州大学食堂
14:30-16:00 研讨会5“和伯克利学生聊领导力”
16:00-17:00 团体讨论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Day 12 Tue 9:00-12:00   讲座 8 – “跨学科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
12:00-12:30 结业典礼  颁发结业证书
12:30-14:00 午餐 @Outlet 餐厅
14:30-17:00  Outlet 购物
17:30-18:30  晚餐@中国餐馆

伯克利加州
大学教室

Day 13 Wed 收拾行李
搭乘国际航班返回中国

飞行中

Day 14 Thurs 抵达中国  培训结束 中国



费用与联系方式

报名条件和出发时间： 总费用预算：

·18—22岁学生，身体健康
·报名截至时间：
·出发日期：  月

20人一团， 每人费用 US $          ； 

30人一团， 每人费用 RMB          ；

 
费用包括：  

学习参观活
动

 美国学习参观活动的设置和安排
 结业证书（可作为下次来美国签证的资信证明）

管理费用  邀请信/签证表等中英文文件
 配合交流团申办美国签证的关系协调
 交流团在美国的学习、生活管理
 协会在美国各地一名专职工作人员的费用

后勤  在美国学习参观期间的酒店，三星级标准，2人
一房

 在美国学习参观期间的餐费  
 在美国学习参观期间的交通巴士安排（有500万

美元商业保险的巴士）
 司机领队每日小费和司机在部分地区的住宿费

费用不包括：

 全体人员国际机票                                                 
 护照费、美国签证和办理签证的吃住交通费
 往返美国在中国国内的吃住交通费
 行李超重费用以及个人在美国的消费
 美国行程安排之外的个人费用

如需更多信息 请联系我们：

美国总部    Kate Chen

美国美中交流协会总监
Tel: +1 510-489-0288 
Email: katechen@sf-uscec.org



主办单位

                                           美国美中交流协会 
                                            United States - China Exchange Council
 
 
于199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大都会地区成立，是以促进美中友好交流为宗旨的专业交流组
织，由美国和中国有志于促进美中友好交流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参加组成。经依法注册，协会成为
美国加州非营利组织；
 
1999年经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评估认定为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首批培训渠道和外国文教专家基地。协
会所属的美国美中专家服务机构2010年也被中国国家外专局认定为境外人才基地。
二十多年来，协会在三任会长（迈克·尼尔生律师、美国圣瑞蒙前市长拜伦·雅典律师、加州海沃州
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赫伯·格罗博士）的领导下，遵循发展美中友好关系的基本方针，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促进美中两国工商界、科技界、文教界、金融界、法律界、新闻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
的国际交流活动，以沟通信息、促进了解、发展合作、增进友谊为目的。协会与美国主流社会紧密
结合，会员主要由美国专家教授学者、美国各级政府官员、美国工商企业家等组成，荣誉会员包括
中国各界友好人士。协会在美国东西海岸均设有业务联络机构，在中国北京、深圳和加拿大亦设有
办事联络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