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少年 

美国留学直通车项目大全 
 

社联学吧+明镜学吧 联合有关高校和专业留学服务机构 

协力打造\共同推出的免中介费优质留学项目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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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直通车项目介绍 

 

第一类：中国中学生直接去美国读高中 
       

  

 

全国仅此一家，你知道吗？ 

学习圈旗下优思凯美国际教育机构与美国 300所高中合作，在中国开设了

招生办公室。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家长和学生少花钱，少走弯路，能够真实

了解想要就读学校的情况与录取要求。同时，通过面试或者测试后，可以根据

学生的具体情况给予正确的指导意见，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招生办公室还会帮助入读美国高中的学生家长了解学生在美国的学习、生

活、安全以及在学校表现等情况，及时与家长沟通，解除家长的担忧。 

 



 

 

 

 

 

 

 

 

 

 

 

 

 

 

 

 

 

 

 

 

 



什么学生适合我们的招生渠道？ 
 

 

       零中介费，全方位秒杀留学中介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82551891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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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中国在读高中生转去美国读高中 

 

 

 

通过优思凯美面试+英语水平测试，达到要求即可转读美国高中。 

——国内高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入美国 10年级或者 11年级； 

——囯内高二年级的学生，为保证在美国顺利通过考试，申请优秀大学，一般建

议学生选择转入美国 11年级。 

——另外从保证签证角度来考虑，申请高中的学生年龄最好不要超过 18 岁。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82551891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或广州

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集团会所现场

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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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在国内就读美国高中学分课程 

 

 

 

美国高中在线学分课程 
 

全国首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美国高中学分课程，最新模式的学习方法，解决

了中国家长诸多因孩子年龄小英语较差，生活习惯与学习习惯不好担心出去后无

法顺利完成美国高中学业等揪心的问题，这样学习模式的优势就在于。 

1.不需要远渡重洋又能便于家长的管理和监督，既节约大笔的留学费用的

同时又能达成学习美国高中课程的愿望。 

2.通过优思凯美面试+英语水平测试，达到要求即可入读美国高中。全国唯

一真正意义上的不出国门就可获得美国高中文凭，还可获得免托福/SAT 直升美

国大学的机会。 

3.学生可选择 4 年全部在国内完成美国高中课程；同时也可选择在国内完

成 9-10 年级美国高中课程后再转入美国本土学校完成 11- 12 年级学业；这样就

可以避免了因孩子小各方面不成熟盲目送出去而出现的诸多问题。 



4.除了我们合作的 300 所高中以外, 美国所有的高中和大学都接受我们的

学生, 并且认可我们转入的学分。 

5.成绩好的和各方面条件都成熟的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直接就读我们合作的

美国高中而且不向家长收取任何形式的中介费用。 

6.目前在读美国高中的学生因挂科需要暑假期间补修学分的学生，可以在

国内修读我们的学分课程，结合课下我们中方老师的精心辅导，确保每一位学生

都能修到满意的学分。 

 

      适合在国内修读美国高中学分课程的学生 

 



第四类：国内高中生直升美国大学 

 

 

 

美国大学直通车项目 

 

优思凯美与美国排名 TOP4 的在线高中 Obridge Academy（欧桥国

际学院）合作创建了大学直通车项目，也是首家进入中国的美国知名

在线高中，把这种最前沿的教育模式带入中国，使中国学生以一种轻

松有效快捷的方式申请到美国理想的大学就读。 

 

Obridge Academy 与美国多所知名学府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通过这种合作，让中国学生只需要完成六个学分（共七门在线课程），

平均成绩 C 以上，就可以直接入读美国知名大学。 

 



 

 

 

 

 

  

报名和咨询电话：0755-82551891 

                0755-82969319 



 

什么人适合参加该类型美国大学直通车项目？ 

 

 
 

 

 

 

 
 



 
 

 

            

 
 

 



第五类：国内本科直升美国研究生 

 

1、先确定去美国读什么专业的硕士学位，从而决定要参加哪一种研究生入

学考试。    

首先，所有外国学生不论学什么专业都要考 TOEFL，一般最低考到 80分才有

申请资格。    

其次，美国研究生留学申请还要有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不同的学院要求不

同的考试成绩  

中国学生一般只参加两种考试：GRE或 GMAT。凡是想读商学院的，要求考 GMAT，

读文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考 GRE。但是有的专业，在不同的学校会设置在不同的

系或学院下。如金融工程专业，若设在商学院下，就要考 GMAT;若在数学系或工

学院下，那就要考 GRE;也有可能考 GRE和 GMAT 都行。所以，搞清楚自己学什么

留学美国研究生专业是大前提。  

   

2、最晚在大三期间把所有美国大学要求的考试考完。    

不论是考 TOEFL，还是 GRE 和 GMAT，最晚都要在大三结束时考完，因为秋季

入学的硕士申请从 9 月就开始了。一般来说，每年最繁忙的美国研究生留学申请

期是从 9月到下一年春节前后。 

当申请开始时，所有大学都要求提供 TOEFL和 GRE，GMAT成绩，并通过考试

机构将分数直接送到所申请的学校。如果递交申请时没有语言成绩，学校是不会

审阅你的申请的。而且，没有成绩，也无法给自己定位选校，何况很多好学校申

请截止期都比较早，12月至 1月期间就停止接受申请了。    

所以，最好的安排是 GRE 和 GMAT 成绩考得越早越好，甚至大一，大二考完更

好，TOEFL 可以在大三考完。因为 GRE和 GMAT 的成绩都是 5 年有效，而 TOEFL

http://www.igo.cn/guide/
http://www.igo.cn/guide/
http://www.igo.cn/guide/
http://www.igo.cn/guide/


成绩是两年有效。所以建议考生先攻下 GRE/GMAT， 同时练习提高着英语听和说

的能力，然后再考 TOEFL。对于那些从一上大学就立志要留美而且知道自己想学

什么的大学生来说，大一大二就可以考虑考 GRE/GMAT， 因为大一大二的课程压

力不是很大，相对来说时间充裕一些。 

   

3、全力以赴将大学 GPA 成绩达到 80 分以上。    

我们经常发现这样两种学生。一种是在大一大二时 GPA很低，60-70 多分，

但从大三以后成绩越来越好，上到了 80 分以上，但四年平均 GPA 仍然达不到 80

分。  

还有一种学生，认为反正决定要出国了，就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英语培训上，

忽略了各科成绩，从而 GPA平均分下降到了不足 80 分。即便他们的 TOEFL和

GRE/GMAT 考试成绩还不错，但偏低的 GPA 让他们的申请竞争力和成功率都不如

GPA 高的学生。    

美国研究生录取 GPA 达不到 3.0 对申请很不占优势。如果 GPA 低于 2.5(75

分)，那就很难有被研究生院录取的希望了。在上本科期间，一定全力以赴将大

学的平均 GPA 达到 80 分以上，而且越高越好。 

 

4、尽早补足所申硕士专业所要求的本科背景课程。    

要想去美国读硕士学位，一定要早点搞清楚你所要申请的专业是否要求有本

科课程背景，和必须学过哪些课程。这点对研究生录取十分重要，有的美国大学

对没有本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是完全不考虑录取的。在中国，不少本科生在申请留

学美国研究生时改专业，与本科所学专业完全不同，甚至完全不相关。一位本科

学人力资源的学生，想去美国读会计硕士，而本科一门与会计相关的课程都没上

过，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想要被美国会计专业较好的大学录取几乎就不可能。 



5、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大学、所学专业和申请程序的信息。    

你在大三期间都必须拿出充分的时间，来了解美国各大学的录取标准和申请

程序及要准备什么申请材料。    

大家都知道，美国研究生留学申请是要提前一年开始申请的，如果到了大三，

对自己要申请什么学校还一无所知，那怎么可能在大四把申请做好呢?然而，美

国有 4000 多所大学，你该选哪一家呢？这是一个十分耗时间的事情，连美国人

自己上大学也是要找人咨询的。即便你英文很好，阅读速度很快也未必具备这个

能力。如果你到了大三还在拼命地学英语考托福，你显然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那你就必须找一家你信得过的留学公司帮忙了。所以，劝告大家，千万不要等到

大四再着急，大三就该开始了!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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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 寒暑假美国高中学分课程 

 

——第一种情况：已经被美国高中录取的学生即将去美国读高中，可以利用业余

时间或寒暑假学习美国高中学分课程，所修学分可转入美国就读学校。 

 

——第二种情况：已经在读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因挂科需要假期补修学分的学生，

可以修读我们的学分课程，结合课下我们中方老师的精心辅导，能确保每位学生

都能顺利修到满意的学分，转入就读学校。 

 

——第三种情况：有计划去美国读高中的学生可利用业余时间熟悉美国高中课

程，为今后的美国高中留学打好基础。 

      



第七类：托福，SAT，雅思培训 

 

 

 



第八类：美国名校包录取 

 

以下每所大学录取名额每年 2 到 3 人，需要提前一年报名。 

 

1. 康奈尔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15    

2. 纽约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32    

3.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全美大学排名 42     

4.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全美大学排名 37     

5.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全美大学排名 40     

6.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全美大学排名 38     

7. 佛罗里达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48     

8. 迈阿密大学                    全美大学排名 48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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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类：赞助留学部分免试常青藤名校包录取 
 

序号 

 

类  别 

 

申请项目 

 

费  用 

 

说   明 

1     

 

 长 

青 

藤 

类 

重 

点 

大 

学 

包 

录 

取 

 

哈佛大学 

  

43-69 万美金 

一般专业：本科 58 万美金,研究生 59 万美

金文理学院及教育学专业本科录取价格为

43 万美金，研究生为 45 万美金。哈佛-J•F

•肯尼迪政府学院（入学生源均为政府高层

子女）：69 万美金 

2  

哥伦比亚大学 

本科：29 万美金 

研究生：36 万美金 

M.B.A：30 万美金 

主要学院为哥大 Teacher’s College、哥大

工学院、哥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哥大金融数学研究生专业可走院内保录

取，但要求学生基本情况为：GPA 3.5，

GMAT 600+，托福 100+。无需定金，录取

后全款支付 38 万人民币 

3 康奈尔大学 

 

本科：29 万美金 

研究生：30 万美金 

限应届高中/本科毕业生，MBA 另行询问 

 

4  

斯坦福大学 

本科：40 万美金 

研究生：42 万美金 

特别擅长文科研究生 

 

5  

耶鲁大学 

 

本科：42 万美金 

研究生：43 万美金 

可办理 MBA 录取，擅长专业：M.A：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Economics 

M.S ：  Computer Science   M.E.M ：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6 麻省理工学院 

 

本科：35 万美金 

研究生：36 万美金 

可申请多个专业 

7  

杜克大学 

本科：33 万美金 

研究生：34 万美金 

可申请多个专业 

8  

宾夕法尼亚大学 

 

本科：29 万美金 

研究生：30 万美金 

特别擅长宾大商学院 M.A+M.B.A 双学位。

学生本身英文需过硬（避免入学后被开

除），且满足本科毕业后满两年的硬性条

件。另擅长办理宾大工学院。 

9 布朗大学 

 

本科：30 万美金 

研究生：31 万美金 

办理布朗大学 M.B.A.，擅长专业： M.B.A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0 芝加哥大学 

 

本科：33 万美金 

研究生：34 万美金 

可申请多个专业 

11  

非 长 青 藤

类 重 点 大

学包录取 

纽约大学 

 

本科：27 万美金 

研究生：28 万美金 

Stern 商学院根据学生个人材料决定是否

办理（成功办理的先例价格为 65 万美

金）。 

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本科：30 万美金 

研究生：31 万美金 

可申请多个专业 

13 波士顿大学 本科：21 万美金 

研究生：22 万美金 

可申请多个专业 



14  

Dream 

School 录取

（普林斯顿，

哈佛，耶鲁，

芝加哥大学

另询） 

排 5-14 名的大学 本科：12 万美金起 托福：90+    SAT: 1250+   GPA: 3.5+     

 

15 

排 18-37 名的大学 

 

本科：10 万美金起 

 

托福：85+   SAT：1250+   GPA：3.25+    

哥大和 NYU 的 SPS 学院录取金额为 8-9 万

美金。如果学生成绩不理想且追求名校，

建议考虑 SPS 学院。 

 

 

16 

排 40 名以后的大学 

 

本科：8-9 万美金之

间 

 

 

桥梁课程：针对无托福/雅思和 SAT 的申

请人，可保录取 60 名之前大学的预科。

可办转学（在美学习 1 年以上），目标学

校为 NYU 和哥大，底价 9 万美金起 

• 可视学生情况办新泽西罗格斯大学（70

名）保录取，底价 6.5 万美金起 

 

17 

 

艺术类院校 

 

Parsons、SVA、纽约

电影学院、罗德岛艺

术学院 

12-35 万人民币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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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类：美国高中+大学双学分连读 
——最适合高中阶段辍学又渴望出国留学孩子的项目 

一、招生学校介绍 

美国 Felician University 创建于 1923年，是一所教会主办的学

校。经过了四十年的发展壮大，在 1967 年成为一所四年制综合性大学。 

Felician University 拥有文科、理科、商科、管理科学、护理、

健康科学、师资教育等学院，提供英文、数学、幼教、特殊教育、会

计、商业管理、营销、计算机、心理学、社会科学、宗教学、护理、

预备医学、生化、艺术、平面设计、广告等 40多种主修专业。师生比

率为 1:15 。 

Felician University 位于新泽西州北部，地理环境极其优越，

离纽约仅 16 公里，搭乘公交车 20分钟即可到达。距离费城、波士顿、

华盛顿 DC等美国著名大城市车程 2-4 小时 

 



二、入学要求 

1、年龄要求：年满 16 周岁的国际学生，在读高一、高二学生均

可申请； 

2、成绩要求：需要提供 5 个学期的初中至高中成绩单，GPA 不低

于 2.0，无需提供 SAT成绩 。 

3、语言要求：托福 61 分、或雅思 5.0；无语言成绩，可参加学

校的入学考试。 

4、申请费用：免中介费直接申请。  

三、学生入读后可以获得的成果 

1、美国高中毕业证书  

2、共获得 30-52个美国大学认证学分  

3、直通美国排名前 100的大学  

4、获得 SSN 美国社安号  

四、项目特点 

1、入学不需要 SAT 成绩  

2、转学其他美国大学同样可豁免 SAT 成绩 

3、提前一个月开学，有国际生适应课程  

4、有全职辅导员，监督学习，监护外出活动  

5、学生辅导员可实时与家长沟通交流  

6、单独开设美国生活课堂，学习融入美国文化  

7、J-1 交换生无需语言成绩，直接转 F-1 入读大一；拿美国高中

毕业证，转到美国 Top大学  



五、入学时间及学习费用 

1、秋季、春季全年 2 次招生入学 

2、全年费用:  $59,000 （含学费、食宿费）  

 

 

 

咨询、报读和联系方式 

• 电话咨询：0755-82969319  020-85646310 

• 邮件咨询：295725049@qq.com  

• Q Q 咨询：加 295725049 号码 

• 微信咨询：微信号 13826506498 

• 报读方式：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 2008 号体育大厦 16 楼

或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乐天创意园 A1 栋 9001-9002 明镜

集团会所现场辅导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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