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BHGAP Innovation Program Online （BHGAP 创新在线项目）介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简称“伯克利”），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   
和全美最顶尖的公立大学，它是加州大学的创世校区，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誉。2020年伯克利在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第4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5位。伯克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及教学中心之一，其计算机
工程、物理、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诸多领域位列世界前十，与斯坦福大学共同构成美国西部

学术中心，并为硅谷培养了大批人才。截止2019年10月，伯克利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共有107位诺
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三）、14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四）和25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三）。 

 
2020年，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推出远程教学项目，该项目由伯克利哈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Haas School of Business)与伯克利全球教育部门（Berkeley Global) 共同管理。哈斯商学院地     
理位置优越，坐落于旧金山湾区，独享旧金山和硅谷得天独厚的资源。在这里，学生可以体验到原汁原味

的MBA课程。学生在线上享受伯克利哈斯顶级的教学资源的同时可以修得学分，该学分可用于未来BHGAP
面授项目证书认证，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所得学分转换到在读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位。 

 
BHGAP创新在线项目不同于其它世界顶级大学商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或项目：课程为MBA学位项目内原

版课程，将由课程原授课教授Andrew Isaacs 与 Greg LaBlanc这两位伯克利哈斯商学院顶级教授任课。课     
程内容、教材和考核标准都与伯克利哈斯商学院目前MBA学位项目相当。学生通过BHGAP创新在线项目的
学习，学术水平与商业能力及国际素养将得到显著提升，并可从中积累一定的硅谷人脉资源，为继续为世

界顶级大学求学与日后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2. 项目优势 
 

● 伯克利大学官方项目，安全可信 
 

伯克利BHGAP创新在线项目由伯克利哈斯商学院与伯克利全球教育部门直接管理，旨在为全球优秀学生提
供世界顶级的商学院课程。 

 
● 伯克利哈斯商学院课程，教学质量享誉全球 

学生在2020年秋季申请参加一门哈斯商学院远程课程，所得学分可将用于日后BHGAP面授项目证书认证，
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学分转换到目前在读的本科或研究生学位。 
 

● 世界名校学术氛围，顶级商学院，伯克利哈斯商学院教授亲自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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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形式及项目课程 

 
 

2020秋季学期项目课程 
以下课程二选一:  

课程编号 课程   学分  小时 

MBA XB295C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机会识别 3 45 

MBA XB237 FinTech 金融科技 3 45 

 
只供说明之用：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机会识别 - Andrew Isaacs （      
https://haas.berkeley.edu/faculty/isaacs-andrew/） 
MBA XB295C (3 units) 
Gain the core skills neede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that can lead to successful, entrepreneurial              
high-technology ventures, regardless of your "home" skill set (technical or managerial). Take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pproaches for entrepreneurial companies as a function             
of markets and technologies.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creating and              
executing strategy in a setting of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limited resources. This course is               
particularly suited for those who anticipate founding or operat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FinTech 金融科技 - Greg LaBlanc  （https://haas.berkeley.edu/faculty/lablanc-gregory/） 
MBA XB237 (3 units) 
Changes in technology—such as universal Internet access, dramatic advances in cryptography and            
a mobile phone in every pocket—have changed how the financial industry operates.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learn the basics of the payment system and how it is changing. You will examine how other                   
stores of value embedded in mobile technology are used around the world, in both high-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course will also touch on changes in other financial sectors, including              
advice, banking and insurance. Finally, you will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of cryptocurrenci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disruption inherent in an open, consensus ledger (such as 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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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iving at Haas：(迎新会 + 研讨会 + 三次一对一辅导） 

1. 迎新会 
● UC Berkeley Haas 在线学习介绍 

● 如何成功参与并充分利用项目资源 

● 介绍Haas独特的文化和四大领导原则 

 

2. 研究生院申请会  
 

3. 由Berkeley Haas MBA职业发展教练团队提供学生三次一对一个性化辅导。 
主教练：Heidi Weller, M.B.A.* 

* Heidi Weller received her B.A. in Political Economy from UC Berkeley and earned an               
M.B.A. from Yale. Before becoming an adjunct coach at Berkeley's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more than 10 years ago, Heidi worked in consulting, spent time as a Trustee for the Ross                 
Valley School Board, and co-founded and worked for various early-stage startups. She's            
lived and worked abroad, spending more than a year traveling around the South Pacific,              
South Asia, China, India, Africa, and Europe. She currently teaches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uccess. 

 

4. 参加BHGAP创新在线项目，学生还将获得： 

 
● 丰富多彩的社交机会： 

每学期至少五次在线参观硅谷顶级公司。学生可实时与硅谷高管交流互动，了解硅谷高管的工作日
常，获得与高管交流的宝贵机会。 

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BHGAP之声网页: https://voices.berkeley.edu/content/bhgap 

● 学生支持服务： 

学生从申请项目起，即可得到BHGAP顾问的咨询服务。无论是项目咨询，选课建议，还是未来发
展，都有专业顾问为你一一解答。 

 

5. 成功完成BHGAP创新在线项目后，有意向在未来学期参加BHGAP面授项目的学生将获得： 
 

● BHGAP面授项目优先审核 
● 2500美元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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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优异者将被邀请与Haas教授一起参加科研项目（申请过程竞争激烈；需导师批准） 
● 在“机会识别”课程取得A及以上成绩的本科生可以选修2021年春季研究生级别的“人工智能商务”（

MBA XB267）课程。 
● 在“金融科技”课程取得A及以上成绩的本科生可以选修2021年春季研究生级别的“区块链”，“技术，
商业，和法律的未来”（MBA XB296）课程。 
 

了解更多BHGAP面授项目信息请查看BHGAP官方网站:
https://extension.berkeley.edu/international/academic/bhgap/ 

 

6. 项目招生信息 
 

招生网站：To be announced （待公布） 
 
招生对象： 

● 2020年秋季学期已被BHGAP面授项目录取但考虑推迟到2021年春季学期入学的学生。 
● 对该项目感兴趣并符合BHGAP面授项目基本要求，但尚未完成BHGAP面授项目申请的学生。 
● 成功完成往期BHGAP学习的学生。 

 
招生标准和申请要求： 

● 完成两年本科学业 
● 官方成绩单（GPA 3.0 及以上） 
● 语言需达到任意一项：托福90分；雅思7分；专四 70分；专八 70分 

(如果没有语言成绩，可以申请英语面试） 
● 个人文书 
● 护照 

*2020年秋季学期已被BHGAP面授项目录取但推迟至2021年春季学期入学的学生， 不需二次申
请。 

 
项目日期： 

秋季：8月26日 - 12月18日 （15周） 
 

教学领域：MBA课程 
教学方式：远程实时直播课程  
直播时间：星期六 9:00 AM（北京时间）；星期五 6:00 PM（美国西部时间） 
申请截止日期：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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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7,500 (USD) 
 
 

项目费用包括课程费及所有学生服务费（入学指导，迎新会，研讨会，公司参访，一对一个性化升学职业
发展辅导，及专业团队课程咨询等） 

 

7. BHGAP创新在线项目申请： 

 
欢迎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加入2020 BHGAP 创新在线项目招生群! 我们将会在群里向大家提供下一步申请的
咨讯以及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解惑答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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