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坦福&伯克利
科技创新与领导力训练营



项目收获

 
• UC Berkeley、Stanford  - 顶级名校沉浸式学习
• 著名教授&白宫教练亲自授课
• 斯坦福课程启迪学术与事业的成功
• 深入考察研学世界名企
• 全面了解大数据战略时代
• 培养拥有国际视野、面向科技时代的创新创业领袖
• 证明实力，争取推荐信，提前获得申研优势
• 为申请美国研究生准备申请素材
• 获得国际化的体验与思考寻求发展新思路



        UC Berkeley · 哈斯商学院

Walter A. 
Haas 商学院

UC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位于美国旧金山湾区，是一所
公立研究型大学，与斯坦福大
学共同构成美国西部的学术中
心；

 US News排名世界第4；
 历史上，伯克利有104位诺贝

尔奖得主、13位菲尔兹奖得主
和25位图灵奖得主。

 美国公立大学成立的第一所商学院、
美国MBA教育领导者；

 在金融、国际商务、非赢利机构管理、
创新创业等方面领先；

 被US News、 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
评为全球十佳商学院，知名校友如上
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斯坦福是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为硅谷

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输送了大量高等人才并培养

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知名校友们成立了多家大型企业，

资金合计约等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斯坦福也是培养美国国会

成员 多的院校之一。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常年位居前三。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 

美国 大、 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主要为美国政府，及工商

企业从事范围广泛的研究，在美国国防、外交、经济、科研等

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竭力向海外扩展活动，与世界

各国、各地区的政界、企业界以及著名的战略、政策和学术研

究机构往来密切，已逐渐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咨询机构。



      硅谷名企



行程安排



返航回国

周二 周四 周五 周六周三周一

硅谷企业调研
感受新科技浪潮

** 终行程根据教授及企业的时间确认

课程概览
周日

个人职业生涯规
划与发展

斯坦福设计思维
与创新方法论

Founder Space
Tesla等

项目欢迎晚宴，开
题综述

 Ice-Breaking 并
与在美高校学生座

谈与交流

含告别晚宴
含午餐 含午餐

8月14日 8月15日 8月16日

8月17日 8月18日 8月19日 8月20日

走进美国社区 
调研美国社会生活
社会公益实践活动

8月21日

未来领袖训练营：
《成为变局者：
创新思维与领导

力》

硅谷企业调研
名企的创新与转型

HP, Intel, 
Adobe等

硅谷及旧金山湾
区人文、科技与
商业的结合体验



          课程安排

 地点 日程安排

Day 1 伯克利

主题：项目开题综述
• 伯克利暑期项目结业
• 领取并学习课前资料，思考案例
• 项目欢迎晚宴，开题综述
•  Ice-Breaking 并与在美高校学生座谈与交流

Day 2 伯克利

主题：领导力主题训练营
• 未来领袖训练营：《成为变局者：创新思维与领导力》
• Haas商学院明星教授。全球交流项目主管，曾于白宫、世界银行授课，著名

企业创始人

Day 3 旧金山

主题：走进美国社区 · 调研美国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 走进社区，调研美国社会生活
• 候选地点：Delancey Street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Day 4 硅谷

主题：企业参访·巨无霸企业如何突破自我，持续创新
• 与巨无霸企业内部人员交流，探索大型企业的持续创新之路
• 候选参访企业：Google, HP, Intel, Adobe, Accenture Labs, Amazon创新书

店, Nvidia等



          课程安排

 地点 日程安排

Day 5 硅谷

主题：企业参访·硅谷创新浪潮
• 拜访全球顶尖孵化器及创新企业，考察新兴科技的发展与运用
• 候选参访企业：Plug & Play, Skydeck, Target Open House, Beam, Sandhill 

Road等

Day 6 湾区
主题：硅谷及旧金山湾区人文、科技与商业的结合体验

• 加州海岸文化与商业人文游览：
• 参考地点：著名的 美海滨17英里；艺术、人文与风景 佳结合的卡梅尔小镇

Day 7 斯坦福

主题：设计思维与创新方法论；生涯发展评估、项目结业与总结
• 斯坦福明星教授：《设计思维与创新方法论》
• 斯坦福团队活动
• 《个人职业生涯规划与发展》座谈与评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指明方向，设计

成功路线图。
• 团队总结陈述，颁发结业证书
• 告别晚宴

Day 8 旧金山 • 返航中国，结束愉快而充实的美国假期



Jerome S. Engel  《精益创新 – 创新集群及开放式创新的硅谷之道》

  课程关键词：
• Open Innovation/Clusters and networks of 

innovation/Corporate venturing and innovation 
initiatives/Entrepreneurship/New Venture 
Development

• 开放式创新/集群和创新网络/企业风险投资和创新举措/企
业家精神/新创企业发展

MS, Th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课程教授介绍（参考）



Alex Budak 《成为变局者：创新思维与领导力》

（Become a Changemaker: Mindsets and Leadership 

Skills）

  课程关键词：
• Soci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Leadership/ Become a 
Changemaker

• 社会创新与创业/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成为变局者

MPP, Georgetown University
B.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课程教授介绍（参考）



Gregory LaBlanc

    课程教授介绍（参考）

J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BD, Financi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LM Program, Boalt Hall School of Law, UC Berkeley
BS, Political Science, Wharton Schoo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A, History/Economics/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全球数字化创新/数据战略与智能科技下的新未来》

  课程关键词：

• Data Strategy/Digital Transformation/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Fintech and Latest 

Technology Revolution

• 数据战略/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金融科技与

新兴科技变革
 



Ikhlaq Sidhu
《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下一次商业变革》

 (Data, AI and Systems for Business: What’s Next)

  课程关键词：

• Innovation Engineering/technology and 

business/Emerging technologies (i.e. Data and AI 

systems, business models, innovation culture, 

partnerships, and networks.)

• 创新工程/技术和商业/新兴技术（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

商业模式，创新文化，伙伴关系和网络）

Ph.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课程教授介绍（参考）



    Intel Corporation

公司简介：

• 英特尔是世界上 大的半导体公

司，也是第一家推出x86架构处

理器的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圣克拉拉。英特尔也有

开发主板芯片组、网卡、闪存、

绘图芯片、嵌入式处理器，与对

通信与运算相关的产品等。

• “Intel Inside”的广告标语与

Pentium系列处理器在1990年

代间非常成功地打响了英特尔的

品牌名号。主要竞争对手有

AMD、NVIDIA及Samsung。

最新消息：

• 英特尔将携手合作伙伴，利用突破性技术在 

2020东京奥运会上展示三个重点领域的技术：

计算、连接和体验。

• 计算：利用 3D 运动员追踪（3DAT）和虚拟

现实技术来培训场馆管理人员，为奥运会带

来全新的体验。

• 连接：通过 5G 技术和基础设施平台令2020

东京奥运会成为历史上 具创新性的奥运会。

• 体验： 利用NEC面部识别技术创建比以往更

加身临其境的奥运体验，并利用英特尔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为 奥运会创作主题歌，举办

电子竞技赛事等。



    Hewlett-Packard

公司简介：

• 惠普（HP）是世界

大的信息科技（IT）公

司之一，成立于1939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

• 惠普下设三大业务集团：

信息产品集团、打印及

成像系统集团和企业计

算机专业服务集团。

最新消息：
• 惠普宣布与阿里云在呼叫中心领域、教育这两方面进行战

略合作，推出面向未来的开放式云端整体解决方案，全面

赋能客户服务及教育领域，助力其深化数字化转型。

• 在5G商用背景下，惠普与阿里云合作用云端解决方案将

代替传统呼叫中心，助力客户服务行业智能化升级。

• 同时在教育领域，惠普携手阿里云打造云教室平台，它是

硬件一体化的端到端教育整体解决方案，能够满足多元化

的教学场景，以及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即在惠普云教室

的支持下，老师和学生可以利用远程学习、多媒体教学、

以及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应用，随时随地快乐学习。



    Founders Space

公司简介：

• Founders Space是全球领先的、为初

创企业提供孵化、加速及教育培训的

公司。 曾被《福布斯》誉为“海外创

业团队来硅谷不可错过的7个加速器”

中的第一名，目前在22个国家成立了

50多个合作机构。

• 在Founders Space手中，诞生了

Instagram、手工艺品电商Etsy、为谷

歌所收购的Firebase及VR游戏开发商

Survios等。



    Founders Space

Steve Hoffman
 

霍夫曼在硅谷享有盛名，被称

为“Hoff队长”。

Hoff队长不断的在自己的生命

中尝试无限可能，他尝试过十

几种完全不同种类的职业，包

括天使投资人，计算机工程师，

电影制片人，好莱坞电视高管，

作家，游戏设计师，动画师和

配音演员等等。

创始人专访：
• 初创公司会面临哪些陷阱? 硅谷著名创业家、天

使投资人Founders Space创始人霍夫曼总结到：

• 钱无需筹太多：如何用所筹得的钱，将创意变为

实践并抓住客户的真实需求尤为重要。做企业一

定要记住不要深深地为自己的产品着迷，而要让

客户爱上你的产品。

• 避免技术陷阱：在世界各地走访中，霍夫曼总会

遇到企业家或政府人员认为，复制硅谷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发展或引进新技术，认为只有技术创新

才叫创新，并愿意斥巨资达成目的。在他看来，

技术只是创新过程中的一部分，对创业者而言，

技术甚至并不一定是创新 主要的部分。完全复

制硅谷的成功并不现实，更重要的在于挖掘硅谷

创新的内核。



    Adobe

公司简介：

• Adobe公司是美国的跨国电

脑软件公司，主要从事多媒

体制作类软件的开发。

• 近年Adobe亦开始涉足丰富

互联网应用程序、市场营销

应用程序、金融分析应用程

序等软件开发。

最新技术：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们利用

AI技术来检测人脸图片是否被PS过，

人眼识别出哪些照片被PS过的概率为

53%，而该技术成功率高达99%。更

震撼的是，这项新技术可以将经过PS

的照片还原到最初的状态。 Adobe的

这项新技术一旦面世，将解决现代社

会一大问题：假冒视频和图片的泛滥。



    SkyDeck

公司简介：

• SkyDeck 位于伯克利市中心地带，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校区的官方孵化器，为伯克利学生和校友提供免费的

工作环境与社区网络。

• SkyDeck充分利用伯克利在企业、工业、行业、创业、

政府、资金等资源，在湾区打造数一数二的校友网络

生态系统。

• 目前，SkyDeck已经孵化了上百家伯克利网络的创业

公司，并拥有超过70人的专家导师团队，和数十家战

略合作公司。其包括Civil Maps、Eko Devices、

Hopsy、Chirp microsystems等多家创业公司。



PART
FIVE 费用及预算



价格（8天行程）  $2350

费用包括 斯坦福、伯克利明星教授讲座费用；

企业参访相关费用；

课程设计与交付；

项目计划、管理与实施；

课程期间不少于4次的聚餐；

项目期间租车费用；

场地租赁费用；

接送机服务费用；

住宿费用。

费用不包括 机票、签证、保险费用。部分餐费



        往期掠影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