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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短期研学 

学杂费：2295 加元起 

管理费：人民币 8000 元 

项目时段：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4 日 

报名截至：最晚 2020 年 5 月 31 日 

培养方向：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商科，传媒等 

（具体时间和价格以学校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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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夏季课程 

2020 年度夏秋招生简章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一) 项目标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夏季课程 

(二) 项目名额：40 人 

(三) 主办单位：麦吉尔大学 

 

 项目简介|Program Introduction 

本项目内含 13 个 Track，涵盖大数据、商务管理、数字传播等专业，为参与者提供种类繁多的学

术精炼课程。学生将体验到麦吉尔大学自由包容的学术氛围，探索校园内无与伦比的运动场馆和教学实

验室，与 160 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协作完成挑战，并有机会连接到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 

 

 院校简介|University Introduction 

加拿大最古老的高等学府，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坐落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的英

语区。麦吉尔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成就，早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前，麦吉尔大学就已经开始

了教学工作。近两百年来，凭借其卓越的教育质量，麦吉尔大学有着“北方哈佛”或“加拿大哈佛”的美誉，

其申请资格线、录取平均分、课程难度和毕业要求均为加拿大高校之最。麦吉尔大学在 2019 年麦考林

杂志加拿大大学排名中连续第 14 年位列加拿大第 1 名，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35

名。 

麦吉尔大学培育了加拿大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和罗德学者。加拿大现任最高领导人特鲁多亦毕业

于此。截止 2019 年，麦吉尔共培养了 12 位诺贝尔奖得主、144 位罗德学者、8 位国家元首、5 位宇航

员、3 位普利策奖得主、1 位阿贝尔奖得主、1 位图灵奖得主以及 28 位奥运会奖牌得主。 

 

 项目特色|Program Highlights 

1. 优享学费减免 

- 第一批报名的参与者将在原价的基础上享受约 400 加元的学费减免。 

2. 畅享运动魅力 

- 麦吉尔大学拥有最先进的设备，包括一个设施完备的健身中心、两个户外运动场、室内和室外

跑道、曲棍球和溜冰运动场、网球场、壁球场、游泳池、舞蹈室、举重房以及运动医疗门诊处。冬季

的蒙特利尔更可畅享冰上运动，在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中解放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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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跳出思维局限 

- 课程接轨国际主流研究课题，解读行业流行趋势，小班化教学将充分保证教师与学生点对点连

接，来自世界 160 个国家的学生为课堂提供多角度、多背景的思考。 

。 

 

 学习计划|Study Plan 

(一) 项目时段 

1. 课程时段 

2020 年 7 月 2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4 日 

2. 往返日期 

去程：7 月 25 / 26 日，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接机限当地时间 10：00 —20：00 

返程：8 月 15 日，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 

3. 宿舍入住与退房时间 

入住：7 月 25 / 26 日，下午 3 点后入住 

退房：8 月 15 日，早上 11 点前退房 

*项目时段以麦吉尔大学实际安排为准 

(二) 选课须知 

部分课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报名有专业背景要求，请在报名后咨询老师。 

每门课程有最低人数限制，若报名学生数量不足，课程将会被取消。 

(三) 可选学科/专业/课程 

麦吉尔大学夏季学术项目内含 13 个 Track，每个 track 含 2-3 门课程。最终授课内容和收费以学

校实际安排为准。 

Track Price (CAD) Course Hour 

航天工程 2995 

航空金属材料基础 30 

工程设计优化导论 15 

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 15 

商业分析 2695 
商业分析和数据建模简介 30 

敏捷项目管理简介 30 

创意产业中的执行制作人 2695 
执行制作的基础 30 

实践中的项目管理 30 

商业沟通和人际交往技巧 2695 职场交际能力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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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商务沟通和商业网络的建立 30 

人工智能 2695 人工智能基础 60 

创新创业 2695 
企业家的创新和创造力 30 

创业热点 30 

国际商务 2695 
国际商务基础 30 

国际营销基础 30 

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营销 2695 
国际市场营销基础 30 

社交媒体战略和社区管理 30 

大数据 2695 
商业决策之数据科学初探 30 

大规模数据科学导论 30 

领导力 2695 
组织行为学基础 30 

持续性的变更管理 30 

机器学习 2695 
计算机应用统计学导论 30 

实用机器学习入门 30 

项目管理 2695 
项目管理简介 30 

敏捷项目管理简介 30 

商业背景下的 

社交媒体和数字传播 
2695 

数字传播的当前趋势 30 

社交媒体和社区管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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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生活|Living Abroad 

(一) 住宿餐饮 

1. 项目期间学生可自费入住学校宿舍 Evo Old-Montreal，宿舍为双人间，提供独立卫浴、2 张双

人床、2 张课桌、书架、衣柜和无线网络。宿舍楼内有健身房、自习室、游泳池等公共设施，为入住者

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从宿舍楼步行至校园约 10 分钟。宿舍费为 825 加元。 

2. 本项目不含餐。外出参访及自由活动期间我们会带领学生到餐厅集中的地段用餐费用自理。 

(二) 文化体验 

1. 虽身处北美，蒙特利尔却处处充满了法兰西情调，不仅是这里的人都同时说法文与英文，它还

拥有独特的文化，地下城区的繁华与现代，旧城区的的雍容与古典，大街小巷的美食餐饮，令人眼花缭

乱的购物中心和特色小店都组成了蒙特利尔富有激情和文化底蕴的别具一格的面貌，可以说将英国的

优雅和法国的浪漫融合在了一起。 

2. 毗邻蒙特利尔的魁北克城，有着生动活泼的多元文化、良好的儿童健康体系、完善的住房保障

和社会福利制度，被评为加拿大培养孩子的最佳城市。魁北克市是北美最具欧洲色彩的城市，若单用一

个"美"字来形容魁北克城，也嫌不够，春天赏河，夏天赏花，秋天赏枫叶，冬天赏雪，一年四季，游客

络绎不绝。学生可自行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魁北克一日游。 

 

 留学服务|Studen Services 

为使学生拥有安全舒适的海外生活，主办方为项目参与者提供如下服务： 

1. 选课指导：为学生解答课程设置、学分设置、学时安排等问题，并根据学生意愿匹配相关课程； 

2. 面试指导：申请过程中个别学生会需要通过面试来获得进一步录取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办

方会根据需求安排面试指导，并为提供个性化面试方案； 

3. 申请材料审核：为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模板，并对于已经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确保递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避免因材料不合格而耽误申请； 

4. 项目申请递送：熟悉并精通申请流程的指导老师为学生递交审核通过的资料，并及时跟踪材料

审查进度，申请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及时完成申请流程，确保合格学生的申请得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审

查； 

5. 优先材料审核：主办方与众多名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递送的申请材料一般会以最快的进程

审核。部分项目可以在开放申请日之前申请，为学生提供大量便利； 

6. 行前事宜协助完成：学生账户设立使用指导，学费缴费指导，指导学校目的地学习生存指导和

旅行信息； 

7. 住宿申请办理：在大学提供学校官方住宿的情况下指导学生完成宿舍申请并确定抵达日期，如

遇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延后抵达，主办方将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让学生顺利抵达入住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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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签证申办：学生需申请加拿大旅游访客签，主办方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合理的签证流程，

长期以来签证通过率超过 95%； 

9. 机票预订：根据项目和学生实际情况建议或者协助预订抵达航班，保证开学顺利； 

10. 境外汇款：项目参加者需要支付包括学费、杂费、住宿费等各种需要支付给大学的费用，主办

方会建议最合理的付款方式，确保学生不耽误课程顺利进行； 

11. 境外保险办理：在海外学习过程中一般需要办理的保险为大学强制性保险和额外保险，主办方

会根据不同学校的不同要求建议学生购买最有效的保险形式； 

12. 接机服务：蒙特利尔特鲁多机场，7 月 25 日和 26 日，10:00——20:00； 

13. 境外支持：主办方在温哥华设有分支机构，带队老师将负责学生在加拿大的生活起居，在紧急

情况下可以负责学生的特殊请求。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一) 项目学杂费  

第一批报名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2295 或 2595 加元（享受 400 加元的学费减免） 

第二批报名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2695 或 2995 加元 

由麦吉尔大学收取，包含学费、保险费、教材费、校园服务费等 

*截止日期与学费减免以麦吉尔大学实际安排为准 

(二) 项目管理费 

人民币 8000 元 

由主办方收取，包含课程咨询、项目申请、签证服务、行前指导、抵达接机、现地支持等 

(三) 项目费【不含】 

签证费、餐饮费、国际往返机票、课外活动费、个人生活费、购物消费等 

(四) 补充说明 

学杂费实际金额以麦吉尔大学出具的账单为准，由主办方代为收取和支付。 

如需预定麦吉尔配套宿舍，825 加元由主办方代为收取和支付。 

 

 申请条件|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1. 我校全日制在校生，成绩优异，品行端正 

2. 四级成绩不低于 500 分，或六级成绩不低于 470 分 

3. 托福不低于 79 分，或雅思不低于 6.5 分 

4. 无上述语言成绩，可参加主办方的语言测试，测试合格即可参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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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材料|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1. 护照扫描件 

2. 语言成绩单扫描件 

3. 个别项目所需材料将另行通知 

3.签证所需材料将另行通知 

 

 申请流程|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报名表链接 

2. 主办方将确认报名信息并对报名学生进行筛选，筛选包括但不限于面试或笔试等形式 

3. 缴纳项目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4. 主办方将为学生申请项目，并在学生获得录取后协助学生准备签证材料，并指导学生面签 

5. 行前指导 

6. 出发 

 

 报名方式|Sign Up 

 咨询地址：华中科技大学友谊公寓 副楼    

 咨询电话：027- 87557397/87557396 冷老师 于老师   

 咨询 QQ 群：225491193（已满）； 612349096（2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