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剑桥学术发展项目

10周线上科研助理实习+2周线下剑桥学习

可选专业方向

人工智能丨ＡＩ、ＣＳ、软件工程等相关专业

医学药学丨医科、药科、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

化学化工丨化学、纳米、材料工程等相关专业

法律法学丨法律、法学、国际法学等相关专业

设计艺术丨艺术、设计、建筑设计等相关专业

人文社科丨文学、新闻、社会科学等相关专业

金融商学丨金融、财会、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

雅思考试丨所有专业

访问城市

剑桥、伦敦、牛津

课程时间

线上：10周（科研助理实习）

线下：2周（剑桥实地学习）

剑桥学术发展项目

入住世界顶级名校剑桥大学学生宿舍，收获剑桥学院签发证书



剑桥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采用书院联邦制，

坐落于英国剑桥。其与牛津大学并称为牛剑，与牛津大学、伦敦大

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属“G5超级精英大学”。

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学，在众多领域拥有崇高的学

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

之一。

2019-20年度，剑桥大学位居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3、

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7、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9、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世界第3，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世界第4。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项目分为两

个部分，在5月-12月间，学生根据导师的工作安排，成为导师的科

研助理，以1:5的小组形式参与导师的研究工作，收获推荐信和实习

证明。

在次年的寒假期间将会全程入住剑桥大学合作学院宿舍或酒店，在

学院食堂就餐，在学院教室上课，与剑桥大学学生共同生活与学习。

收获推荐信和学习证明，与科研助理实习期间的导师见面。

课程分不同专业方向，均由剑桥大学教授亲自设计，授课老师均为

剑桥讲师或教授，部分讲座由知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提供，配以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G5其他代表高校的专业留学申请指导，全真

面试模拟，答辩模拟，雅思考试指导等多种提升课程，帮助学生发

现不足、找到提升方向，明确人生规划，多维锻炼能力，深刻感受

世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开拓国际视野。

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项目简介
About Programme



剑桥科文中心的全称是剑桥大学剑桥科技文化交流中心Cambridge

Centr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是剑桥大学管理下的机构。

科文中心的其中一项工作是，为英国的大学尤其是剑桥大学，拓展

科研合作，为博导推荐博士生人选，为各大实验室、课题组寻找访

问学者、共同研究者、科研助理等人选。

科文中心在剑桥大学的官方网站：

https://www.ccistc.psychol.cam.ac.uk

剑桥大学的教授或讲师除负责剑桥大学在读学生的授课任务外，还

供职于各大实验室或者课题组，在实际科研工作中需要大量工作助

理，协助科研的进行和论文的完成。

本次项目中的科研助理实训项目将通过剑桥科文中心提供支持。为

中国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科研助理实训机会。1:5小组工作制，与导

师保持高效与充分的沟通，体验科研工作流程、提升科研水平，打

破以往大班授课的模式，成为剑桥的科研助理。

剑桥大学剑桥科技文化融合中心
Cambridge Centr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科研助理时间表

第二周

科研实操尝试

你将与同导师的另外4个小伙

伴见面，你们的研究方向可

能不同。你们继续深入学习

科研工作技能，并将他们应

用于你们的研究课题，初步

拟定你们的研究方向和计划。

这周内你需要完成3次难度更

高的学习作业，但是这对于

你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注册与预习

做好前期准备

在成为科研助理前，你将会

注册成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

院的科研访学生，与你的助

教建立联系。通过剑桥大学

的在线学习系统，你将会收

到关于导师的学习材料，专

业阅读推荐和书单，帮助你

做好准备。

第一周

科研方法学习

在结束了剑桥科文中心举办

的实训动员会后，你需要正

式开始学习如何从事科研助

理的工作，包括各种实用技

能和基本工作要求，你需要

与你的助教保持随时的交流，

以帮助你完成这周内的2次学

习作业，作业将会得到助教

和导师的评估指导。

第三--九周

科研工作实操

导师将会与你交流你的选题，

并每周以1:1的方式与你所在

的小组展开交流，你需要与

导师全英文交流科研助理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进展，导

师将会给与你专属的指导和

答案。除此之外，你还将获

得助教24小时的专业支持，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疑问和灵

感，努力的尝试寻找答案和

完成你的科研工作。

第十周

报告科研成果

本周内你需要完成自己初步

的研究报告，并与导师1:1汇

报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

导师将会给与你专属的评估

结果。通过长达10周的科研

助理工作，你将收获一份研

究报告，你可以将她应用于

你的毕业设计或者研究计划。

如果你的数据足够精准，将

被应用于导师的研究项目。

我们也可以为您推荐发表



实地学习日程参考（线下2周）

Schedule Day 01 Day 02 Day 03 Day 04 Day 05 Day 06 Day 07

上午
剑桥城市探访

剑桥学院参观

核心课程01

核心课程02

核心课程05

核心课程06
剑河撑篙

核心课程09

核心课程10

牛津城市探访

牛津大学探访

下午
项目开幕式

文化课程01

核心课程03

核心课程04

机构探访01

科研辅导02

核心课程07

核心课程08

文化课程02

留学指导01（选修）
比斯特村

晚上 剑桥导师见面会 科研辅导01 团队学习 团队学习
老鹰酒吧

科研辅导03
自由活动

Schedule Day 08 Day 09 Day 10 Day 11 Day 12 Day 13 Day 14

上午
核心课程11

核心课程12
机构探访02 科研辅导04

伦敦城市探访

伦敦文化体验

核心课程15

核心课程16
笔试考试 结业汇报

下午
核心课程13

核心课程14
机构探访03 剑桥文化体验

伦敦城市探访

伦敦文化体验

文化课程03

留学指导02（选修）

结业汇报考试

小组准备

结业仪式

颁发证书

晚上 团队学习 团队学习 团队学习
伦敦城市探访

伦敦文化体验
团队学习 团队学习 高桌晚宴

Schedule

全天

Day 15

前往机场，返回祖国

到达伦敦

前往剑桥

办理入住



项目活动

高桌晚宴丨Formal Dinner

Formal dinner对剑桥大学学生而言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社交活动。在剑桥

古老的学院之中，烛光闪闪映照出庄严典雅的晚宴厅，学生身着正装晚礼服，

聆听学院院士拉丁文祷告，享受最正宗的传统英国晚宴。

西区乐剧丨London's West End Musical

在伦敦西区的百年剧院中，观赏一场纯正的音乐剧。无论是充满魅力的剧作，

演员极具感染力的歌唱及舞技，还是灯光音响渲染出的神秘氛围，都能深深得

打动人心，令观众徘徊于现实与虚幻之间。

剑河撑篙丨Punting

徐志摩笔下的康河，令每一位游人无限向往。在充满柔情的康河上撑一只长蒿

悠闲溯流，感受剑桥的古老与灵秀，被认为是到剑桥后不可错过的行程之一。

牛津之旅丨Oxford Tour

牛津因闻名于它的是世界一流学府的地位和遍布各地的古迹 ,使它成为人们极度

梦想的城市。9世纪建立的，距今有1100多年历史的牛津城是英国皇族和学者

的摇篮。牛津虽然以大学而闻名，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商业企业，特别是高

科技企业使牛津这座古老的城市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伦敦眼+泰晤士河游船丨London Eye, Thames River Cruise

登上伦敦眼俯视整个伦敦城区，百年英伦建筑尽收眼底，徜徉环绕伦敦的泰晤

士河，饱览伦敦经典繁华，不留遗憾的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



项目亮点

顶级师资授课

授课教授均为剑桥大学的教授、专家，包括多个学系的教学系长，学科

主任，英国皇家学会院士等处于所在研究领域的顶级师资。

系统专业课程

所有专业课程由剑桥大学顶级师资亲自设计，并根据专业发展现状和研

究热点做修改，授课形式多样，提供学生更多独家探访机会，深入专业

机构了解行业发展情况。

高含金量项目

实地学习项目作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寒暑假国际项目，同时受英国认证

委员会高等教育短期学习认证。项目课时均在58课时以上，成绩单显示

相应欧美学分，支持学分转换 。

线上科研助理项目作为科研类课外活动展现专业度，采用剑桥大学博士

研究生项目教研体系，开拓科研探索能力，夯实学术写作能力，加强独

立思考能力，为未来学术探索之路做好更清晰明确的规划。

真正剑桥学子体验

实地学习期间全程入住剑桥大学学生宿舍（寒假入住剑桥郡中心酒店），

在食堂就餐，在教室授课，自由使用学院设施，与剑桥学子全程共同学

习和生活，高级别安全保障。



项目收获

剑桥大学教授推荐信

优秀学员将会被授予英国皇家
学会院士兼剑桥大学教授的亲
笔推荐信

剑桥大学教师推荐信

所有全勤并通过项目考核的学
员，将会获得辅导助教或客座
授课老师的亲笔推荐信

实习证明

导师签发实习证明（剑桥邮箱发送）

剑桥科文中心推荐信

优秀学员获得剑桥大学剑桥科技文化融合中心（CCISTC）专属推荐信

论文发表

教授科研团队择优投递学术期刊或会议期刊，也可选择由CUDC协助发
表论文

官方结业证书

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代表（根据学院不同为现任国际合作主任或现任院
长）签发的证书（唯一编号，学院认可）

剑桥大学合作学院
证书及成绩单样例

往期推荐信样本

2周丨剑桥学习证书

10周丨科研助理实训收获

声明：本宣传材料所有剑桥大学相关学院或机构logo均有官方授权，不可转载
导师签发实训证明样例

Clare Hall St. John College Sidney Sussex College



人工智能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文化讲座+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让学员

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富在英

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感受世

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剑桥计算机科学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剑桥计算机科学现状。

课程包括：

机器学习 \ 有监督学习算法

计算机视觉分析 \ 剑桥大学计算机成就

• 数据科学理论及其研究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各种网络建设概念及其应用。

课程包括：

监督网络 \ 变分自动编码器的理论与应用 \

图神经网络：理论与应用 \ 空间与云计算

• 数据科学应用

本部分课程旨在说明数据科学的实际应用。

课程包括：

人工智能的心理学视角 \ 机器人和汽车领域的强化学习、理论和实例

Prof. Pietro Lio'

• 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生物学教授

• 剑桥大学人工智能小组成员

• 剑桥大学Clare Hall学院院士

国家计算机博物馆

国家计算机博物馆致力于收集和恢复历史计算机系统，是

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建造的计算机中心。在博物馆展出的是

许多著名的早期计算机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

盟军破译密码的机器。

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

计算机实验室由数学实验室发展而来，一直处于计算机科

学研究的前沿，开拓创新，并于2001年收到比尔盖茨的捐

赠新建威廉盖茨实验楼。到2018年，计算机实验室已经拥

有81年的历史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部门之一。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同时招收博士生）



医学药学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文化讲座+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让学员

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富在英

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感受世

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剑桥生物医学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剑桥生物医学发展现状。

课程包括：

剑桥视角下的生物医学传统观念 \ 细胞分子医学 \ 生物医学微流体

• 剑桥生物药学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剑桥生物药学发展现状及基本理论。

课程包括：

生物药学的亮点和发展 \ 病理生理学 \ 药理学 \ 药理前沿发展

• 临床医学深究及探讨

本部分课程对于临床医学发展做深入探究，通过实际案例了解临床医学发

展现状及科研价值。

课程包括：

心血管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 \ 糖尿病的病因、病理生理及治疗 \

病毒性胃肠炎的主要病因-诺如病毒的治疗 \

利用肠道类器官技术研究类器官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

Dr. David Kent

• 剑桥大学血液系组长

• 约克大学成人造血干细胞研究组组长

• 剑桥大学讲师

哥顿病理博物馆

哥顿病理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病理学博物馆，也是英国

最大的医学博物馆。博物馆藏有约8000多个病理标本、文

物、模型和绘画，最早的标本始于1608年。博物馆中藏有

许多对医学研究起到重要发展作用的标本。

钱德勒模拟互动学习中心

钱德勒模拟互动学习中心是世界领先的模拟病房。这里为

医学本科和研究生提供临床学习设施。模拟的医疗环境包

括：八人病房、双人病房、门诊诊疗室等。自主学习室提

供鼻饲插管、导管插拔等近20种器械设备供医学生练习。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同时招收博士生）



化学化工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在职教

授向中国优秀大学生面授为期2周的“化学化工专业课程”。通过教授课堂+

文化讲座+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机构实验室探访授课的渐进授课形

式，让学员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

丰富在英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在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

深刻感受世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申请化学方向将有

机会成为皇家化学学会的成员。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基础化学研究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化学某些领域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

展动态以及化学相关产业发展状况。

课程包括：

海洋碳酸盐体系 \ 金属离子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

• 材料化学研究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材料化学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动

态，以及材料化学产业化的发展状况。

课程包括：

可持续材料研究 \ HD的材料构成 \ 全固态电池材料的结构及研究进展

• 化学实验室探访

本部分课程将带领学员实地探访顶级化工集团实验室，身临其境感受企业

文化和科研氛围。

课程包括：

实验室访问：Ell iott实验室或Lee实验室

Prof. Stephen Elliott

•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

• 剑桥大学纳米材料研究中心成员

• 剑桥大学化学系教授

李博士实验室

The Lee Lab位于剑桥大学化学实验室，由Steven F. Lee

博士主持，曾在 2017年获得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物理化学

Marlow奖。实验室拥有一支世界顶级研究团队，成员皆

为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等。

皇家化学学会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成立于 1841 年，由致力于化学科学的

人员组成，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全球性团体。作为一家非营

利组织，将所有盈余都重新投入到慈善活动中，比如化学

国际交流、主办化学期刊、会议、科学研究、教育等。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同时招收博士生）



法律法学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全真模拟+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让学员

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富在英

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感受世

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法律学概论

本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员加深对于英国法律学的认识和了解。

课程包括：

英国法律制度概论 \ 英国与国际法律义务：时事政况

• 国际法学概论

国际法：本部分课程旨在帮助学员深入了解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中的特殊

性与如何调整国家之间关系。

课程包括：

国际环境法 \ 国际投资法 \ 国际贸易法 \ 知识产权法

• 真实课堂

本部分课程将指导学员实际模拟审判现场，还原英式法庭真实体验。

课程包括：

模拟审判 \ 模拟法庭辩论 \ 模拟证据收集

Dr. Catherine MacKenzie

• 剑桥大学霍姆顿学院土地经济研究老师和研究主任

• 克莱尔学院法学研究室主任

• 内殿大律师

戈德史密斯事务所

英国伦敦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律所负责人Anthony为

英国皇家律师，同时也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高法院副法

官以及牛津大学教师。在项目中将会有律所的知名律师亲

自给你讲解英国律所的构成及英美法系的概览。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英格兰法律、威尔士

法律及北爱尔兰法律三个司法制度下的事务拥有终审权，

也是这些司法管辖地区的最高上诉司法机关。项目中我们

将到访最高法院，有专人带领大家深入参观。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



设计艺术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设计工作营+实地建筑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

让学员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

富在英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

感受世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皇室绘画技法

本部分课程邀请世界知名艺术大师现场授课，展现完美西方绘画魅力，追

溯西方艺术历史，体会美学精髓。

课程（设计工作营）包括：

艺术表现 \ 绘画技法提升 \ 绘画新派发展 \ 西方皇室人像绘画技艺

• 绘画艺术设计

本部分课程旨在通过对英国艺术分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分析和设计分析，

揭示英国乃至欧洲的建筑艺术发展之路。

课程（实地教学）包括：

欧洲建筑风格 \ 欧洲建筑发展 \ 欧洲建筑设计

• 现代艺术发展及探讨

本部分课程旨在带领学生学习现代艺术发展趋势与主流艺术流派的发展情

况，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提升艺术修养。

课程（实地教学）包括：

现代艺术发展趋势 \ 现代艺术流派分支 \ 现代艺术鉴赏

Prof. Clive Wilkins 

• 剑桥大学心理系常驻艺术家

• 著名艺术画家

• 知名作家

艺术工作室

由专业艺术家带领大家入驻艺术工作室，体会艺术领域的

交叉和启发。并在最终的项目展示中通过作品展示和阐述

环节，将自己在剑桥课程期间内所掌握的技能和体会分享

给同行师生。

泰特现代美术馆

泰特现代美术馆它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

岸相望，连接它们的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外表由

褐色砖墙覆盖、内部是钢筋结构的美术馆原本是一座气势

宏大的发电厂，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是它的标志。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



人文社科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联合国模拟+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让学

员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富在

英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感受

世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语言语系研究

本部分课程旨在为学员展示欧洲语言和语系发展过程，探讨第二语言的学

习方式。

课程包括：

欧洲的语系和语言 \ 语言能力提升 \ 雅思考试培训（雅思考官授课）

• 礼仪文化学习

本部分课程将为学员展示西方特色礼仪和不同文化间沟通方式，从学术角

度探索西方礼仪文化精髓。

课程包括：

西方礼仪 \ 跨文化交流

• 模拟联合国

本部分课程是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学生将会扮

演不同国家或其它政治实体的外交代表，参与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

的会议。学生们通过亲身经历联合国等多边议事机构的运作，学习基础国

际关系与外交知识，了解每个国家及政体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

Prof. Nicola Clayton

•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 剑桥大学比较认识学教授

• 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院士、招士官

李约瑟研究所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古文化的机构。

研究所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先

生创办，其中保有了中国古代的各种研究资料及模型，并

会有专门的研究员为你讲解其中的故事。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在英国恐怕只有看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方能算是真正到了英

国，矗立于泰晤士河南岸、伦敦圣保罗教堂对面的莎士比

亚环球剧院即是一座专为欣赏、研究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

优秀剧作家的作品而建造的世界级剧院。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同时招收博士生）



金融商学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由剑桥大学教授设

计课程，通过2周系统课程提升中国优秀大学生专业能力。通过教授课堂+

文化讲座+机构探访三种从课堂听课到实战演练的渐进授课形式，让学员

快速融入纯正的英式学习氛围。期间配合社交活动及短途旅行，丰富在英

国的学习生活。让学员提高学术水平、专业素养及实践能力，深刻感受世

界顶级名校的学习氛围和独特的英伦文化。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经济学导论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剑桥大学最新的经济学实验方法。

课程包括：

实验经济学导论 \ 博弈论导论

探索法与偏误：现状、锚定效应与框架效应

财会管理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了解公司管理层角度的财会管理知识。

课程包括：

金融政策决策选择 \ 金融市场震荡应对 \ 并购中市值创造与市值损毁

工商管理

本部分课程旨在让学员从实际案例中学习最新的市场营销、公司经营、投

资管理等知识。

课程包括：

需求匹配与市场设计 \ 商业模式画布 \ 跨国公司经营与案例分析 \

初创企业投资分析

Dr. Edoardo Gallo

• 剑桥大学讲师（终身副教授）

• 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研究员

• 剑桥金融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伦敦证券交易所

作为世界第三大证券交易中心，伦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

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现今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则扮演

着国际证券交易的中心角色，它运作世界上国际最强的股

票市场，其外国股票的交易超过其它任何证交所。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伦敦总部）之一

四大是金融从业者的梦想去处，项目中我们将到访其中一

家的伦敦总部，与四大高管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为你讲

述的真实案例，并且将给予部分同学一对一问答的机会，

由四大高管亲自回答你的种种疑问。

专业机构探访举例（配入内参观，配独家讲座）

科研助理导师（同时招收博士生）



雅思考试方向

项目简介

本项目为剑桥大学合作学院与本校官方签约合作项目。以在英进行雅思考

试为目的，项目期间雅思课程均由剑桥雅思考官和超过10年资深雅思教学

经验的老师亲自授课，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雅思考试思路，夯实基础，

冲刺高分。课后配有小班制小组辅导，帮助学生在短期内高效提高雅思分

数。

往期项目中，学员在英国参与雅思考试，总分均达到6 .5以上。

课程简介（往期部分）

• 雅思专项提升课程

本部分课程旨在针对雅思考试专项提升，全方位提升学员的考试竞争力。

课程包括：

雅思能力提升 \ 雅思全真模拟考试

• 英国文化课程

本部课程旨在深化学员们对欧洲、英国的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了解，锻炼

语言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课程包括：

欧洲发展简史 \ 英国历史

• 留学指导课程

本部分课程旨在为希望之后申请留学的同学提前做好准备，做到成竹在胸。

课程包括：

剑桥学院学制介绍 \ 剑桥大学申请指导

Ms. Fiona Wilson

•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士

• 雅思教授及考官

• 专业培训师

全真模拟考试

项目全程安排雅思课程与考前辅导，更有两场全真模拟考

试，帮助考生在考前适应英国雅思考试环境，熟悉考题范

围，为冲刺高分做好准备。在考试前还将带领学生到达考

场实地踩点，熟悉考场环境。

在英雅思考试

中国大陆雅思考试压分，是不争的事实。在英国考试，因

其不压分现状，相同的能力，可以获得更高分数。项目以

考前冲刺及在英考试为目的，前往英国进行培训及考试。

为何选择在英国参加雅思考试？

授课师资（往期部分）



报名咨询

项目说明

项目费用：共计33,800 RMB（10周+2周）

单报科研助理：22,000 RMB（10周）

单报剑桥项目：31800 RMB (2周含餐）

费用包含

• 项目课程和实践费用

1、专业学术课程和实践课程费用

2、小组辅导费用，教学材料费用

3、教学场地相关费用

4、项目组中方和英方项目人员管理服务费用

• 住宿和餐饮费用

1、剑桥大学学生宿舍（剑桥酒店）费用

2、住宿地网络服务

3、学院高桌晚宴一次费用 - Formal Dinner

• 项目活动费用

1、剑桥：撑篙、老鹰酒吧、参访学院门票

2、伦敦：音乐剧、伦敦眼泰晤士河游船费用

3、参访：对应项目方向机构入场资格或门票

部分参访需要提供材料，接受背调

联系咨询

咨询电话：4008709566

咨询ＱＱ：2494734691

咨询微信：请扫描二维码

• 交通费用

1、剑桥郡当地交通及司机小费

2、伦敦城市间交通及司机小费

3、牛津城市间交通及司机小费

4、希思罗机场接送机服务及司机小费

• 人力资源、保险及其它费用

1、专业机构探访顾问

2、团队旅行全球保险

3、剑桥大学财产损失保险

4、英国当地电话卡（含当地流量）

5、First-Aid 紧急治疗包和支援服务

费用不含

1、境内银行国际电汇费用

2、国际往返机票

3、签证费用

4、项目全程午餐、晚餐费用

无忧退出：
• 2周剑桥项目接受无理由退出，如科研助理项目已经执行，退16,000RMB。
• 单报剑桥项目的，全额退款31800RM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