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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短期访学项目-英国牛津大学

【寒暑假商科课程班】

一、学校介绍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简称“牛津”，位于英国牛津，是一所誉满全球的世界顶级研

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与剑桥大学并称“牛剑”，与剑桥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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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最早成立于 1167 年，是英语世界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如今，牛津大学有 44个成员学

院，为全世界培养过无数名人，其中包括 5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11人，物

理 5人，医学 16人），7位获奖诗人，30多位当代世界领袖（包括比尔·克林顿，昂山苏姬，英达拉

甘地及 26位英国首相，如前任首相布莱尔和卡梅伦及现任首相特雷莎·梅），及 120多名奥运会奖牌

得主。当代著名牛津思想家和科学家包括互联网之父 Tim Berners-Lee 及著名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牛津大学无论是在教学还是科研上，都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持续地追求极致。2017 年 9月，英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牛津大学排名第一。

QS2019 世界大学排名第 5。

二、主办方简介

“易途国际文化交流项目（EasyTrip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以下简称缩写 ETICE）”是

陕西（西安）易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发展培养西部地区青年学生出国文化交流的教育品牌。

ETICE 引入欧洲、美国、香港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在古城西安创办了公司总部，

同时在哈尔滨、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建立了地区学生服务办公室，在英国和香港建立了境外服务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9B%BD/1446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9B%E6%B4%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91%E6%A1%A5%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E5%A4%A7%E5%AD%A6%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9D%E5%9B%BD%E7%90%86%E5%B7%A5%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6%E6%95%A6%E6%94%BF%E6%B2%BB%E7%BB%8F%E6%B5%8E%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G5/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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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作为海外名校和名企项目的中国主办方，我们致力于帮助西北地区更多的高校推动国际化建

设。愿意帮助更多的青年学生实现出国梦，打开国际化视野，成为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复合型国际化人

才。

三、项目概述

项目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中国内地学生提供的 22天寒暑期课程为起点，让项目学生作为牛津大学微

留学学生经历英国大学生多元学习模式，学习体验英国牛津大学商科课程，拓宽学生国际视野，接受

先进的专业课程知识，从而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帮助学生透析国际企业管理和商业知识的运用技巧，

培育全球视野、建立领导力，塑造个人竞争力。

| 项目时间

牛津大学寒暑假商科课程班：2019 年寒假 （共 22天）

| 课程介绍

牛津大学寒暑假商科课程班包括：国际商务现状、全球化经济、市场营销及案例分析、国际金融

市场、领导力、产品生命周期、商务礼仪、人力资源管理、金融理财基础、SWOT 分析法、国际商务

现状、英国历史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演讲技巧等课程。

除了学术、语言文化、专业课程以外，项目还安排学生名企参访学习、学生社交活动、英国社会

文化探索、团队拓展活动、名企名邸风光游览、英国升学指导及名企管理解析等，着重激励学生独立

思考，培养学生的分析决策能力及领导力，为未来发展打下更坚实基础。

| 课程特点

1）顶尖学府参访

深入参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多个著名学院及英国其他顶尖学府，亲身感受厚重学术学风的氛围。

同时，英国是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零距离感受英国精神和英国发展、守望全球视野；接受最

前沿的商业创新和管理新知，包括思想、方法和工具；让学生把握现代企业发展和管理的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学科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思想。

2）名校师资

牛津大学资深教授和语言中心专业讲师联合授课，确保学生接受高质量学习。同时，项目也注重

学以致用，让学生以实用为原则学会分析案例，解决实际问题，把学科理论的学习融入到实践的研究

和认识之中，切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操作为真

不同背景的讲师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经验分享、头脑风暴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为学

生打造卓越领导力和领袖魅力，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4）名企案例分析

以英国著名企业为案例，教师全面参与课堂，小组讨论，主动探索，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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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企名邸探访

参观访问名企名邸，了解世界名企发展历程。

四、项目优势

 享誉全球的高质量教育水准

英国教育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以高水准的教学质量而名扬四海。科教方面，英国的科教工作

者累计获得过 90 次诺贝尔奖；传媒方面，很久以来英国的大众传媒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

融经济方面，伦敦货币市场的交易量比纽约市场和东京市场的总和还要大；时尚潮流方面，英国的时

装在国际上更是久负盛名。英国历史悠久的艺术文化遗产为所有前来的留学者提供了世界独一无二的

文化氛围。

 原味迷人的英国文化

英国被其自身历史悠久且至今仍激动人心的文化和艺术所围绕，它的音乐、剧院、电影、文学，

时装无疑都可以使来此学习的海外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充分地领略和享受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氛围。

 正统的英语发源地

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在英国学习，除了在自己的专业上能够学到世界最领先的知识，同时，由

于随时随地都生活在英语世界中，到处都会有充分的机会练习并运用。

 帮助学生成功留学英国名校

课程结束后，学生将获得英国牛津大学主办部门课程证书及海外学习经历，成为英国名校录取时

的重要参考，项目举办期间，专门安排升学辅导讲座、英国高校调研及专业探究、在英学生交流与分

享等活动，让学生全方位零距离接触英国高校，了解专业及升学要求，感受国际化教育理念，掌握面

试及升学技巧。

 发展个人领导力和学术创造能力

项目的宗旨是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突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到全世界名校交换学

习。项目以课堂学习和名企名邸参访的形式，深入体验、了解国际社会，以交流、实践学习世界知名

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实现学生在全世界、全社会中学习成长的培养目标，我们非常注重学生学术创

造能力的塑造和培养，为此，项目组织方和英国牛津大学为增加项目的学术性，专门设计了专业课题

调研，并安排专业教授进行悉心指导，调研报告强调专业性、学术性、创造性和国际水平，在学以致

用的同时，也可以作为学生的毕业论文。

 安全保障、学生好评

项目开展期间会严格按照英国校方要求统一购买保险，同时，项目期间至少有 4名老师保障同学

在英期间生活学习和交流活动顺利进行，不允许学生自由脱团。

https://www.baidu.com/s?wd=%E9%9A%8F%E6%97%B6%E9%9A%8F%E5%9C%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ARvPjR3mH6srHIWm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zPW0dn1bv
https://www.baidu.com/s?wd=%E8%8B%B1%E8%AF%AD%E4%B8%96%E7%95%8C&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uARvPjR3mH6srHIWm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mzPW0dn1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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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行程表（参考）

星期/时间 天数/主题 星期/时间 天数/主题 星期/时间 天数/主题

第一周 第一天 第二周 第八天 第三周 第十五天

上午 抵达牛津 上午
自由活动

上午
自由活动

下午 入住寄宿家庭 下午 下午

第一周 第二天 第二周 第九天 第三周 第十六天

上午 调整时差 上午

自由活动

上午

自由活动下午 了解牛津生活环境 下午 下午

晚上 自由活动 晚上 晚上

第一周 第三天 第二周 第十天 第三周 第十七天

上午 开学典礼/项目介绍 上午 中外贸易与政策—权利分立 上午 中外市场结果对比

下午

牛津大学午宴/参观牛津大学

与牛津学子交流名校申请及研

究创新经历

下午

中外贸易与政策—联合与权

力下放

中美贸易大战讨论

下午

完全竞争

不完全竞争

垄断案例分析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习

第一周 第四天 第二周 第十一天 第三周 第十八天

上午 如何理解全球化 上午 参访莎士比亚故居 上午 大英博物馆寻宝活动

下午 创新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下午 参访丘吉尔庄园 下午 参访梅赛德斯奔驰世界

晚上 观赏英国戏剧 晚上 总结英国文化之旅所学所感 晚上
梅赛德斯奔驰世界

学习报告

第一周 第五天 第二周 第十二天 第三周 第十九天

上午
英国文化商业方向

课堂测试及解答
上午 领导力 上午

2018年全球经济实力状况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

下午
商务礼仪

商务礼仪实战演习
下午 无权威领导力 下午

经济萧条与衰退

银行监管：08/09 金融危机

的启发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习

第一周 第六天 第二周 第十三天 第三周 第二十天

上午 英格兰银行博物馆讲座 上午 抵达剑桥、康河乘船 上午 小组结业演说

下午
金丝雀码头

参观伦敦第二金融中心
下午

参访剑桥大学

与剑桥学子交流名校申请

及研究创新经历

下午
结业典礼

优秀团队及个人颁奖典礼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习 晚上 自由活动

第一周 第七天 第二周 第十四天 第三周 第二十一天

上午
货币起源与中央银行制度

结合伦敦金融中心之行问与答
上午 人力资源管理 上午

参观游览世界著名奥特莱斯

比斯特村
下午 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 下午 人力资源发展 下午

晚上 观看及学习苏格兰舞蹈 晚上
世界顶级投资银行及会计事

务所从业人员职业分享会
晚上

第二十二天 上午：游览伦敦 下午：前往机场离开伦敦 行程结束

注：实际行程会以项目出行实际情况进行微调，解释权归项目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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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专业核心课老师名单

授课导师 介绍

Alan Hudson

现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领导和公共关系政策部主任，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会员，牛津大学社会科

学系会员，牛津大学克洛格学院院士，并获有文学硕士、理学硕士、哲学硕士，是一个顶级的通才。

在此之前，他是牛津大学教育学院社会与政治科学系总监及该系中国项目总监 。

Ewan Smith

现任职于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是邵氏基金会研究员，也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和法律基础与政府宪法

项目的成员。曾在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和赫特福德学院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执教。

曾在纽约执业并为 Debevoise 和 Plimpton LLP 工作。在回到牛津之前，于英国外交及英联邦事

务部工作近十年。

James Panton

现任马格达伦学院政治系主任及哲学教授。英国公开大学政治与哲学助理讲师（讲授本科和研究生

水平，以及监督研究）。基督教会学院的牛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体验项目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导

师。

Michael Loughlin

现任牛津大学Nuffield 外科学系访问导师、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研究经理，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跨学科研究应用哲学教授、哲学高级讲师，白金汉大学医学院医学应用哲学客座教授，伦敦大学玛

丽女王学院应用医疗哲学学者，利物浦大学健康哲学研究助理。

Francesco Zanetti 现任牛津大学沃徳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及宏观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教程研究员。

Ellen Russell

英国礼仪培训师协会的成员之一，拥有被受认可的商务礼仪和礼仪培训师证书。除了受到著名广播

电台和电视节目的邀请作为咨询导师，亦是一位国际演讲者，于各国办过讲习班和讲座。在拉各斯

教学后，国家级报纸写道与会者称这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教程。作为辅导员和心理治疗师，罗素老

师能运用近 28年经验和专业知识，设计符合学生需求的教程。

Andrew Stewart
大英帝国最优秀的官员，拥有丰富的高层管理经验，尤其在设计商业运营策略。曾任联合国军事联

络官；海军作战主任（情报和通讯）；舰队通讯官；皇家海軍 HMS科林伍德的董事及执行官。

Christian Emmerich

毕业于牛津大学圣休学院，获得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又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经济

学硕士学位。完成学术研究工作之后，他开始担任专业的私人导师，课程内容设计主要针对牛津大

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世界名校的本科生。

注：实际行程会以项目出行实际情况进行微调，解释权归项目主办方所有。

六、项目收获

1）通过测试可获得牛津官方邀请函；

2）完成项目可获得牛津颁发的结业证书；

3）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有英国教授出席；

4）表现优异者可获得牛津大学授课老师指定代表将为其申请英国（或其它国家）大学研究生提供

指导及写推荐信。

七、项目费用及申请条件

1）项目费用：

报名费：人民币 2,500 元整；项目费：人名币 31,300 元整。

报名费包括：服务咨询、申请及行政费、行前辅导服务、英国入境许可签证服务等。

项目费包括：课程费、课程材料费用、讲座安排/开学/结业典礼行政费用、课外实训活动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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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费、在英期间食宿（每日三餐、入住手续费、水电费、空调费）、在英期间的保险费、杂费；

费用不包括：往返机票、英国签证费用、个人消费。

2）申请条件：

 我校全日制就读本科生、研究生，通过项目测试。

 在校表现良好，经过学校审核同意。

 具备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刻苦学习，愿意挑战自己。

八、咨询报名

1）项目咨询：易途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办公室 王老师 13891795995（微信同号）

2）项目报名：请将“项目申请表”填写后发送至项目主办方邮箱 sara@etice.cn，或至学校国际

处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