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力和大学申请预备课程
国际夏校，剑桥大学 13-14岁，课表示例

第一周

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接至剑桥大学

欢迎致辞，由学生辅导员带领参观学院                                                                      
领队与项目负责人会议  

项目负责人进行开课介绍

教育研讨会
英美大学的开启之路                                    
与学生辅导员的问题答疑

上午 下午 晚上

有关剑桥和英国历史&文化
的小测验
测试你的知识

艺术&手工艺
运用提供的材料，制作出你自
己的创作性杰作

户外运动
足球，英式橄榄球，
板球，网球

问题解决工作坊
爱德华.波诺的“六顶思索帽子”

剑桥学生导师提供小班辅导
课（牛剑式课堂）
科目可选

英国社交礼仪角色扮演
餐桌礼仪、打招呼、礼貌交流、
举止姿态，打扮适当

英国运动领袖课程，第一场
理解领袖风格，开发主动性和
交流能力

3D设计与打印工作坊
使用3D打印机设计和制作个人
作品

参观剑桥大学天文学院
和大学天文学家一起探索太阳
系，黑洞和火星上的生命

商业思维挑战工作坊
推介小组的商业理念来获得最
大的投资

苏格兰／爱尔兰同乐会                               
传统音乐和舞蹈

户外运动
享受传统运动项目，如足球，
英式橄榄球，板球，网球

伦敦一日游，包括伦敦眼，大英博物馆或伦敦地牢。步行参观大
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大厦，白金汉宫。                                                                                   
乘坐泰晤士河观光邮轮                                                                                                 
也可选择其它游览地点

大学花园派对与户外烧烤

享受传统剑桥夏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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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果游戏
一起来玩这个以数字为基础的
充满趣味的游戏
户外运动
足球，英式橄榄球，板球，
网球 

演说演讲工作坊
根据不同时事主题，策划并发
表一场有效果的团队演讲

英国运动领袖课程，第二场
开发组织能力并带领团队成员
完成你自己设计的团队运动项
目 

开发的主要技能与知识

主题科学讲座
剑桥大学讲师做关于考古方面
的给予人灵感的讲座
参观格顿学院的罗马木乃伊和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手工制品

参观国际知名的剑桥菲兹威
廉姆艺术与古董博物馆

步行游览剑桥市
参观一家有130年历史的书店
和其它受欢迎店铺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大学申请 交流技巧 领导力&团队合作 思维技巧 创造力 学习技能 自信心&韧性 学科延伸 学术英语 文化领略

     



苏格兰／爱尔兰同乐会                               
传统音乐和舞蹈

伦敦一日游，包括伦敦眼，大英博物馆或伦敦地牢。步行参观大
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大厦，白金汉宫。                                                                                   
乘坐泰晤士河观光邮轮                                                                                                 
也可选择其它游览地点

参观国王学院 & 撑篙游康河                                                                      

剑桥自由购物，或沿河步行去格兰切斯特果茶园，和一些诗人、哲学家、经
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的住所。

英国棋牌游戏
学玩大富翁游戏、国际象棋或
拼字游戏

领导力和大学申请预备课程
国际夏校，剑桥大学 13-14岁，课表示例

第二周

上午 下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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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主要技能与知识

机器人团队挑战赛
通过机器人来开发你的团队合
作能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Raspberry Pi树莓派编程
学习编程，增强创造力

剑桥科技中心工作坊 

以有趣、亲自动手操作的方式
来延伸你的科学知识

晚场表演

展示你在音乐、戏剧、舞蹈和
喜剧的才能

团队项目

探讨模拟联合国辩论议题                                            

参观牛津大学
包括参观哈利波特电影拍摄所在学院
自由观光和购物

福尔摩斯故事讲述工作坊
通过编写你自己的谋杀悬疑故
事，来开发创造性技能
由学生辅导员监督                                     
科目可选

主题科学讲座

剑桥大学讲师做关于海洋生物
方面的给予人灵感的讲座 

学习栖息，物种，濒危及保护

室外莎翁剧

在私人学院花园观看莎士比亚
剧演出

寻宝挑战 

小组合作寻找线索，赢得奖励

劝导性演讲和辩论技能工作
坊            
模拟联合国                                                 
时事解决方案的辩论，例如减
少污染        

莎士比亚工作坊
了解莎士比亚时期英语，表演
一个戏剧场景  
学术英语工作坊
学习书写论文和锻炼批判性思
维 

出发去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参观英国绿色中心 
攀登进入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内
部，参观世界上最快的风动力
汽车，制作一款你自己的迷你
发动机

参观大学植物园（植物科学系）

参观牛顿苹果树，通过植物取
证来调查一宗犯罪， 一起探索
沙漠和雨林

正式晚餐及颁奖典礼

“银盘服务“正式烛光晚餐，
项目证书和个人报告的正式展
示环节，及最后的授奖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大学申请 交流技巧 领导力&团队合作 思维技巧 创造力 学习技能 自信心&韧性 学科延伸 学术英语 文化领略

     



领导力和大学申请预备课程
国际夏校，剑桥大学15-18岁，课表示例

第一周

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接至剑桥大学

欢迎致辞，由学生辅导员带领参观学院                                                                     

领队与项目负责人会议  

项目负责人进行开课介绍

教育研讨会

世界一流大学要寻找什么样
的学生                                 

与学生辅导员的问题答疑

上午 下午 晚上

有关剑桥和英国历史&文化
的小测验

测试你的知识

模拟面试&反馈

和学生辅导员一起模拟名校面
试问答

户外运动

足球，英式橄榄球，
板球，网球

主题科学讲座

剑桥大学讲师做关于考古方面的
给予人灵感的讲座

参观格顿学院的罗马木乃伊和盎
格鲁-撒克逊人的手工制品

商业思维挑战工作坊

推介小组的商业理念来获得最
大的投资

3D设计与打印工作坊

使用3D打印机设计和制作个人
作品

伦敦一日游，包括伦敦眼，大英博物馆或伦敦地牢。步行参观大
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议会大厦，白金汉宫。

乘坐泰晤士河观光邮轮

也可选择其它游览地点

大学花园派对与户外烧烤

享受传统剑桥夏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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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爱尔兰同乐会                                   
传统音乐和舞蹈

晚场表演

展示你在音乐、戏剧、舞蹈和喜
剧的才能

宾果游戏

一起来玩这个以数字为基础的充
满趣味的游戏

户外运动

足球，英式橄榄球，板球，网球 

开发的主要技能与知识

演说演讲工作坊

根据不同时事主题，策划并发
表一场有效果的团队演讲

问题解决工作坊

爱德华.波诺的“六顶思索帽子”

个人发展计划

与学生辅导员一起制定个人学
习目标

参观大学植物园
（植物科学系）

参观牛顿苹果树，通过植物取证
来调查一宗犯罪，一起探索沙漠
和雨林

剑桥学生导师提供小班辅导课
（牛剑式课堂）

科目可选

个人陈述写作

学习如何让你的个人陈述更加
有说服力

参观国际知名的剑桥菲兹威
廉姆艺术与古董博物馆

步行游览剑桥市

参观一家有130年历史的书店
和其它受欢迎店铺

英国社交礼仪角色扮演

餐桌礼仪、打招呼、礼貌交流
、举止姿态，打扮适当

参观剑桥大学天文学院

和大学天文学家一起探索太阳
系，黑洞和火星上的生命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大学申请 交流技巧 领导力
&团队合作

思维技巧 创造力 学习技能 自信心
&韧性

学科延伸 学术英语 文化领略 个人发展计划



参观国王学院 & 撑篙游康河                                                                       

剑桥自由购物，或沿河步行去格兰切斯特果茶园，和一些诗人、
哲学家、经济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的住所。

英国棋牌游戏

学玩大富翁游戏、国际象棋或
拼字游戏

领导力和大学申请预备课程
国际夏校，剑桥大学15-18岁，课表示例

第二周

上午 下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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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爱尔兰同乐会                                   
传统音乐和舞蹈

开发的主要技能与知识

剑桥学生导师提供小班辅导课
（牛剑式课堂）

科目可选

个人发展计划

制定实施计划书

机器人团队挑战赛
通过机器人来开发你的团队合
作能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Raspberry Pi树莓派编程
学习编程，增强创造力

出发去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正式晚餐及颁奖典礼

“银盘服务“正式烛光晚餐，
项目证书和个人报告的正式展
示环节，及最后的授奖 

团队项目

探讨模拟联合国辩论议题

室外莎翁剧

在私人学院花园观看莎士比亚
剧演出

劝导性演讲和辩论技能工作坊

模拟联合国

时事解决方案的辩论，例如减
少污染        

参观世界顶尖生物医学学院  

与研究科学家们一起讨论他们
的新发现和剖析DNA的结构

主题科学讲座

剑桥大学讲师做关于海洋生物
方面的给予人灵感的讲座 

学习栖息，物种，濒危及保护

莎士比亚工作坊

了解莎士比亚时期英语，表演
一个戏剧场景  

学术英语工作坊

学习书写论文和锻炼批判性思
维 

英国运动领袖课程，第一场

理解领袖风格，开发主动性和
交流能力

参观英国绿色中心

攀登进入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内
部，参观世界上最快的风动力
汽车，制作一款你自己的迷你
发动机

英国运动领袖课程，第二场

开发组织能力并领导你自己的
团队运动项目 

牛津大学一日游

包括参观哈利波特电影拍摄所在学院

自由观光和购物

寻宝挑战 

小组合作寻找线索，赢得奖励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大学申请 交流技巧 领导力
&团队合作

思维技巧 创造力 学习技能 自信心
&韧性

学科延伸 学术英语 文化领略 个人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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