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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stitute for Academic Studies Program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术英语课程

项目概览

项目名称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stitute for Academic Studies

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术英语课程

主办单位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语言项目

XIANGFEI Global Education Group

环球翔飞教育集团

项目特色

【感悟名校】亲身体验美国私立长春藤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为以后出国深造积累经验和见识。

【小班授课】每个班级约 8-14 人，保证每一位学生在课堂都有足够的英文交流时间。

【活动丰富】学校统一组织课外活动，组织学生领略费城和周边城市的独特风采。

【文化多样】每年约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 2000 学生参加该项目。文化和背景的多样性有利于加

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并拓展国际视野。

【沃顿商学院讲座】往期的 IAS 项目邀请到沃顿商和其他学院的教授前来举办系列讲座

【安心服务】专业服务，让留学变简单，让参与者及家人安心

项目日程

团别 课程时间（课程开始时间——课程结束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

A 班 2018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7 月 27 日 2018 年 5 月 11 日

B 班 2018 年 8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27 日 2018 年 6 月 15 日

备注：需在课程开始前 1 天到达学校所在地，并在课程结束后 1 天离开。

宾夕法尼亚

大学简介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成立于 1740 年，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本杰明·富兰

克林创立的一所私立综合性大学。该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是美国著名的“常春藤”

名校之一。该校共有 15 位教授及校友荣获过诺贝尔奖。现在全校共有 41 名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和近 40 名国家科学院院士。

沃顿商学院

简介

沃顿商学院创立于 1881 年，是美国的第一所商学院。沃顿在商业实践的各个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

响。它的商业教育模式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中处处强调领导能力，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沃顿商

学院拥有 18 个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包括：领导力和应变管理、创业管理、电子商务和商业改革等。

学校排名

及

学校荣誉

 2018 年 USNEWS 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第 8 名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9 名

 2018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第 10 名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各个学科中，商科、通讯科

学、牙科、药学、护理等专业排在全美前 5 位；

法学排名全美第 7 位；教育学、社会学排名全美

前 10 位。

 1765 年成立第一个成立医学院；

 1881 年创建第一个商学院；

 1896 年成立第一个大学心理诊所;

 1946 年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多用

途计算机“ENIAC”；

 1992 年成立第一个人类基因治疗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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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程安排

Institute for Academic Studies（IAS）学术英语课程

适合学生 对英语及西方文化感兴趣，想全面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注重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课程简介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课，每天上课约 4 小时，每周学习时间约 20 小时；周末可自由安排。

【必修课程】必修课程有 1 门，为 Philadelphia in a Global Context。

【选修课程】学生需要从以下 6 门选修课中选择 2 门进行学习。

 Communications

This course examines how onlin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language, identity, and

relationships. You will explore topics in social network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crisis

manage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al-life case studies from politics, business, and

entertainment. In a final project, you will participate in a formal panel discussion to

present a synthesis of your research.

 Marketing

How do companies continue to succeed in the face of intense competition?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begin by examining how some companies build and sustain consumer brand

loyalty. Then, you will focus on gamification, a content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uses game

elements to attract and engage consumers. You will improve you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by participating in critical and analytical discussions as well as by creating and

delivering a group presentation.

 Leadership

Through analysis of some of the world’s highest-performing CEOs and their leadership

styles, you will learn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important influencers.

You will explor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ith a focus on how teams develop, learn, and

achieve success together and the ways in which leaders emerge. You will present yourself

as a leader in a final speech by incorporating effective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novation & Technology

How a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haping the world today and how will they affect our

lives in the future? This course investigates these questions by exploring how today's top

innovators are engineering the future in fields such as robotics and nanotechnology. You

will develop skills for describing complex concepts in concise academic language and

deliver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presentations on technologies of your choice.

 Resiliency

What can you do to increase your well-being and become a more resilient person? This

course introduces you to the growing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examines several

of the field’s key concepts, including signature strengths, positive emotions, resiliency,

and grit. You will give several presentations in which you demonstrat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and how the concepts relate to your own life.

 Sustainability

In the sustainability elective, you will develop a critical awareness of the global issue of

limited resources and expanding needs. Through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examples of sustainable, as well as unsustainable, practices, you will examine the soci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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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eoples' choices. Through informative videos

and purposeful discussion, you will ultimately decide what you, in your community, can

do about this urgent matter.

课外活动

【讲座安排】往期项目都安排沃顿商学院、管理学院等学院的讲座。

【文化体验】每周学校会安排统一的文化体验活动，约 3 到 5 小时，主要为文化景点参观、社会

文化实践、实地考察等。具体活动安排和课程表学校会在项目开始前一周通过邮件告知学生。

IAS

课程表（样本）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8:30-9:20 Elective 1

9:30-10:20 Elective 2

10:40-12:30 Philadelphia in a Global Context

1:30-4:00 Academic,Social,or Cultural Activity

校园生活

校园设施

参加项目的学生持学生卡可以使用校园内的大部分资源，包括图书馆、体育馆等。校园内有无线

网络覆盖。该项目包含学校的医疗保险，具体的使用方法，学校会在开学后详细介绍。

课外生活

学校会统一组织学生参观费城某些著名的景点，如富兰克林科技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独立

宫、自由钟等。学生中心还会推出一些学生自主游玩项目，让学生能够以优惠的价格去纽约或华

盛顿特区等邻近的城市旅行。

独立宫 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

项目须知

【学校宿舍】房型以 Housing 网站显示为准，费用约每个月 1000-12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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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寄宿家庭为单人间。大部分寄宿家庭离学校都比较近，乘公共交通到学校约 30 分钟。

寄宿家庭提供一小部分餐食，一般为每日早餐及一周三次正餐。寄宿家庭内的冰箱、洗衣机和无

线网络是可以使用的。费用约每个月 900 美元。

结业证书 项目结束后，主办方会为学生出具成绩单，并颁发结业证书。

美国境内交通 交通费用由学生自理，学生可办理当地的交通卡以节省交通费。

通信及网络 学生可自费办理美国当地电话卡，或开通国际漫游，主办方可提供咨询服务。

海外保险 由主办方统一为学生购买，包含学校的医疗保险和境外保险。

签证
该项目需要美国 F-1 学生签证，主办方会协助学生办理签证，签证费及美国国土安全部门收取的

200 美元 SEVIS FEE 不包含在项目费用中。

国际机票 主办方可以协助学生预定机票，机票费用学生自理。

接机 该项目将安排从费城国际机场到住处的统一接机。

申请条件

全日制在读大学生，年满 18 周岁

身心健康，品行端正，适应力强，能独立处理学习、生活事务

能够且必须提供本人的真实资料，如有拒签记录等特殊情况须如实告知

家庭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能够提供所需费用及经济担保

托福 iBT 不低于 57 分或雅思不低于 5.5 分

若无上述英语成绩，需在正式报名后参加学校的在线语言考试，考试合格后可认定为语言达标。

项目费用

项目费：4588 美元

项目费包含：学费、国际学生费、项目申请费、学校医疗保险费、海外意外保险费、接机费、材

料国际邮费等。

项目费不包含：住宿费、国际往返机票（原则上统一订票）、签证费、SEVIS FEE、餐费、交通费、

行李超重费、个人购物消费、其他“项目费”以外的费用。

申请材料

个人身份证、护照扫描件各 1 份

大学成绩单扫描件 1 份（英文版）

TOEFL 或 IELTS 扫描件 1 份

银行存款证明 1 份（报名后由主办方提供存款金额）

资助人证明 1 份（报名后由主办方提供模板）

项目报名表 1 份

报名流程

填写报名表，并发送至主办方报名邮箱：bjdq@xf-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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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项目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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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机票确认后，缴纳机票款项；

行前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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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联系方式

宾夕法尼亚大学项目遴选中心

报名邮箱：bjdq@xf-world.org

咨询电话：010-80698305-812；13681049711

官方网站：http://duanqi.xf-world.org/

国内合作院校推荐名额请咨询各指定校外事处、各院系或其他学校指定部门

报名表 请填写附件中的报名表并发送至报名邮箱。

mailto:bjdq@xf-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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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术英语课程项目报名表

填写说明：请务必确保所有信息真实并填写完整

请用“√”选出您想申请项目：

学术英语课程 IAS A 班（ ） IAS B 班（）

Part 1 申请者身份信息（中文填写）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月/日 性别

英文名 若有 国籍 出生地 民族

宗教信仰 身份证号 有效期 年/月/日

Part 2 申请者旅行证件信息（中文填写）

护照号 有效期 年/月/日 签发地 旧护照号 若有

有效签证 （请填写目前持有的所有有效签证的国家、类别、有效期，如美国，B1/B2，2025 年 1 月 1 日）

拒签历史

及理由

Part 3 申请者学术信息（中文填写）

在读学校 院系 入学年份

专业 绩点 绩点 / 满分 学制 2/3/4/5 年

在读学历 本 / 研 年级 CET4 成绩 CET6 成绩

TOEFL 成绩 小分成绩 听力 / 阅读 / 口语 / 写作 考试时间 年/月/日

IELTS 成绩 小分成绩 听力 / 阅读 / 口语 / 写作 考试时间 年/月/日

Part 4 申请者通讯信息（中文填写）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号 微信号 （部分项目期间，带队老师会通过微信与学生交流）

居住地址 （请认真、完整填写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址，如学校宿舍或家庭地址） 邮编

邮寄地址 （请认真、完整填写以便邮寄录取信等重要材料） 邮编

紧急联络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关系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居住地址 （请认真、完整填写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址，如家庭或单位地址） 邮编

Part 5 申请者健康信息（中文填写）

整体状况 （请描述自己目前及长期以来的身体状况，是否健康，是否有残障等）

重大病史 （请说明自己是否曾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哮喘、骨折等重大疾病或伤患）

用药需求 （请说明自己是否需要长期服用中西医药物，是否需要常备某种药物）

食物过敏 （请描述自己是否对某种或某类药物有过敏反应，如阿司匹林、青霉素等）

环境不适 （请描述自己是否容易在某种环境中感到不适，如花粉、强紫外线等）

其他事项 （请补充其他你希望项目主办方了解的信息，以便我们更好地保障你在项目期间的安全）

本人签名：

签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