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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tudy Abroad Program

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plus 学分项目

项目概览

项目名称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tudy Abroad Program

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plus 学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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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内容

该项目由宾夕法尼亚大学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s 和 College of Liberal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LPS)学院共同举办，为学分课程，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和语言水平，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大

学大学学习 8 个月或 4 个月。

项目特色

【走进名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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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学】该项目不仅包括学分课程，还包括英语学术课程，帮助学生顺利适应美国大学教学。

【全球视野】该项目将帮助学生拓展国际视野、尝试从国际角度看待分析问题。

【本校资源】参加项目的学生与本校学生一起上课，待遇资源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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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学生不会超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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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日程

Full Program (8 months)

学期 课程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

夏季和秋季学期 2018 年 4 月 25 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2018 年 3 月 1 号

秋季和春季学期 2018 年 8 月 29 日——2019 年 5 月 14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Accelerated Program (4 months)

学期 课程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

秋季学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2018 年 7 月 1 日

结业证书 项目结束时，学校会发放结业证书和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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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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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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课程安排

项目对比

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plus 学分项目根据时长划分为 full program 和 accelerated program。

Full program Accelerated Program

项目时长 8 个月 4 个月

项目组成 Part one & part two 仅 part two

语言要求 托福 iBT 不低于 74 或雅思不低于 6 托福 iBT 不低于 87 或雅思不低于 6.5

Part One

简介

Part one 为“Academic English and Research Skill Development”，每周上课时间约 22 小

时，由以下课程组成：

1.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instruction】: 每周上课时间约 20 小时。

2. 【Global Citizen course】: 该课程名称为“Society and Culture: Research, Reporting, and

Reflection。每周上课时间约 2 小时。课程涉及如何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如何采访被调查的对象以

及如何有效的分析数据等。该课程要求学生将调查结果整理为书面报告并做 presentation,并将整

个过程记录在自己做的网站上。近期该项目的调查主题有 2 个，分别为：

 American at home, at work, and at play （2 months)

 Research concentration in line with your Global Citizen track of Policy,

Sustainability, or Culture (2 months)

Part Two

简介

Part Two “Academic Credit Study”，该部分每周上课时间约 18 个小时，由以下课程组成：

1. 【undergraduate credit course】：每周上课时间约 3 小时。学生将从 College of Liberal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LPS)学院的课程中选择一门学分课程进行学习。可选专业广泛，如人类学、

神经科学、生物学、经济学、英语文学、数学、音乐、哲学、物理、心理学及各小语种等。

2. 【academic support course】每周上课时间约 5 小时。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解决在学分课程

上遇到的学术困难以及指导学习如何进行高效的有效学习。

3. 【research paper writing】每周上课时间约 5 小时。该课程将指导学生如果选择研究课题，

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以及如何正确的引用参考文献。

4. 【English language electives】：每周上课时间约 5 小时。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英语交流

能力。共 2 门，每门课程时长 7 周。

课程表（样本）

Part One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8:00-10:00 700-level All Skills Core Course
700-level

All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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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1:00 Academic Vocabulary

1:00-2:00 Reading Academic Texts

2:30-4:30 Global Citizen Course (2 hours per week)

Part Two

Time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10:00-11:00 Listening to Lectures

11:30-12:20 Research Paper Writing

1:30-3:00 Skills for Success at US Universities

5:00-7:00 Credit Course

校园生活

校园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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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生活

该项目会统一组织安排课外活动，并且很多活动是免费的，如组织学生参观费城著名的景点，如

富兰克林科技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独立宫、自由钟等。往期组织的活动主要包括:

【文化活动】该项目会定期统一组织文化体验活动，如参观费城各大博物馆或观看经典影片，帮

助学生更多的了解美国生活和文化。

【社会实践活动】该项目会组织学生前往周边城市游玩，如纽约、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等。

【学生中心】学生中心是学校 ELP 语言中心的学生活动场所，在这里有免费的咖啡和茶点，在这

里，可以结交新朋友、和语言伙伴练习口语。

独立宫 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

项目须知

住宿

及

餐饮

项目主办方将根据实际住宿情况为学生安排住宿。参加项目的学生一般入住寄宿家庭或学校宿舍。

餐费学生需要自行解决，人均每日餐费约 20-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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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家庭内的冰箱、洗衣机和无线网络是可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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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宿舍】学校宿舍一般为双人间，为公寓的形式，一个公寓套房内两三间卧室，一个卧室住

两个人，每个人有独立的单人床、书桌、椅子和衣柜，而客厅和卫生间是共用的。餐费学生需要

自行解决，人均每日餐费约 20-3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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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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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学生自行支付，未包含在项目费用中。因签证产生的国内交通、住宿费

用由学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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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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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A 建议不低于 3.0

Full Program: 托福 iBT 不低于 74 分或雅思不低于 6 分

Accelerated Program: 托福 iBT 不低于 87 分或雅思不低于 6.5 分

项目费用

Full program (8 months) 项目费：美元 24,798。

Accelerated Program (4 months) 项目费：美元 14,168。

项目费包含：学费、国际学生费、项目申请费、学校医疗保险费、海外保险费、材料国际邮费、

接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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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超重费、个人购物消费及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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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报名表（确认报名后由主办方发送给学生填写）

大学成绩单扫描件 1 份

TOEFL 或 IELTS 扫描件 1 份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及扫描件各 1 份

资助证明扫描件 1 份（确认报名后由主办方发送给学生填写）

报名流程 填写报名表，并发送至主办方报名邮箱：bjdq@xf-worl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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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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联系方式

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plus 学分项目遴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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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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 plus 学分项目报名表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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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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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e 项目选择（请打“√”选出您想申请项目）

Full program

(8 months)

（ ）夏季和秋季学期 2018 年 4 月 25 日——2017 年 12 月 20 日

（ ）秋季和春季学期 2018 年 8 月 29 日——2019 年 5 月 14 日

Accelerated program

(4 months)

（ ）春季学期 2018 年 1 月 3 日——2018 年 5 月 8 日

( )秋季学期 2018 年 8 月 27 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Part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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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申请者通讯信息（中文填写）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 号 微信号

居住地址 （请认真、完整填写长期居住、生活的地址，具体到路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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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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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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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保证以上信息皆属实。 本人签名：

签名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