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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学术发展系列课程 (CADS) 由 
河南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英中发展中 
心打造 , 由剑桥大学语言中心、剑桥大 
学工程系以及剑桥大学各院系教授、讲 
师提供专业课程 , 旨在为中国一流高校 
学生提供赴剑桥大学学习、交流和全面 
提高的机会。
     其中，“剑桥学术发展系列课程 -
人文商政类”(Cambridge Academic 
Development Seminar-Humanities)
主要涵盖了剑桥大学商学院商业课程及
实践、人文艺术课程、专业英语、申请
文书培训、申请经验交流、录取官见面
会、著名企业参访。为学员了解国外教
育、申请国外名校、结识名校导师做准
备。
      此外，项目还安排了丰富的课余活
动，足以让学员阅尽泰晤士河两岸的风
华，领略剑桥牛津智慧之源的深邃。歌
剧魅影、帝国遗踪、科学历史、人文情怀，
让学员不止有读万卷书的收获，更有行
万里路的启迪。

剑桥大学人文商政学科简介

剑桥大学简介

剑桥 —— 纵 横 古 今 上 下
八百年的历史，声名显

赫令世界仰止的大学。剑桥大
学 位 于 古 朴 美 丽、 隽 永 宁 静
的剑桥镇，著名的康河横贯其
间，金柳泛舟，碧波荡漾。她
拥有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 （共计 89 位），群星灿烂、
名人汇聚。牛顿、培根、达尔
文在这里点亮科学的智慧之源；
麦克斯韦、汤姆逊、卢瑟福在
这里跨越物理的学术巅峰；沃
森、克里克、霍金在这里开启
宇宙的生命之门。

李光耀、甘地、拜伦、华罗庚、
徐志摩……古今中外多少英杰
曾将他们的梦想托付剑桥。剑
桥大学采用学院制，拥有 31
个学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风
景秀美的剑桥。每个学院都有
各自的风格和独立的个性。在
纵横人类文明八个世纪的长河
里，一串串如雷贯耳的名字令
剑桥大学熠熠生辉，如同剑桥
校训所说，这里是启蒙之所，
这里是智慧之源。

剑桥大学在人文商政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常年以来一直受到国际范围的推崇和认
可。传统但绝不封闭，严谨而充满自由，人文艺术和人文社科两大学部无疑是剑桥
精神的集中体现。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和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研究中心，
剑桥在人文学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传统优势，俯仰即是的历史遗存，星罗棋布的
宗教建筑，都在诉说着这座古老学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众多现代人文
商政学科的崛起，又将剑桥人文学科的发展带向了新的高度。

课程代号
CADS-HUM

时间
课程持续两周

招生要求

品学兼优，英语优秀的商科及人文社科
类专业学生

开班人数
不超过 30 人

主要特色
剑桥大学官方认证结业证书、学业报告
剑桥大学人文商政学科核心课程
剑桥大学语言中心精品课程
世界知名企业参访
剑桥大学招生解密
剑桥大学独特的小组辅导制度 (Supervision)
剑桥学子全程结伴
经典英伦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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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师资授课
剑桥大学老师及英国各界名流为学员授课，
确保学员接受高质量的培训课程。

招生负责人招生解密
邀请剑桥大学招生部门的负责人为学员详解
申请剑桥大学的政策及各种小窍门。

奖学金
课程当中表现优异的学员将获得由组织方颁
发的奖学金及证书。

国际顶级企业参访
学员将深入走访国际顶级企业及相关机构，
如 BBC 及 Bank of England, 了解公司的经
营理念、产品情况以及人才战略等信息。

官方认证的结业证书
与一般短期交流项目不同，我们将在课程结
束后授予 CADS 的每位学员一份珍贵的剑
桥大学官方结业证书及学业报告。结业证书
及学业报告均受欧美著名高校及企业认可，
申请留学或工作时若需要原件，项目可安排
寄送给相应高校及企业。

剑桥学子全程结伴
项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剑桥学子将会全
程结伴，为小伙伴们提供学习及生活上的帮
助和指导。项目力图促进国内学子们与剑桥
的杰出青年建立长期可持续的珍贵友谊和联
系。

* 课程期间，还将提供泛舟剑桥，酒吧咖啡，人文之旅，莎士比亚戏剧鉴赏，品酒课程，歌剧魅影，英

式下午茶，社交舞会等原汁原味的剑桥英伦文化体验。

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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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院系授课

剑桥商学院（Cambridge Business School）

CADS-HUM 部分专业课程将在剑桥大学 Judge 商学院的教室
中授课，同学可以感受原汁原味的剑桥学术氛围。

语 言 课 程 将 在 久 负 盛 名 的 剑 桥 大 学 语 言 中 心（Language 
Centre）授课，同学们将可以在雅思（IELTS）的发源地接受
全世界一流的英语语言教育。

此外，剑桥大学拥有 31 个学院，各个学院都有其源远流长的
历史和多姿多彩的建筑。CADS 项目也将会有部分课程安排在
各个学院的 Hall 中。能在这些凝结着历史印记的建筑里上课，
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和弥足珍贵的回忆。

西方艺术史等课程将在剑桥大学艺术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教室中授课，学生将可以近距离，在该系老师
的讲解下欣赏系藏的精美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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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各个学院（Colleges）

剑桥大学艺术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雅思发源地剑桥语言中心（Language Centre）

剑桥大学独特的小组辅导制度
剑桥大学小组辅导制度 (Supervision)，被
认为是剑桥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一直领先全
球的基石。该制度为小班辅导（师生比甚至
达到 1：3），是剑桥教学的一大特色，也
是剑桥教育的精髓。项目将会为学员们提供
Supervision 来辅导大家的学业。



上午 上午下午 下午

伦敦希斯罗机场接机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
课程 I——

金融经济学原理

系列讲座——
剑桥创业家成功及失败

经验分享

剑桥大学学院游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
艺术课程 ——

IV 揭示音乐的结构

伦敦希斯罗机场送机

Welcome Party
     欢迎入住

Eagles Bar（DNA 双
螺旋结构公布地）

体验英国纯正酒吧文化

系列讲座——
欧罗巴文化
及品酒理论

实践：
名酒鉴赏

系列讲座——
剑桥大学历史文化及

申请留学解密

晚上 晚上

学业小组辅导
(Supervision) —— 

实况演练

具体安排可能因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具体安排可能因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剑桥大学 Language 
Centre 语言课程——
Presentation Skills (1)

观赏剑桥小剧院
经典剧目

Fitzwilliam

剑桥大学 Language 
Centre 语言课程——
Academic Writing (1)

剑河泛舟撑船

学业小组辅导
(Supervision) —— 

导师反馈

剑桥大学 Language
Centre 语言课程——
Academic Writing (2)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
艺术课程 III——

红楼梦另类解读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
课程 III——
股票期货市场及评估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
艺术课程 II——
中国唐代史 ( 金庸的博
士导师主讲 )

学业小组辅导
(Supervision)—— 

内容选材

学业小组辅导
(Supervision) —— 

选题指导
自由活动，惬意下午茶

剑桥大学正式晚宴
（Formal Dinner）
结业证书颁发仪式

汇报演讲，教授评审

系列讲座 ——
领导学和时间管理学

日期 日期

Bicester（英国最大
outlet）体验

牛津游览 中式晚餐

伦敦游览，大英博物
馆 / 国家美术馆，泰
晤士河，伦敦眼，大

本钟，白金汉宫

伦敦参访 BBC / Bank 
of England

中国城晚餐，皇家剧院
著名剧目：歌剧魅影

参观剑桥大学人文艺术
系所及天文系等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
课程 II——

博弈论

剑桥大学精品法律
课程——

英国司法体系

Salsa Club
社交舞会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
艺术课程 I——

西方艺术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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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范例 行程范例

Day 1 Day 8

Day 2 Day 9

Day 3 Day 10

Day 4 Day 11

Day 5 Day 12

Day 6 Day 13

Day 7 Day 14

剑桥大学 Language 
Centre 语言课程——
Presentation Skills (2)



课程一览之二 
精品语言课程
(13 学时 )

课程一览之一
经典人文课程及讲座
(38 学时 )

剑桥历史和文化讲座 (7 学时 )

创新创业讲座（4 学时）

品酒课程，名酒鉴赏 (3 学时 )

Academic Writing (5 学时 )
Academic Writing – 学术写作
CV & Personal Statement – 申请简历、个人陈述打造

Presentation and Public Speaking (5 学时 )
Discussing Skills – 研讨技巧
Presentation Skills – 演讲技巧

剑桥大学人文商政精品课程 (24 学时 )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课程 I——金融经济学原理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课程 II——博弈论
剑桥大学精品金融商业课程 III——股票期货市场及评估
剑桥大学精品法律课程——英国司法体系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艺术课程 I——西方艺术史概论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艺术课程 II——中国唐代史 （金庸的博士导师主讲）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艺术课程 III——红楼梦另类解读
剑桥大学精品历史人文艺术课程 IV——揭示音乐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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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Presentation (3 学时 )



课程一览之三
企业及研究所参访

BBC
英国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也是世界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BBC
虽然是接受英国政府财政资助的公营媒体，但其管理却是由一个独立
于政府以外的 12 人监管委员会负责。BBC 目前经营多条电视及广播
频道，以数十种语言作全球广播。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简称 CUP）隶属
于英国剑桥大学，成立于151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
如今，该出版社每年有 2000 多种印刷版和电子版出版物面世，是世
界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出版社之一 , 出版领域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
会科学及医学各个学科。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自 1694 年以来作为英国的中央银行，对英国国家的货
币政策负责。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中央银行，为各国中
央银行体制的鼻祖，是全世界最大、最繁忙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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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文化

剑桥学院
剑桥大学是一所书院联邦制大学，由 31 所
自治独立的学院组成，风格各异的各个学院
经济上自负盈亏；剑桥大学负责生源规划和
教学工作，而各学院负责学生课余生活，其
内部录取要求各有不同，在历史中沉淀出各
自的风格和独立的个性，其中以三一学院和
国王学院最富盛名。

泛舟剑河
在充满柔情的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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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做的事情之一。在清澈宁静的剑河之
上，一叶扁舟，悠然平躺，看沿途错落的各
个学院，或巍峨、或妩媚、或精致、或典雅，
诉说着多少美丽的故事。

社交舞会
与剑桥师生一同参加英伦社交舞会，体验童
话世界中王子公主的美丽邂逅，感受原汁原
味的英伦风情，结交热情开朗的剑桥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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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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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朴的传统长桌两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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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英国传统食物。

老鹰酒吧
“这里，醉倒了多少传奇。”作为剑桥最著
名的酒吧，沃森和克里克在这里宣布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解开生命之谜。二战
时期，这里是英美飞行员的避难所，他们用
打火机和蜡烛在天花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
部队编号，踏上殉国之路。几百年来，无数
剑桥学子汇集在这里，碰撞出点亮人类文明
的智慧火花。

格兰切斯特茶园
在格兰切斯特茶园喝英式下午茶，谈天说地，
是剑桥学生最爱的休闲活动。这里独立宁静，
幽雅舒适，几百年间，原封未动。这里是诗
人拜伦，布鲁克，徐志摩曾经居住的地方，
这里是哲学家罗素，小说家福斯特，画家奥
古斯塔斯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教堂时钟停
留在那首著名的诗“牧师古宅，格兰切斯特”
写成之日，在这个神奇的茶园里，时间是静
止的。

歌剧魅影
作为“史上最成功的音乐剧”，在这部折射
着后现代魅力的剧作中，巧妙的戏中戏令观
众徘徊于现实与虚幻之间。与演员在剧院中
一起追逐魅影，整个剧院，台上台下、四面
八方响起了魅影的声音，使观众置身其中，
因为那句“我在这里”似乎就在他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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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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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与签证
机票：请查询各大航空公司当天票价。
签证：录取学生会收到官方邀请函。我们将安排专人指导录取学生的签证事宜。

总费用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两周课程培训。包括剑桥大学人文商政课程，实用讲座，每周的专业英语培训
课程，剑桥招生解密课程，奖学金申请指导，小组辅导，创新创业课程，品酒课程，课程
材料结业证书，教学实践场地费用，图书馆，自习室与会议室等设施的租用等费用。
此部分费用为 19000 人民币（RMB）。

第二部分平时生活社交费用。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接送机，全程剑桥住宿，14 天早晚餐，
欢迎礼包（英国本地手机卡内含套餐及话费，精美文具，地图等），剑桥各大学院游览，
欢迎晚宴，剑河泛舟撑船，舞会，伦敦游览交通，牛津各大学院游览，结业正式晚餐，每
日 24 小时安全及管理，清洁，剑桥伦敦火车票及全部交通等费用。
此部分费用为 10800 人民币（RMB）。

总计29800 人民币（RMB）

项目详情、往届纪录片及学员专访等详见项目网站：www.cudc.info

http://www.cudc.info


近期项目结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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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S-HUM
往届活动回顾



更多精彩照片，请查阅
www.cudc.info/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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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源于领悟
Insight Inspires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