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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

国家：澳大利亚

•

区划：新南威尔士州
城市：悉尼（首都）

University Rank
•
•

QS 2017 全球 #50
QS世界大学毕业生竞
争力#4，荣登澳大利
亚榜首

Great Majors

“

•

商科类

•

法学

•

医学

悉尼大学是大洋洲第一所大学，位于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悉尼的市中心，是

澳大利亚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之一，拥有世界顶级的学院和专业，以卓
越的学术成绩和优异的课程品质享誉海内外。
悉尼大学的研究水平非常雄厚，建校160多年来，学校培育了无数优秀的毕业
生，包括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数届澳大利亚总理、奥斯卡奖得主，以及澳大利
亚第一位宇航员。悉尼大学的发明包括心脏起搏器、黑匣子、真空玻璃、WIFI无
线网络技术等，为世界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Intro. To Program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

【主办单位】悉尼大学英语教育中心
【项目课程】本项目提供领导力和创新创业的课题研究及讲座
【项目成果】项目结束时，学生将获得悉尼大学提供的项目证书
【课外体验】蓝山、达令港、悉尼大桥、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参观等景点
【食宿安排】餐饮自理（约20~30澳币/天）学生宿舍或3星级以上酒店
【签证保险】本项目含海外保险，澳大利亚600短期访问签证，签证费自理

Timetable
项目开始

2018/07/22
7/22抵达悉尼
项目结束

2018/08/03
8/4离开悉尼
报名截至

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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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Detail
【专业拓展】该项目的学习内容是研究领导力和创新创业课题，学生
们参加悉尼大学课程和讲座，以获得更多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
【本校资源】所有课程、讲座均由悉尼大学任课教授、教师亲自讲授，
感受世界顶尖的学术理论和教育理念，学生更可以享用世界一流大学
的教学、生活设施，参与学生活动
【寓教于乐】在学习的同时，学生会参与各项活动体验悉尼的生活，
在充满乐趣的同时获得更多更深层次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拓展视野

Program Overview
The English for Global Leader
The English for Global Leaders Program at the Center for
English Teaching aims to enhance participants'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global competency through a mix of
innovative pedagogies, global competence training and
guest speaker seminars from University of Sydney expert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makes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ferent form managers? In this class, we first
define what ar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econd,
we explore several strategies that you can use to come up
with nove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rogram Activities
ü 蓝山（Blue Mountains）一日游、悉尼城市游览
ü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参观、参观博物馆（Australian Museum）
ü 达令港游览（Daring Harbour）、悉尼水族馆游览
ü 悉尼大桥 (Sydney Harbour Bridge)
ü 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
ü 漫步于海岸步行道 (Bondi To Coogee Walk)
•

除蓝山一日游，其余都为可选项活动。可选项活动请同学们具体参照
学校通知，以实际行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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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ning

Afternoon

July 21（六）

出发前往悉尼

July 22（日）

抵达悉尼

入住酒店，破冰交流，BBQ晚餐

July 23（一）

项目欢迎会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悉尼城市游览 可选项

July 24（二）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校园参观，校园寻宝，互动型团队建设

July 25（三）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参观 可选项
达令港游览（DaringHarbour）可选项

July 26（四）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漫步于悉尼大桥(Sydney Harbour Bridge)
可选项

July 27（五）

新南威尔士大学访问 可选项

悉尼水族馆游览 可选项

July 28（六）

蓝山（Blue Mountains）一日游

July 29（日）

自由活动

July 30（一）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参观博物馆（Australian Museum）可选项

July 31（二）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漫步于海岸步行道(Bondi To Coogee Walk)
可选项

August 1（三）

悉尼大学领导力课程

自习，准备课题发表

August 2（四）

项目演讲，结业典礼

项目欢送会

August 3（五）

登机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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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Detail
【住宿】学生宿舍或3星级以上酒店
【出行】项目包含20澳币当地交通卡
【通信】学生需自费办理当地的电话
卡，主办方可提供咨询服务
【保险】海外保险由主办方统一购买

指定接机地点和时间

SYD@10:00am-12:30am

Program Fee

费用包含

澳元/AUD

学费、住宿费（含住宿申请费）、项目申请费、境外意外伤害保险
费，接送机费等。

$4500

费用不含
餐费、学生在海外购物或者自由活动产生的费用、项目期间的公共
交通费用、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等。

Qualification
项目

GPA

非学分

-

托福
-

Material List
•

项目报名表1份

•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1份

•

护照扫描件1份

•

住宿登记等所需材料将在报名后另行通知

雅思
-

遴选要求

CET-4
-

•

全日制在校生

•

有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