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级:

10 – 12

日期：

6月29日-7月26日

4周 – 27个晚上

项目地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洛杉矶

上课时间：

• 1门主修课 – 每周6个上午

• 1门工作坊 – 每周3个下午

语言要求：

英文

住宿：

学生宿舍，共享公用设施。

活动亮点：

• 观看洛杉矶道奇队比赛

• 参观著名博物馆和景点：好莱坞环球影城、
盖蒂博物馆、加州科学中心、拉布雷亚沥青
坑化石博物馆、好莱坞星光大道

• 圣莫妮卡和马里布海滩

• 好莱坞露天剧场

用餐：

包括每日早餐和晚餐

交通：

• 包括项目安排的所有活动

• 包括机场接机和送机

学费：8，450美元

课程

表演艺术

建立个人品牌（研讨会）

商业和领导力

传播：市场营销与传媒

移动APP设计

工程

电影制作

电影业

摄影（工作坊）

心理学

编剧

运动医学

了解完整的课程描述，

请访问 www.oxbridgeprograms.com

项目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标志性的校园，每天的日程结合了学术

提升、文化体验和丰富的体育活动。 学生可任选一门主修课和工作坊，

浸泡式地学习和探究自己的专业领域，如电影制作、运动医学和电影

业等。 项目的活动主管把洛杉矶设计成了一个绝佳的天然课堂，让学

生们开心而安全地融入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学生们将观看道奇队比

赛、参观著名的影视制片厂、体验好莱坞星光大道、或在比佛利山庄

的咖啡店偶遇名人明星。学生也可以选择参加大洛杉矶地区的知名大

学（包括南加州大学和佩珀代因大学）的访校活动，加入大学招生部

安排的校园参观和和信息分享。还有非常棒的 -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还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健身房和奥林匹克规模的室外游泳池。

OXBRIDGE AT UCLA 洛杉矶项目



年级:

7-8

日期：

7月5日-7月25日

3周 – 20个晚上

项目地点：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洛杉矶

上课时间：

• 1门主修课 – 每周5个上午

• 1门工作坊 – 每周3个下午

语言要求：

英文

住宿：

学生宿舍，共享公用设施。

活动亮点：

• 观看洛杉矶道奇队比赛

• 参观著名博物馆和景点：盖蒂博物馆、格里
菲斯天文台、加州科学中心、拉布雷亚沥青
坑化石博物馆、好莱坞星光大道、迪斯尼乐
园

• 圣莫妮卡和马里布海滩

• 好莱坞露天剧场

用餐：

包括每日早餐、中餐和晚餐

交通：

• 包括项目安排的所有活动

• 包括机场接机和送机

学费：6，450美元

课程

实拟虚景和游戏设计

创意写作

摄影、设计和新媒体

心理学

讲演于辩论

科技与社会

了解完整的课程描述，

请访问 www.oxbridgeprograms.com

项目设在以世界上最好大学校园之一而著称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初中学生将有最好的机会体验Oxbridge学术课程和大学生活。在为期

三周的课程中，学生将住在洛杉矶分校现代化的Sproul Landing / Cove

宿舍楼，每天上午有主修课，下午参加工作坊或者研讨会。课程包括

实拟虚景和游戏设计、科技与社会以及创意写作等。学生可以充分利

用校园内的资源并参加如游泳、运动、桌游、电影之夜等活动。他们

将去海滩旅行，在专家带领参观博物馆，以及前往迪斯尼乐园和环球

影城做课外考察。洛杉矶预备项目为初中学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预备

体验，他们不仅将开始思考自己的大学前景，而且将在洛杉矶度过一

个快乐而难忘的夏天。

OXBRIDGE AT UCLA PREP 洛杉矶预备项目



年级：1期

9 - 12

年级：2期

9 - 12

日期：双期： 6月25日 – 7月22日 4周

1期：6月25日–7月8日

2周 – 13个晚上

2期：7月9日-22日

2周 – 13个晚上

项目地点：

哈佛大学法学院

剑桥，波士顿

上课时间（2周一期）：

• 1门课程

• 每周6个上午和3个下午

语言要求：

英文

住宿：

学生宿舍，共享公用设施。

活动亮点：

• 参观著名博物馆和景点，包括波士顿公共图
书馆、美术馆、芬威公园（波士顿红袜队的
主场）、自由之路、交响音乐厅、保诚大厦
的中心之顶、新英格兰水族馆、和棒球场

• 美食游（法尼尔厅、意大利和昆西市场）

• 大学申请工作坊

用餐：

包括每日早餐和晚餐

交通：

• 包括项目安排的所有活动

• 包括机场接机和送机

学费：8，795美元双期

单期：5，100美元

课程

大学申请训练营 （仅开设在第二期）

经济学

政府与政治

国际法

医学

移动APP开发

神经心理学

了解完整的课程描述，

请访问 www.oxbridgeprograms.com

波士顿项目是为9-12年级学生设计的学术课程，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

桥市，相邻波士顿。项目两周一期，师资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

大学以及塔夫茨大学；学生可任选一门课程，如神经心理学、政府与

政治以及国际法等。学生们将通过各种丰富的活动来探索和感受波士

顿多彩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包括沿着自由之路探访波士顿自独立战争

以来的历史遗迹，参观美国最古老棒球场之一的芬威球场（红袜队的

主场），在查尔斯河上划独木舟等。项目将组织访问大波士顿地区的

名校，让学生们体验式了解美国大学；也将邀请剑桥最优秀的学者和

专家举办特邀嘉宾讲座，和学生们探讨商业、新闻和科学领域的热题。

波士顿项目不属于哈佛大学及其学院，也不受其控制或监督。

OXBRIDGE IN BOSTON 波士顿项目



年级：

9 - 12

日期：

6月29日–7月26日

4周 – 27个晚上

项目地点：

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

上课时间：

• 1门主修课-每周6个上午

• 1门工作坊-每周3个下午

语言要求：

英文

住宿：

学生宿舍，共享公用设施。

活动亮点：

• 大学访问（耶鲁大学、布朗大学、纽约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 夏季大学择校展（哥大主办， 100+大学参展）

• 百老汇演出、棒球比赛、参观康尼岛

• 著名博物馆和景点（911纪念地，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帝国大厦或者巨
石之巅）

用餐：

包括每日早餐和晚餐

交通：

• 包括项目安排的所有活动

• 包括机场接机和送机

学费：8，750美元

课程

广告和媒体

移动APP开发

创意写作

犯罪学

时尚

电影制作

金融与商业

美术

全球经济和国际市场

国际商学

信息时代的新闻学

了解完整的课程描述，

请访问 www.oxbridgeprograms.com

已开设十年的纽约项目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170多名学生在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学习一个月。学院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独立文

理学院，并自1900年以来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将任选一门主修

课和一门工作坊，如广告和媒体、时尚、心理学和音乐剧等。课余有

丰富的活动让学生探索世界闻名的大都市纽约。 老师们以城市为课堂，

发掘各种机会，利用纽约的丰富资源如博物馆、广告公司、对冲基金

以及演出等让学生们体验一个月的浸泡式学习。在闲暇时光里，学生

将观看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比赛和百老汇演出、访问康尼岛以及纽约特

色各异的不同社区。项目还为学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大学访问计划，

包括纽约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OXBRIDGE IN NEW YORK 纽约项目

工程

医学

音乐剧

摄影（仅限于工作坊）

政治与人权

心理学

讲演与辩论

（仅限于工作坊）

体育商业



年级:

9 – 12

日期：

8月1日-8月8日

1周 – 7个晚上

项目地点：

巴纳德学院，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

上课时间：

• 1门课程

• 每周6个上午

语言要求：

英文

住宿：

学生宿舍，共享公用设施。

活动亮点：

• 百老汇演出

• 参观著名景点和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巨石之巔等）

• 观看棒球赛

• 访问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用餐：

包括每日早餐和晚餐

交通：

• 包括项目安排的所有活动

• 包括机场接机和送机

学费：2，850美元

课程

商学

人权法

国际关系

医学

心理学

了解完整的课程描述，

请访问 www.oxbridgeprograms.com

纽约研讨班为期一周，是为九至十二年级学生设计的浸泡式学术强化

课程，热门课程包括商学、医学和心理学。学生可任选一门主修课，

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升学规划研讨会和嘉宾讲座。纽约研讨班设于巴

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该学院成立于1889年，是一所独立文

理学院并自1900年以来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学院距离繁华的纽约市

中心仅几分钟路程，学生们步行即可到达哈德逊河、河滨公园和中央

公园的城市绿洲。学生还将参与项目安排的丰富活动，充分体验和发

现世界上最伟大城市之一的纽约。

OXBRIDGE SEMINAR IN NEW YORK 纽约研讨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