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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术课程介绍

生物

我们的生物学暑期课程将提供学生一个关于大学阶段生物学课

程的独特见解，它将带学生了解大学阶段的生物学课程是什么

样的。课程由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导师研发和教授，学生能够

深刻洞察“生命”背后的科学。

通过生物学中丰富多彩的主题，学生们将了解医学或生物技术

领域的热门话题。剑桥生物学暑期课程将带学生了解更深入和

更高级的细胞理论。学习什么物质可以维持生物“活着”，了

解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探索更多有趣的话题，例如 RNA 世界

假说。

生物学课程的设计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们的专家导师将指导

每位学生对所学的大学级课题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剑桥大学生物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生命高分子

学生将学习关键的生物高分子学科并探索它们在生命系统中所

起的作用，还将了解生物膜，通过膜传输、细胞信号和细胞识

别的概念，将膜视为动态结构。此外，学生还将学习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核酸的重要性，讨论如何用更简单的成分构建这

些聚合结构。

模块二：细胞理论与细胞结构

在本门课程中，学生将先了解一些早期的显微镜先驱（胡克和

列文虎克）和细胞理论的后续发展，包括两种基本的细胞类型

（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然后总结它们的主要区别，同时还

将研究各种细胞器在真核细胞中的作用和功能。

模块三：生物信息学原理

探讨生物信息学在生命科学中的重要性。生物信息学是利用生

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

学科。学生将学习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发展状况，以及如何构建

整个人类基因组和许多其他有机体的基因组织图，从而发现新

的药物靶点并革新分子医学领域。

生物学课程成果

生物学的研究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学生将进行演讲或通过科

学论文写作来提高学生的学术写作技能，同时探索生物研究对

社会的影响。

物理

剑桥物理学暑期课程是理想的大学物理入门级课程，通过由专

家导师设计和教授的课程，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教授这

些年轻的科学家物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剑桥大学物理暑期课程涵盖了本科物理学所涉及的主要主题，

同时包含现代物理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由于物理学和电磁

学的迅速发展，学校里传统的课程可以大大扩展。剑桥大学物

理课程正是这样，在一流大学的专家导师的指导下，学生将学

习量子力学、核物理、生物物理学和热力学等前沿课题。除了

对物理学有一个良好的理论理解外，学生还将通过独立研究和

课堂实验来拓展自己的学习技能，这些实验旨在测试和帮助学

生更好的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

剑桥大学物理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经典力学

经典力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对物体运动方式的研究，是与经典力

学创始之父艾萨克·牛顿爵士紧密相连的课题。力学领域的许

多知识在物理的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学生将扩展自己的高

中力学知识，包括更复杂的运动学问题。

模块二：热力学与物质状态

宇宙中的物质可以以不同的物质形态存在，包括气体、液体和

固体、以及等离子体等。在本模块课程中，学生将探讨如何改

变物质状态以及如何进行能量转化。该课程使学生有机会深入

学习特定领域，从热能领域到化学元素的组成领域。

理科

生物 / 物理 / 化学 / 数学 / 地理学 

工科

计算机科学 / 工程学 / 建筑学

商科

经济学 / 管理学

医学

医学 / 兽医学 / 心理学

人文科学

英文创作 / 英语文学 / 历史 / 国际关系 / 法律 / 哲学

2020 年剑桥夏校课程详解

课程专为 16-18 岁高中生设置 | 给学生带来收获颇丰的学术体验

* 每位同学根据兴趣任选一科，整个项目期间只能选一门课程

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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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量子力学

牛顿运动定律只能基本的概述小物体的运动，电子有时表现为

波，光有时表现为粒子，这种著名的波粒二象性得出了一种解

决这一矛盾的新理论：量子力学理论。学生将研究量子力学的

有趣内容，如不确定性原理，量子隧道和叠加理论。

化学

剑桥化学暑期课程是大学化学的理想入门课程，由一流大学的

专业化学导师设计和教授的课程，学生将通过这个课程培养对

化学的学习热情，掌握作为年轻化学科学家的基本技能和知识。

剑桥化学暑期课程介绍大学本科级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核

化学和无线电化学以及生物化学等领域的有趣课程。每节课都

是由剑桥的化学专业导师精心设计的，以中学教材为基础，巩

固了之前的知识，也让学生掌握学习高级化学的更多技能。

课程将探讨一些有趣的话题，如可持续化学、纳米技术及其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超越了对化学的单纯理论理解，去理解它在

我们周围世界的重要作用。

剑桥大学化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原子结构与周期性

通过讨论一些早期的原子结构模型，包括汤普森模型、卢瑟福

模型和玻尔模型，学生将更深入地了解原子、探索原子，它构

成化学的基础，了解鼹鼠的概念来进行重要的化学计算。学生

还将分析现代周期表，并讨论由此顺序产生的迷人趋势。

模块二：量子力学与氢发射光谱

在 20 世纪，有几个关键的发现是不能用原子的经典描述来解

释的。这些发现最终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引入，量子力学的引入

为我们对原子的结构和组成的现代理解铺平了道路。在本模块

中，我们将介绍四个量子数，并为学生提供原子的量子力学模

型和经典模型之间的主要对比。

模块三：实验和计算技术

在本模块中，学生将学习一些常用的实验和计算方法，用于探

测分子和化学反应。探索质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和电子光

谱等方法。学生还将学习化学计算技术，培养对化学学习的热

情。

化学课程成果

这是课程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之一。学生有机会就感兴趣的话

题发表演讲，与同学进行讨论，并获得重要反馈。学生将获得

一些实用性学习技能，包括交流、制定计划、数据收集、分析、

批判性思维和报告写作等。学生将在两周内独立完成自己的项

目，并在课程倒数第二天提交结课报告。除了这些技能之外，

学生还可以获得一个难忘的体验：在世界顶尖大学学习和进行

尖端的化学研究。

数学

如果学生对大学数学感兴趣，剑桥数学暑期课程是理想的选择；

如果学生对数学、核心科学和高等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也

感兴趣，我们的数学暑期课程同样是学生的理想选择。

针对 16-18 周岁学生设计的在“教中学”的剑桥数学暑期课程

中，学生将了解大学本科级的数学，同时获得宝贵的解决问题

的技能。学习居住在剑桥大学学院，根据精心设计的教学大纲

学习，发展新的技能。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将给学生带来新的

学习见解，帮助学生决定是否应该继续在大学学习数学。学生

还将学习构造性数学和实践性数学，并从课程中了解学生所学

的理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应用的。

剑桥大学数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矩阵演算

深入了解矩阵的普遍性质，因为它们在方程、几何变换、复数，

甚至物理中使用的粒子都有运用！当学生学习任何科学类学科

时，都将从线性系统开始，通过矩阵的形式，并使用高斯 - 乔

丹方法对它们进行转换。

模块二：真实分析

探索整数、有理数和实数等数字的概念和定义。学生将利用关

键定义，如序列、级数、函数极限和无限级数。通过与现实世

界中的应用相结合，例如无限级数如何让计算机计算任何类型

的函数，学生不仅能学会“编写数学”，而且开始了解数学是

如何影响当今世界的。

模块三：向量空间

向量空间是一种观察由代数自发产生的基础几何的方法！学生

将学会处理高维空间，在那里学生的眼睛看不见，但通过代数，

学生的大脑可以。这种普遍性是需要的，例如在物理学中相对

论需要四维向量空间。

数学课程个人成果展示

这将是课程中最丰富多彩、最激动人心的部分。这部分旨在让

学生和学生的同龄人分享自己的数学兴趣，提高表达技能，包

括“写”数学，并获得实用性的反馈。

地理学

剑桥大学地理学暑期课程非常适合那些对从环境变化到全球经

济和文化转型等各领域问题都感兴趣的学生。通过该课程学生

将了解地理学对我们迅速变化的世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

剑桥地理学暑期课程介绍大学本科级地理学课题，向学生讲述

地理学是如何与国际关系、文化研究、社会学、经济学和生物

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相交叉的。

该课程旨在平衡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个主题，并强调学科双

方的相互作用。学生将了解地理学家向我们周围世界提出的关

键问题，以及地理学家审视世界的重要术语和框架。

剑桥大学地理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全球事件

这个模块主要讲述地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案例研究探

索，包括英国脱欧、特朗普选举以及世界目前的人口迁移模式。

学生将思考这些事件在学术界和媒体中的各种表现方式，还将

学会批判性地思考过去的事件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学会从地理

学角度审视政治、社会和环境事件。

模块二：全球环境变化

地球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个模块探讨主要的全球环境

问题，如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开发和污染。学生将学会批判

性地评估脆弱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此外，学生还将了解全

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如 C、N 和 Si）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人

类活动破坏的。

模块三：经济地理学

这个模块讨论了地理学家对经济概念化的变化和一些话题的辩

论，学生将参与其中，批判地看待当代经济地理学中的问题，

如学生债务、分享经济和英国脱欧等。学生将思考什么是经济

以及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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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课程成果

对本次地理学暑期课程，学生将就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写一

篇文章。利用新获得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写一篇学术论文，

并在课程结束时由导师进行点评。

医学

剑桥大学暑期医学课程希望学生能更多了解这一令人兴奋的多

学科领域，对那些未来准备学医学的学生来说，是一个理想的

选择。结合大学本科水平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该课程将为学生

的医学研究做准备。

医学是一门没有在学校学习过的学科，成为一名医学专业人士

既充满挑战又令人激动，医学涵盖了跨越不同科学学科的广泛

主题。医学暑期课程专业的设计，融合实践和理论，课程对于

学生目前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是一种挑战，但也将加深学生对医

学新趋势的理解。学生将学习大学本科级的医学主题，如表观

遗传学，并了解当今时代医学技术是如何快速发展的。此外，

一系列渐进式的剖析将向学生展示人体内部系统是如何工作和

相互作用的。这门课程结束时，学生将拓展在解剖学、生物学

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剑桥大学医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 1 医学研究：“从长凳到床边”

诺贝尔医学奖表彰了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突破，这些突破

彻底改变了病人护理方式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但这些发现是

如何取得的，是谁取得的？学生将重温科学方法的原理，深入

了解医学研究的各个阶段，以及跨学科学习方法。

模块 2 心血管和呼吸生理学：“生命节律”

持续的呼吸使我们的血液保持氧合状态，而 30 亿次的心跳持

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学生将探索科学问题，并考虑当前和新

兴的治疗方法，以对抗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学生还将加深

对心肺复苏术和 AED 在心脏病紧急治疗中的作用的理解，并

解决诸如：“为什么有些人有高原反应？打鼾对人体有害吗？

哮喘吸入器有什么作用？”

模块 3 神经科学和神经心理学：“我想，所以我是”

学生将学习基本的微观解剖和神经元心理学的概述，分析这些

细胞如何产生电信号（动作电位），并讨论学生身体的 37 万

亿细胞如何相互沟通和协调。学生将探索安慰剂效应的威力，

并使用各种视觉、听觉和触觉错觉挑战先入为主的观念。

心理学课程成果会议

参加一个小型的科学会议，会议上学生将论述本周早些时候指

定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们鼓励学生批判性地看待彼此的工作，

提出后续问题并参与讨论。

兽医学

如果学生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令人兴奋的多学科领域，剑桥大学

兽医学暑期课程是学生的理想选择。结合大学级水平的理论和

实践，该课程为学生准备未来的兽医学研究。

兽医学是一门没有在学校学习过的学科，在进入大学学习这门

课程之前获得这一迷人领域的学习经验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兽医暑期课程融合了实践知识和理论，并将挑战学生所拥有的

知识，扩大学生对兽医学不同领域的理解。学生将学习大学水

平的课题，如内环境平衡，并了解该领域所使用技术的快速发

展。此外，一系列渐进式的剖析展示了内部系统是如何工作和

相互作用的。学生将在解剖学、生物学等领域拓展学生的知识

和技能！

剑桥大学兽医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探索兽医职业

学生将了解兽医学位所能提供的广泛职业。除了讨论作为兽医

的日常生活实践之外，学生还将探讨这个领域职业的道德、财

务和法律问题。

模块二：兽医解剖学与生理学

学生将探索关于各种物种的先进理论，以了解兽医学比较方法

的原理。当学生通过导师仔细引导的解剖观察实验来学习一系

列的解剖结构时，理论就会付诸实践。

模块 3 神经生物学与动物行为

在学习一系列对动物进行神经学评估所需的技术之前，学生将

探索主要感觉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同时，还将考虑动物管理、

处理和饲养。

兽医学课程成果

学生将独立研究一篇当前的文章或论文，分析其在兽医学领域

的意义，并向同学和导师展示学生的发现并回答相关的问题。

心理学

剑桥心理学暑期课程将介绍大学本科级心理学的概念，同时培

养学生分析和批判性思维。导师会引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思维、

大脑、行为和经验之间的复杂运动过程。

剑桥大学心理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心理学导论

心理学很难具体的定义。从广义上讲，它是对思想和行为的研

究，然而对于这个定义提出的问题比它回答的问题还多。心理

学家研究我们如何思考、感觉和做决定，以及无意识的过程和

支撑这些过程的神经机制。

模块二：行为遗传学—先天与后天

人们普遍认为，心理特征有着重要的遗传贡献。然而，它们在

多大程度上受到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本模

块中，学生将看到生物技术的进步如何改变我们研究行为和基

因的方式。

模块三：认知心理学：视觉与记忆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感官和记忆反映了事实，但大量的心理学

研究却指向相反的方向。在本模块中，学生将看到我们的大脑

对认知幻觉是如何感应的，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错过

的东西是非常明显的。

心理学课程成果

课程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之一。在本模块中，学生将有机会就

心理学课程中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演讲，与同龄人进行讨论，并

从导师（心理学领域的专家）那里获得相关反馈。

计算机科学

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暑期课程是一个绝佳的课程体系，对那些

想在大学学习计算机学科的同学来说是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医学

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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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编程、大数据的设计感兴趣，或者对数学和工程学都感

兴趣，那么选择这个学科非常合适。

在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暑期课程中，学生将了解计算机学科的

主要知识，并通过精心构建的教学大纲学习新的知识技能。

通过学习这一课程，学生可以了解大学本科计算机学科的概况，

帮助学生决定是否继续在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编程。

学生将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大一年级学科知识，如：设计程序，

计算机图形学和软件设计，帮助学生对基本理论有全面的了解。

剑桥大学计算机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Python 编程简介

Python 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以对象为主导的编程语言，在学术

界和工业界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生将了解学习 Python，处

理编程任务，并了解如何以编程的方式分解问题进行思考，以

便可以使用 Python 处理问题。

模块二：Python 面向对象编程

OOP 将组件表示为对象，将学生需要了解的组件打包成一个

独立的代码单元，该单元具有自己的功能和状态。学生将构建

这些对象的层以创建更强大的代码，同时简化和促进代码的重

用。

模块三：数据库和大数据

据统计，我们每天产生 250万字节的数据，即 250亿千兆字节。

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如何利用它成为我们的优势，我们如何管

理它？在本模块中，学生将学习关联数据库，这是一个功能强

大的工具，在计算机科学中几乎无处不在，用于有效地存储数

据。

计算机课程成果

在整个计算机科学课程学习之后，学生将得到同学和导师有价

值的点评。这有助于巩固在为期两周的暑期课程中学到的理论

和实践知识。

工程学

剑桥大学工程学暑期课程对于那些有志于在大学学习工程学的

同学来说是理想的课程选择，非常适合那些对周围世界感兴趣

的同学，以及那些想知道机器是如何工作以及工作原理的同学。

在剑桥工程学暑期课程中，学生将学习工程学科知识，这些知

识构成了大学工程学基础，学生居住在剑桥大学学院，在精心

设计的教学大纲中发掘新的知识和技能。

学生将获得工程学本科入门级的基本知识，以帮助学生决定是

否应该在大学继续学习工程学。学生将学习大一年级的主要工

程学知识，通过由一流大学的专家导师设计的教学大纲，学习

新的理论知识和加强实践理解。

剑桥大学工程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 1 电气工程

学生将应用电磁学原理来学习理解一系列的电子元件，如数字

电路和传感器。在现代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基础上探索数

字电路，解决它们的局限性，从而丰富学生的理解。当学生建

造自己的无线电接收器时，这些理论就会付诸实践。

模块 2 机械工程 

在回顾了运动学和牛顿运动定律的关键原理之后，学生将探索

抗震建筑的工程设计和基于课堂场景提出自己的想法，之后，

学生将探索二维和三维物体的刚体动力学。

模块 3 材料工程

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研究的前沿，学生将探索这一迷人和多

样性的领域来评估现有材料，并将新物质置于当前研究的前沿。

学生还将探讨如何开发和测试新材料。

工程学课程成果

学生对一个已知的问题进行探索，他们将两人一组根据他们学

到的工程学原理设计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将提出自己的想法，

并在解决问题后向同学演示。

建筑学

剑桥大学的建筑学暑期课程对于那些有创意的或者有技术天赋

的学生来讲都是理想的选择。如果学生对设计、建筑和社会感

兴趣，或者考虑从事建筑行业，那么这个课程非常适合这些学

生。

剑桥大学建筑学暑期课程通过一个互动的、基于项目的课程模

式向学生介绍大学本科级的建筑研究，同学们全程在剑桥大学

学院生活和学习。

建筑学课程将为学生提供建筑学本科级的知识概览，帮助他们

决定是否继续在大学学习建筑学。学生将学习大一年级的建筑

学主题知识，通过由一流大学的专家导师设计的教学大纲，学

习新的理论知识，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理解。

剑桥大学建筑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大学建筑概论

本模块主要是对大学建筑研究的探索和对当前实践的理解。学

生还将参观剑桥大学，勾勒并记录对剑桥大学建筑感兴趣的瞬

间和细节。

模块二：时代建筑风格

通过研究早期的建筑学例子来学习建筑学的基础。这将使学生

巩固那些已了解的理论和建筑学知识，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

础。

模块三：提升素描和绘图技能

学生将学习最复杂的绘图形式：轴测和等距。在第一周结束前，

学生将绘制出一整套精心制作的建筑学图纸，这对学生的建筑

学学习和发展都有帮助。

建筑学课程成果 

展示学生的设计理念的实用性。建筑设计师是一种职业，作为

建筑设计师，要能够使潜在的客户相信他们的设计是正确的。

学生将为自己的设计方案建立一个竞赛委员会，提交给共同参

与的同学和专家导师进行点评。

人文科学

英文创作

剑桥以文学享誉全球。剑桥大学产生了很多文学巨匠（约翰·米

尔顿，威廉·萨克雷等）。课程的每个步骤都将向学生介绍英

文创作的核心技巧，以帮助学生改善自己的写作风格与结构，

鼓励学生从散文和诗歌找寻新的想法。导师将对学生的写作作

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指导。此外，该课程还与英语文学课程

相结合，使学生把文学作家的写作手法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

学生将会创作出一篇中篇小说作为本课程的最终结课成果。

剑桥大学英文创作课程参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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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英文创作导论

在这个模块中，学生将有机会挑战 21 世纪写作的传统假设。

学生将讨论自己喜欢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过程，希望在创作中得

到什么，并学习如何与可怕的“空白页”（思维写作空白）作

斗争。

模块二：性格的重要性

从福尔摩斯到杰伊盖茨比，人们通常认为伟大的人物推动着伟

大的小说。在本模块中，学生将批判式的学习一系列喜剧和矛

盾人物的性格和比喻性的写作手法，并分析他们如何改变作品

的基调和情节。

模块三：学习基础

即便最好的作者在手稿写完后仍然会因为不知道如何出版运作

而经历挫折。在本单元中，学生将学习各种出版模式，从竞赛、

杂志和传统出版，到电子书和电影写作。

英文创作课程成果

在整个课程期间，学生将完成一个创造性的写作或中篇小说的

创作。课程最后一部分，学生将有时间完成自己的作品，并从

导师那里得到个人书面或口头反馈，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成为一

名文学作家。

英语文学

本课程通过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语言形式的分析（从西德尼

到巴特），使学生在掌握文学概况的基础上初步了解一系列文

学经典作品的历史文化语境、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和创作手法。

除了上述内容，学生还将参观来自剑桥（包括米尔顿和马洛）

等拥有著名作家的学院，以及为他们提供灵感的各种场所和场

景，这将为学生们未来大学文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该课

程与英文创作的学生一起学习。 

剑桥大学英语文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 1 什么是文学批评？

本模块首先学习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文学批评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通过考察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现在，个人和社会是如何解

读文学的。在本模块课程结束后，学生将有自己新的文学批评

宣言。

模块 2

在本模块的学习中，学生将分析两位主要诗人，约翰·弥尔顿

和托马斯·艾略特，他们是如何运用诗歌来参与圣经故事和主

题写作的。具体来说，学生将会评价弥尔顿和艾略特的诗歌是

如何激发关于英雄主义、政府及一些其他哲学争论的。

模块 3

在本模块课程中，学生将思考文学写作结构以及书籍和印刷品

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学生将研究三种不同的文本形

式：一首十四行诗、一本 1780 年代儿童读物的节选、以及威

廉·布莱克的《天真之歌》中的一些文本。

英语文学课程成果

学生将学习了解期末报告，并在分析著名的历史演讲之后，讨

论报告内容。在研讨会上鼓励学生就正式的散文结构及写作提

出问题，思考并征求相关反馈。

历史

课程聚焦于过去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着

眼于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时间跨度从伊丽莎白时

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近代“阿拉伯之春”起义等事件，鼓

励学生使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历史事件的趋势，而不仅仅是背诵

历史史实。此外，学生还会对选定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最后

再进行一场“牛剑”式辩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鼓励他们以

史为鉴，可知兴替。

剑桥大学历史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 1 科学与发现

学生将在 15 世纪的背景下探索过去的科学，并试图理解科学

在这段时间内是如何运用以及发展延伸的。通过这一探索，学

生将批判性的看待现有的史学和对十五世纪的“科学革命”进

行辩论。

模块 2 性别和政治迫害

课程将讨论性别史的兴起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再通过政治迫

害的角度来探讨性别，鼓励学生去批判性地分析现有的研究和

评估原始的资料，以拓展自己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定位，以及

这些角色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如何改变。

模块 3 法院的节日

15 世纪的西欧盛行宫廷盛典、典礼和庆典。学生将探索仪式

的表演性质和这些过程的象征意义，试图理解国家和个体行动

者如何将他们在现代早期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

历史学课程成果

学生将运用整个课程中探索过的历史理论和背景知识来创作一

篇学生自己选择的主题的文章。这将结合课程早期讨论过的最

佳历史实践元素，使学生能够在分析主要和次要来源材料时锻

炼学生的研究技能。

国际关系学

该课程提供了当代国际关系和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通过

分析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使得

同学们初步掌握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发现各国之间的关系的多

样性。课题涉及欧盟移民政策、联合国的作用、中国崛起的意

义等主题。学生还将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话题，

完成小组项目，作为项目成果展示。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 1 中东的国际关系

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之一，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

气，由于自身的特殊原因引起了地缘政治的关注。在国际冲突

中，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失败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

起。在本模块中，学生将学习了解该地区争端的主要国际参与

者及争端的原因。

模块 2 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随着新的全球性事件的出现，不同国家和民族及

其他全球个体在气候变化、国际人权和国际援助等领域越来越

多地表现出他们的“社会”面。本课程探讨观念在国际关系中

的作用，这种观念通常被定义为“结构主义”。

模块 3 欧盟计划

现今，欧盟总人口已超过 5 亿。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欧盟的

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 本模块的重点是了解欧盟的内部结构，并

思考欧盟在内部和外部事务中的政治参与能力。

国际关系学课程成果：模拟联合国

学生将被指派代表一个国家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高级别外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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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就某个特定的政治场景撰写一份关于该国家外交政策的

立场文件。学生必须陈述和捍卫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努力根据它的目标建立联盟。

法律

该课程重点向学生介绍不同背景下的法律条款，也会分析在宪

法、侵权法、国际公法和人权法等领域所引起的法律问题。此

外，还提供了对包括刑法、国际法和公司法在内的法律领域的

理论框架，学生可以深入了解学习，并对各个领域内的经典案

例进行分析。通过对法律学科的核心理论和实用分析，让学生

能够逻辑清楚、条理清晰、有效辩论。该课程不需要有法学知

识和经验。

剑桥大学法律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三权分立

学生将探索自由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也是英国宪政制

度的基石 : 三权分立。讨论将集中于三权分立的目的和价值及

其复杂性，因为国家的所有部门都可能制定和解释法律。

模块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学生将探索平等在英国宪法框架中的作用，特别是，考虑这一

原则是程序性规范还是实体性规范，只适用于规则的应用还是

法律规则本身的构成。讨论的重点是在现代背景下，国家究竟

应该如何尊重这一原则。

模块三：特定的法律和特定的法律体系

在本模块中，学生将更深入地研究自然法理论和法律实证主义

之间的冲突。当法庭需要处理一些“特殊法律”和“边缘法律”

制度时，将考虑采用一些特定法律概念去解释。

剑桥大学法律课程成果

当学生在实践中探索一个刑事案件时，学生将被分配充当不同

的角色，并为该角色做准备。无论是证人、被告人、受害者、

控方律师、辩护律师或法官，所有的参与者都在司法系统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将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了解法律如何运

作的机会，并培养了演讲技巧。

哲学

哲学是对一般问题和根本性问题的研究，与我们在生活中所接

触的现实、存在、知识、价值观、理性、心灵和语言相关。

本课程通过研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等哲学大家的作

品，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逻辑和理性原理，课程细分为四

部分：即逻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希望学生了解最基

本的哲学问题，鼓励学生互相交流与辩论。此课程不需要学生

具有相应的哲学知识。

剑桥大学哲学暑期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起源——苏格拉底

在这一节中，学生将审视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学派，即西方哲学

思想基础上的希腊哲学家。在古希腊，他们并没有将其与神一

样的实体联系起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四种元素——水、空气、

火和土——来解释存在的本质。

模块二：超越真理和道德——尼采

尼采认为，人性绝不是单纯的。在这一节中，学生将审视尼采

提出的概念。学生还将研究尼采的观点是如何被 20 世纪纳粹

的宣传扭曲的。

模块三：无意识层——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行为和思想是由无意识的计

划和欲望所驱动的。在这个模块中，学生将树立自己的信念，

一个人可以通过对梦的分析和个人口误探查其潜意识。

哲学课程成果

这是本课程最令人兴奋的部分之一。在本模块中，学生将有机

会就哲学课程中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演讲，与同学进行讨论，并

从哲学领域的专家导师那里得到重要的反馈。

经济学

该课程目标群体为有志于在大学学习商业和经济管理类的学

生。该课程使用当今经济事件为经济学研究对象。除了学习核

心理论模型和框架，该课程还特别关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欧元区危机等，让学生独立分析特定经济政策的利弊。该课程

还涉及企业管理内容，包括财务管理和一般管理学的核心知识，

依据案例分析企业成败的因素，与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研究方

法”颇为类似。最后，学生将会完成一个经济与管理特定领域

的小组任务来展示所学技能，并作为导师的评估依据。

剑桥大学经济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计量经济学导论

学生会学到多元回归如何让研究人员控制变量，否则会混淆一

个人的结果，以及最常用的工具来测试假设和预估因果影响。

这堂课也让学生有机会学习自然实验、回归与连续点和工具变

量等方法。

模块二：发展经济学

学生将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比其他国家富裕得

多。通过关注贫困陷阱、教育和营养的作用来探索这个问题的

答案。学生将了解经济干预如何有助于减轻贫困，重点是小额

信贷和现金转移

模块三：拍卖理论

拍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玩家在不知道对

手出价的情况下选择出价。因此，学生将被大量地分析拍卖

中使用的博弈论。在本课程中，学生将使用这些工具来学习各

种拍卖形式 : 第一和第二价格拍卖和全付费拍卖。从博弈论的

角度预测人们应该如何通过课堂上的拍卖技巧来出价和测试竞

拍。

经济学课程成果

学生将完成一个令人兴奋的迷学生会议 ! 通过为期两周的独立

学习，学生将在课程的最后一天讨论学生对自己所分配的实案

项目的相关发现，并将其呈现给学生的同学和导师。课程结束

时将有一个研讨会和复习课，讨论申请经济学、商学和管理学

学位以及随后的职业选择。

管理学

学生将学习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如何帮助企业成功的战略分

析，基于客户需求的营销战略，并帮助企业差异化的成功，

也让学生在不同的商业环境都能够表现出色。该课程把分析各

类商业文章与讲座研讨相结合，风格与哈佛商学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使用的“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 类似。

商科



8

剑桥大学管理学课程参考模块

模块一：管理概论 

学生将探索管理学的组成部分、过程和目标。研究政策、实践

和系统如何影响员工的行为、态度和绩效，以及可以部署的后

续管理工具。学生还将了解案例研究，作为测试管理理论在实

践中的方法。

模块二：战略营销

在努力满足和影响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学生将考虑市场情报和

品牌战略的作用。这门课也会让学生学习其他的主题，例如 :

市场组合、市场情报以及如何发展品牌。

模块三：竞争优势与创新

企业如何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脱颖而出并创造价值 ? 学生将探

索公司如何利用创新来保持竞争力，并学习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学生还可以和同学一起研究和讨论创新的想法 !

管理学课程成果

在整个课程中，学生将有机会研究自己感兴趣的案例，选择一

个自己感兴趣的特定行业、公司或商业领袖，在为期一天的小

型研讨会中，与全班同学分享自己的发现，并与同学们相互学

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