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提赛德大学 2019 年夏令营项目
项目简介：该项目由英国提赛德大学承办，为两至四周实践型夏令营。旨在让学生以少量时间

和经费享受原汁原味的英式大学教育。

项目模式：

1. 两周专业课夏令营（6 个专业可选）

2. 两周英语课夏令营

3. 四周专业课加英语课夏令营

招募对象：

18 岁以上对英国留学或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建议英语达到雅思 4.5 分（约四级水平）

或同等水平。

夏令营特色：

 实践型课程-为期两周至少 35 小时专业课

 培养独立动手能力-英国大学课堂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模式

 锻炼独立自主能力-渗入式语言环境下还原英式大学生活

 深度体验英伦文化-周末深度游

两周专业课内容：

夏令营为不同学院及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如下不同课程，详细内容安排请查看附件：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Digital Marketing 数字营销

 Games Art, Animation & Visual Effects 游戏艺术，动画和视觉效果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

 Sport (Physiotherapy, Rehabilitation & Therapy) 运动(物理治疗、康复及治疗)

课外活动：

包含篮球，攀岩，游泳，排球等体育活动以及游览当地名胜古迹，博物馆，美术馆，国 家森

林以及周边海边城市。

费用：

夏令营项目 日期 总价（人民币）

两周专业课夏令营 7 月 29 日-8 月 9 日 15900 元

费用包含：签证材料整理、办理、签证费，境外保险，学费，单人间宿舍，成套被褥，

厨具餐具，接送机（Durham Tees Valley Airport 或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Airport）

以及校方安排的所有课外活动。（未列出的费用均未包含）

签证:

 学生需申请”短期学习签证（Short Term Study Visa- 6 months）”

 提赛德大学将提供签证所需邀请函

 提赛德大学广西服务中心将协助学生办理签证，购买境外保险 报

名联系：何老师 15677118840（同微信）

往年夏令营

http://www.durhamteesvalleyairport.com/
https://www.newcastleairport.com/




附件-专业选择

选项 1 选项 2 选项 3 选项 4 选项 5 选项 6

Mechanical Digital Games Art,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Sport

Engineering 机 Marketing Animation & Law 公共卫生 (Physiotherapy,

械工程 数字营销 Visual Effects 国际法 Rehabilitation &

游戏艺术，动画和 Therapy)

视觉效果 运动(物理治疗、

康复及治疗)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roduction to The Issues and Lower limb and

Materials and Digital the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complexities upper limb

Processing Marketing and the facilities legal system within the anatomy

research project 数字营销概论 项目及设施介绍 and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上下肢解剖学

高级材料与加工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研究 law practice

国际法律体系和 environment

国际法渊源 当代公共卫生实

践环境中的问题

和复杂性

Predicting Online Group project: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Biomechanics of

Performance marketplace using organisations concepts of the human

(aerodynamics, analysis: appropriate (for example public health body

structures and micro-environm software for 3D The United 公共卫生的理论 人体生物力学

dynamics) ent modelling/effec Nations) 概念

性能预测(空气动 在线市场分析:微 ts/compositing 国际组织(例如联

力学、结构和动力 观环境 小组项目:使用适 合国)

学) 当的软件进行 3D

建模/效果/合成

Digital Design Digital Software International Concepts of Physiology of

and Analysis marketing demonstration criminal law society, social movement

(CAD/FEA/Fiber strategy in the animation 国际刑法 stratification 运动生理学

SIM) 数字营销策略 studios and public

数字化设计与分 动画工作室软件 health

析 演示 社会概念，社会分

层和公共卫生

Manufacture Workshop Group review International Current Spinal anatomy

and Testing – 工作坊 and reflective human rights research in 脊柱解剖

Build Project 制 practice 国际人权 global public

造和测试-项目制 小组回顾和反思 health issues

作 实践 当前全球公共卫

生问题的研究



Engineering Relationship Demonstrations The Sports Injuries -

Management marketing using and reviews of Investigation of Acute

工程管理 digital final crime under management

platforms 数字平 productions international 运动损伤-急性处

台关系营销 最终产品的演示 and European 理

和评审 law

国际和欧洲法律

规范下的犯罪调

查

IC Engines/Aero The impact of Sports Injuries -

& Rockets digital media Rehabilitation

内燃机/航空&火 and technology principles

箭 on the 运动损伤-康复概

marketing mix 述

数字媒体和技术

对营销的影响

Industrial Visit Assessment/pro Psychological

工业参观 ject impact of injury

presentation 损伤之心理影响

completion

评估/项目演示

夏令营课程安排表

Week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3 Welcome & Academic Personal & Academic Academic Day Trip Free day

Orientation Programme Professional Programme Programme 旅游 自由安排

新生欢迎及指 专业课 Development 专业课 专业课

导 workshops

工作坊

4 Academic Academic Personal & Academic Celebration Depart or Free day

Programme Programme Professional Programme event and free day 自由安排

专业课 专业课 Development 专业课 dinner 结营或自由

workshops 欢庆及晚宴 安排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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