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盛顿大学短期访学项目简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W1      : 3周英语与美国文化课程

W1 PLUS : 3周英语与美国文化课程 + 1周洛杉矶、圣地亚哥文化参访

W2      : 3周理工科课程

W2 PLUS : 3周理工科课程 + 1周洛杉矶、圣地亚哥文化参访

W3     : 3周商科课程

W3 PLUS : 3周商科课程 + 1周洛杉矶、圣地亚哥文化参访 1



学校简介：

 QS世界大学排名第68位（2020）；

 美国U.S.News全球大学排名第10位 （2018）；

 著名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美国AAU和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成员；

 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第25名（2018）；

 培养了1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位菲尔茨奖和2位图灵奖得主、167位

美国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252位美国院士。

 学校及其校友创造出无数造福全人类的重大发明：发明了乙肝疫苗、

肾透析术，培养了11位太空宇航员，开发了计算机DOS操作系统等。

地理位置：

 地处西雅图（Seattle），是美国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 曾被评为全

美最佳居住地、最佳生活工作城市、美国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等，是

微软、波音、亚马逊、星巴克等世界著名企业的诞生地，历史悠久、

文化深厚，适合青年学生探索和体验创新创业氛围；

 几乎所有主校园的建筑物都以哥特式建筑、哥特式风格为主题，著名

的Suzzallo图书馆有着哈利波特风格；

 除了美丽的校园外，还有热闹的美食购物街University Way NE（又

称The Ave），有各种不同国家风味的餐馆，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店。2



Program Introduction
项目介绍

• 华盛顿大学短期访学项目每年暑期、寒假接收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名青年学生访问学习。中

国地区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均可申请该项目，访学时间一般为3-4周，根据报名人数同批

或分批次赴华盛顿大学学习，显著的学术优势、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成熟的运营使得该项目

成为中国年轻大学生的热门之选。

• 华盛顿大学短期访学项目内容丰富，可以选择3周课程或3周课程+1周洛杉矶、圣地亚哥文

化参访活动。

• 访学课程分为三个方向：（1）英语和美国文化；（2）理工科；（3）商科。上午一般为

英语/文化/专业课程，共45个课时，由华盛顿大学教师全英文授课，真实感受名校课堂；

部分下午安排活动课，包括HUB学生体育活动中心、派克市场、先锋广场、班布里奇岛或

者其他西雅图市区景点等，完成课程后可获得华盛顿大学结业证书。

• 文化参访周（可选）从西雅图飞往洛杉矶、圣地亚哥进行为期1周的参观交流活动。拟访

问高校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UCSD）；参观洛杉矶、圣地亚哥两地著名景点，包含好莱坞星光大道、环球影

城、圣莫妮卡海滩、圣地亚哥军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大的军港）参观航空母舰等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更多和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人文

景观、产业经济等，提升访学价值。

• 访学课程期间入住当地寄宿家庭或校内公寓，第4周文化参访周入住洛杉矶市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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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学结业证书

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哈利波特电影霍格
沃茨取景地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Discription
英语与美国文化课程描述

Enroll in this program and you will:

• Improve your English vocabulary as well as your listening,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 Practice your English in real-life situations

• Learn American expressions and idioms

• Interact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项目旨在提升你的如下技能:

• 扩大你的英语词汇，提升你的听力、口语和演讲技能

• 在真实英语环境下锻炼你的英语

• 学习美国地道的表达和有趣的俚语

• 和来自与全世界的学生一起交流互动
4

等待英语水平测试



Science,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Course Discription 
理工科课程描述
Enroll in this program and you will:

• Improve your conversation, presentation and listening skills as you stud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concepts and ideas

• Discuss current issues related to this area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world

• Improve your knowledge of the lat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 Interact with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 Explore Seattle startup companies, tech innovators and tech research

这个项目旨在提升你的如下技能:

• 提升你在学习科学、技术、工程专业知识方面的的交谈、演讲和听力技能

• 探讨关于理工科专业知识以及其在世界上所产生影响的时事

• 加强关于最新科学和技术革新的理论知识

• 和来自与全世界的学生和专家一起交流互动

• 探索西雅图初创公司、了解技术革新和技术研究 5

和在校生一同交流



Business Course Discription 
商科课程描述
Enroll in this program and you will:

• Improve your business-related convers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as well as your listening skills

• Practice your business skills in real-life situations

• Learn American-styl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al expect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Interact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s like you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个项目旨在提升你的如下技能:

• 提高你关于业务方面的谈话、表达技巧和倾听技巧

• 在现实生活中锻炼你的商业技能

• 学习美式商业惯例和以及关于国际商务的文化期望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专业人士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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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



Sample Timetable
课程表样板——以英语和美国文化方向为例

自习室

学生课堂

校内喷泉 *以上为1周英语和美国文化课程参考课表样板，2020寒假项目课程时长为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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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tastic Moments
精彩瞬间

           校内草地                                校内特色建筑                                                       华盛顿大学2019年暑期学生合影
8

                美丽的校园                                       班布里奇岛轮渡学生合影                         太空针塔                  华盛顿大学2019年寒假学生合影



Fantastic Moments
精彩瞬间

          Games Day- 桌球活动                                 积木益智游戏                             海边日落                                                        美丽的校园
9

      校园自发学生演讲比赛                            学生参观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                          课堂Mini-presentation              Games Day- 保龄球活动



Activities
往期参考活动课

先锋广场

西雅图中心

uPike Place Market

 派克市场始建于1907年，在这里可以找到二百多家商店，供应各类生鲜蔬果，以及

各地风俗的手工艺品；另外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亦沿街林立。世界上第一家星巴

克总店坐落于此，LOGO依然沿用当年褐色美人鱼以纪念总店的历史。

uPioneer Square & International District

 这里可以说是西雅图的诞生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七万多名勘探者涌入这一地区，

小镇迅速崛起，成为克朗代克河淘金热的主要代表区域。西雅图的古建筑群大多位

于此，优美典雅的博物馆、艺术画廊以及餐厅和酒吧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uSeattle Center

 Seattle Center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或娱乐场所，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中心，是整个城

市的灵魂，也是西雅图1962年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地方。

派克市场

*以上为往期参考活动课，具体可能根据实时资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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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往期参考活动课

班布里奇岛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uBellevue Square

 Bellevue Square与Lincoln Square、Bellevue Place统称The Bellevue Collection，每个商

场之间有天桥互通。这里有超过250家商铺和45家以上的餐厅和娱乐设施，可享受世

界各地的美食。

uBainbridge Island

 所有的建筑物被遮掩在一片绿荫中，四周悄无声息，安静地没有一丝大都市里的喧

嚣，如同金庸笔下浪漫娴静的桃花岛。森林、草坪是小岛的主色调，沿小岛四周的

海滩上建有海边公园，环境优美、绿意葱翠。

uSeattle Art Museum

 博物馆设立于1933年6月23日，原建筑属于装饰艺术时期风格（Art Deco），坐落于

义工公园Volunteer Park当中。由西雅图艺术学院的校长理察·富勒和其母亲捐赠。

贝尔维尤广场

*以上为往期参考活动课，具体可能根据实时资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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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ngeles& San Diego Cultural Visit Timetable （Optional)
洛杉矶、圣地亚哥文化参访周行程表样板（可选）

*以上为第四周文化参访行程表样板，具体可能根据实时资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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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环球影城

圣地亚哥军港

加州科技馆

Day Morning Activity Afternoon Activity

Day 1 Flight:Seattle to Los Angeles Hotel-Check in，Santa Monica State Beach, 
(Hollywood Walk of Fame)

Day 2 Getty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lifornia science museum,
Astronomical observatory

Day 3  Universal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Day 4 Free Time and Relax Free Time and Relax

Day 5 Drive: Los Angelas to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an Diego Port-aircraft carrier,
Drive: San Diego to Los Angelas

Day 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Ontario MILLS Outlet

Day 7 Back to China



Cultural Visit -Universities
文化参访周-拟参访大学

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9年世界QS大学排名第32名；

 是美国商业金融、高科技产业、电影艺术等专业人才的摇篮；

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19年世界QS大学排名第41名；

 被誉为“公立常春藤”盟校，属于Tier-1(最高级别) 全美最顶尖公立大学之一；

u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19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 UCR 位列85位；

 华盛顿月刊 2016 Rankings - National Universities，UC Riverside 位列第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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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和报名

申请条件

1．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2．英语听说读写有一定基础，能接受全英文授课，面试中通过口语测试；商科方向

的学生要求英语达到托福65或雅思5.5分以上水平（凭四六级成绩也可参加英文面

试）；

3．身心健康，独立自理和适应能力较强；

4. 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项目流程

1.请打开报名链接：http://dcn-edu.com/f/HEQQAG，或扫描右方二维码，在线提交

项目报名表，同时须按照学校要求办好相关申请手续；

2.参加并通过学校现场面试或项目部视频面试，获得访学资格；

3.交费，加入访学微信群，同时准备签证材料；

4.通过签证，参加行前交流会，参加班委会选举；

5.出发，赴美访学；

6.回国，提交访学总结等。

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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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访学项目部
电话：020-82002936/020-29863416
手机/微信:13929596675（Tina老师）
电子邮箱：tina@dcn-edu.com
网站：www.dcn-edu.com

咨询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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