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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s and partnerships between Cambridge and 
China are growing in number and flourishing – spann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 and I am 
delighted to have CEEDS’ energetic participation.” 
- Professor Alison Richard,  
Former Vice-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近年来中英双方的合作与交流在科研、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日益
繁荣，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剑桥东方教育与发展协会（CEEDS）为此
做出的贡献和成就。”

- 艾莉森·理查德教授，剑桥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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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ultures

About us 
Founded at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800th 
anniversary, Cambridge Easter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ety (CEEDS) is a non-profit society 
officially regist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society is mainly aimed at promoti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UK and China and provid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rom China-related 
organis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mission, CEEDS 
has organised a series of events to serve th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Cambridge. Forging ahead with our 
strong beliefs, CEEDS will break new ground into the 
future, together with this world-renowned university of 
800 years’ glorious history.

协会简介

成立于剑桥大学建校800年之际的剑桥东方教育
与发展协会（CEEDS）是剑桥大学授权成立的非盈
利性质官方协会。我们的主要职能为促进中英教育、
科技与文化交流，以及为剑桥学生学者提供与中国相
关的就业和发展信息。本着为剑桥师生服务，促进中
英交流的宗旨，自成立以来，剑桥东方教育与发展协
会积极主办了一系列以文化交流和就业发展为主题的
活动。此外，我们也非常注重与中国各学校和教育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举办了各类学术访问和教育交流活
动。继往开来，传承创新，剑桥东方教育与发展协会
将与享誉世界800年的剑桥大学一起并肩步入未来，
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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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CHANG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ulture has culminated in the 
manifold art and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forward 
this well-preserved cultural 
heritage, CEEDS has organised a 
series of cultural event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CHARItY AND WELFARE
The socie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re well-known 
for their tradition of carrying on 
charitable and welfare activities. 
Following this tradition, CEEDS 
has been working extensively 
with organisations in the UK and 
China to organise educa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events to help 
schools and students in China.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s the birthplace of moder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as been cradle to 
great masters and has jointly 
produced over 80 Nobel 
Laureates. Based in Cambridge, 
with its great educational 
resources, CEEDS strives to 
promote academic visits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CAREER DEVELoPMENt
CEEDS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organising career talks and 
events, and has established 
good relations with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s and companies 
in China. With our mailing list 
and other networking resources, 
we are also helping employers 
to promote recruitment and 
business related information to 
Cambridge students.

文化交流

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深刻的生
活哲理和艺术内涵。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自成立
以来，剑桥东方教育与发展协会积极主办了一系列以文化交流
为主题的活动，与各文化团体一起携手推动中英文化交流活动
在剑桥蓬勃开展。

慈善和公益

每年暑期，我们都会组织各类支教与实习活动，把剑桥
学生送到中国西部地震灾区或东部地区的学校进行英语和专业
教学。通过这些活动，许多剑桥学生有机会来到中国并和当地
学生深入交流，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通过教学和我们为他
们安排的一些文化参观活动，他们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中国这
个古老而有魅力的国家。

教育活动

剑桥大学是现代学术的发源地之一。牛顿、达尔文、霍
金等学术巨匠，以及近代的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为这
所800年历史的世界名校增添了不朽的传奇色彩。我们积极借
助剑桥大学的高端学术资源举办各类教育活动，推动学生学
者互访，促进中英教育交流。

就业和发展

为剑桥大学学生学者提供和中国相关的就业和发展信息
是我们的重要职能之一。协会具有举办各类论坛、讲座和招
聘活动的丰富经验并与国内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大型跨
国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此外，协会有多位就职于剑
桥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资深研究顾问，可为国内合作方提供
最全面和尖端的行业研究和发展信息，并为合作方提供研究
合作、技术引进、市场开发等咨询服务。

 ouR REsPoNsIbILItIEs  协会职能   



我们相信教育无国界并希望以剑桥高水平的教
育资源推动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强与中国
有关的教育活动往来。除了积极促进中英学校代表互
访，我们和国内的多所大学及优秀中学均建立了友好
合作关系并根据对方的需求设置合适的海外交流项
目。通过与剑桥大学师生的交流互动，访问学生不但
能提前感受到在海外名校的学习和生活氛围，而且对
英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

ouR EDuCAtIoNAL PRoGRAMMEs  我们的教育交流项目 

元老院 – 剑桥大学毕业典礼礼堂
Senate House – The graduation hall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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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理解海外名校先进教学理念的同
时，我们教育项目的宗旨是利用剑桥和牛津
高水平的学术资源和平台为中国学校及教育
机构服务，帮助国内优秀学生开阔眼界，早
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教育资源方面，
我们与剑桥及牛津多所学院及教育机构均建
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见我们的教育合作伙
伴）。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相信教育的全
面性并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我们针对
中国学生的需求设置最实用的课程体系并邀
请剑桥和牛津知名的教授学者和英语专家授
课。在学生体验方面，我们安排访问学生在
剑桥和牛津大学校园学习生活，并聘请牛津
和剑桥大学导师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在行
程安排方面，我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穿插丰
富多彩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并将英语文化教
学融入参观访问之中，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张弛有序。

ouR EDuCAtIoNAL MIssIoN  我们的教育理念 

Students at Murray Edwards 
College in Cambridge 

学生在剑桥的玛丽· 
爱德华兹学院 

Students getting the programme certificate 
领取交流项目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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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NVIRoNMENt  学习氛围  

1.  Photo in front of the DNA double helix statue in Cambridge 在剑桥著名的DNA双螺旋纪念碑前合影 
2. Enjoying a meal in a Cambridge college 在剑桥学院餐厅享用美餐
3. Group photo before the formal dinner 学院正餐前的集体合影留念
4. Talking with Cambridge scholars 和剑桥学者在校园草坪上友好交流
5. Visiting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参观剑桥大学图书馆，学生们被可以旋转的书所吸引
6. Workshop at Margaret Thatcher Centre of Somerville College in Oxford  

在牛津萨默维尔学院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礼堂完成课题任务
7. English class at St. Edmund Hall in Oxford  牛津圣埃德蒙学院的一堂英语课
8. Group photo after class in Cambridge 英语课堂后在剑桥大学教室合影留念
9. In front of the New Court of St. John’s College 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前的集体合影

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高等学府，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具有世界一流的
教学条件、师资力量以及浓郁的学术氛围。为了给国内优秀学生提供最佳的交流
体验效果，我们的项目均安排学生在剑桥和牛津大学学生宿舍住宿并在学院教
室上课。学院是一个环境优美、相对独立的教育环境，可以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
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学习氛围、精心准备的西餐和自助美食。学生在学院生活期
间，可以享受到学院的教学和生活资源，做到真正融入剑桥学生的学习生活。我
们相信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并结合完善的课程设置和师资，能够让参加我们教育
交流项目的同学们得到最佳的收获和体验。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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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GE sYstEM 剑桥和牛津的学院体系 

学生参观剑桥圣约翰学院 皇后学院和著名的数学桥

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 剑桥三一学院的雷恩图书馆

三一学院的创建者亨利八世泛舟经过国王学院大教堂

1. The pleasant Cambridge College 
environment 学院优美的生活环境

2. Students’ accommodation in College 
整齐的学生宿舍楼

3. A cozy student room 明亮舒适的剑桥
学生宿舍

4. The College dining hall  
学院现代化的大餐厅

5. The College dining hall 学院餐厅内部
6. The College classroom, and beautiful 

view outside 剑桥学院教室和窗外
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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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都是实行学院制，各学院高度自制但
都遵守统一的大学章程。剑桥大学共有31个学院，各学院历史
背景不同且风格各异，经济上则自负盈亏。每位剑桥大学的学生
均需要注册一所学院，科系的导师、教授通常也是一所学院的成
员。剑桥大学传统的三大学院是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和圣约翰学
院，许多著名景点和地标性建筑也分布在各学院当中。

2 4 6 1 3 5

AccommodAtion & FAcilities 学院住宿和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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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s AND sPEAkERs  教师队伍  

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流的科研和学术氛围中，我们有
机会接触到各专业方向顶尖的教授学者并邀请他们作为特邀嘉宾
和学生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学术成果。学术大师们往往能用深入浅
出的语言和幽默的表达，把高深的学术内容转化成为生动有趣的
知识传递给学生，并启发他们对相关专业的兴趣和思考。与此同
时，剑桥大学也是雅思和众多英语考试的出题机构，有非常丰富
的英语教育资源和师资，让我们有机会邀请到高水平的英语老师
为学生授课。

Prof. Barrow FRS from Faculty of Maths is giving a lecture on sport and dynamics  
剑桥大学数学系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巴罗教授正在给学生讲解运动和力学

Prof. Cartridge from Faculty of Classics is 
chatting with the visiting students 剑桥大学
古典系学者，克莱尔学院院长卡特拉奇教
授正在和学生进行友好交流

Prof. Crawford-Brown talks about global envi-
ronment and policy  剑桥大学工程系学者，
能源与环境中心主任克劳福布朗教授正在给
学生讲解全球环境与气候政策

Prof. McMullen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lectures on Chinese classics 剑
桥大学东方系主任，金庸的博士生导师麦克
米兰教授正在给学生讲解西方对中国古典文
学的认识

Dr. Ottewell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Language Centre talks abou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剑桥大学语言中心主任正在给学生
传授英语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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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oR sYstEM  牛剑导师  

导师制度是剑桥和牛津大学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
有机会在学习和生活中与德高望重的大学导师进行交流并
得到指导。我们的项目将会参照牛剑导师制度的特色，为
每位参与项目的学生指定一位剑桥或牛津大学在读的硕博
士生作为该学生的“导师”。导师不但负责照顾学生在学
校期间的饮食起居，而且会为学生安排别开生面的体验活
动：如参观自己的院系和实验室、带领学生参观各种聚会
和交流活动、分享自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经验等，并在日
常生活和交流中为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榜样。

Chatting with the students   
与学生交流谈心

Talking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探讨英美学习和文化的差异

Talking about English learning  
探讨英语学习的方法

Supervising on projects 
指导学生完成课题任务

Sharing university application  
experience  介绍学习和申请经验 

Photo together  
导师与学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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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特色课程

english & culturAl course   
英语文化课程  
共8个主题，1.5小时/主题， 
每个主题按2课时计算

置身于英国的语言和文化氛围当中，是学习英语
和西方文化的最佳方式。为了让课程更加生动务实，
我们为每节课程特别设置了一个主题，内容从了解英
国的教育系统、当代英国人的生活和英国的重要节
日、英国政体和君主制度到英国代表性的城市和景点
等，并采取学游结合的方式培养学习兴趣，让学生在
传统的英国文化氛围当中提高英语口语和实践运用的
能力。

subject course   
专业课程讲解  
共4个主题，1.5小时/主题， 
每个主题按2课时计算

为了让学生更全面的了解海外大学各学科的设置
和学习方向，帮助他们今后出国深造更好的进行专业
选择，我们特别设置了四类专业课程讲座（理科、工
科、文科、商科），并邀请牛剑知名的教授学者和讲
师为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和介绍。考虑到部分内
容比较专业，为便于学生理解授课内容，课程通常会
配备中文助教并采取英文授课，中英结合的教学方式
进行。

1. English teacher from language centre in the class  来自剑桥语言中心的老师
正在给学生授课

2. Lecturer from History Faculty talking about English monarchs 牛津历史系老
师正在给学生讲解英国政体和君主

3. Students working on a project 学生正在完成课题趣味任务
4. Group discussion in class 学生在英语课堂上交流讨论
5. Oxford English teacher centre in the class 牛津的英语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
6. Photo together after class 英语课堂后与威尔老师的合影

1. Lecturer from Engineering Depart-
ment talking about wind turbine  
剑桥工程系学者正在给学生讲解
风车的原理

2. Scholar from Law Faculty answer-
ing questions  剑桥法律系学者回
答学生提问

3.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scholar 
introduces Olympic sites  剑桥建筑
系学者正在给学生讲解奥运场馆
规划

4. Officer from the Cambridge City 
Council giving a talk  剑桥市政府官
员正在给学生做讲座

5. Lecturer from Business School talk-
ing about Marketing strategies 牛
津商学院教授正在解释苹果的市
场营销策略

6. Lecturer of Biology explaining DNA 
replication 牛津生物学讲师正在
解释DNA的复制原理

1

3

5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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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ve course   
互动课堂  
共4个主题，1.5小时/主题， 
每个主题按2课时计算

作为享誉世界的高等学府，剑桥大学非常注重
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同时又积极鼓励
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所设置的互动课堂正是
为学生提供这种交流互动的机会，培养他们掌握重要
的学习工作技能，如演讲、辩论、面试和案例分析。
在互动课程中，学生们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能
力，并结合小组成员的力量共同完成指定的任务和课
题，从中体验团队合作的乐趣。

Study-in-the-uK talKS  
学习经验和申请讲座  
共3个主题，1.5小时/主题， 
每个主题按2课时计算

在我们的交流项目中，学生们有机会接触到最
优秀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在读学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
和疑惑得到指导。特邀嘉宾们将会以讲座的形式分享
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学习心得，为学生介绍海外大学的
申请要求、材料准备、简历和个人陈述写作等实用信
息，还会传授他们在申请和面试中的经验和技巧，帮
助访问学生早日实现自己的名校求学梦想。

1. Students in group discussion 学生正在做小组讨论
2. Students giving presentation 学生上台做即兴演讲报告
3. Street interview 在街头做课题采访
4. Interactive class 充满趣味的互动课堂
5. Working on a group task 分小组完成互动任务
6. Teacher giving interview guidance  

剑桥老师正在给学生指导面试技巧

1.  English Faculty tutor shares her 
studying experiences 剑桥英语系硕
士正在分享自己的求学心得

2. Psychology Department tutor intro 
duces her research 剑桥心理系博士
正在讲解自己的相关专业

3.  Education Faculty tutor introduces 
Oxbridge 牛津教育系硕士正在介
绍牛津和牛津大学

4.  Maths Institute tutor shares experi-

ences on interview and study 牛津
数学系本科生正在和同学交流面
试和学习经验

5.  Engineering Department tutor talks 
about his research  剑桥工程系博
士正在介绍剑桥的学科和院系

6.   Education Faculty tutor introducing 
personal statement writing 剑桥教
育系毕业生正在介绍如何写申请
个人陈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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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YstEM  课程考评

我们的课程考评体系不仅局限于学生现有的知
识体系和英语水平，我们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学
习态度，并参考英国学校的考评制度。我们建议的
考评体系总分为100分，其中测试成绩占60%，平
时成绩占40%，我们将根据最后总成绩对学生进行
评价并颁发项目结业证书：

items 考评项目  scoring stAndArd  考评标准 Percent 
比例

test scores

测试成绩

英语及英国文化知识 针对英语课堂和参观实践所学到的知识和词汇进行测验，考核
内容由选择、填空和问答三部分组成，时间为45分钟

20%

课题报告准备和演讲 学生根据交流或调研项目所学内容分小组拟定报告题目，准
备陈述报告ppt并上台做报告演讲，我们将根据学生报告的内
容、准备情况和陈述水平进行打分

20%

英语全真模拟面试 模拟剑桥大学面试的形式和内容对学生进行1对1或多对1的模
拟面试，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临场表现、反应时间和完善程度
进行打分

20%

PerFormAnce

平时成绩

项目领队老师打分 主要考核学生的平时表现，学习态度，起床和集合时间是否按
时

13%

英语老师打分 主要考核学生英语课堂的表现，回答问题积极程度，以及是否
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和互动任务

13%

学生导师打分 由每组学生的牛剑学生领队根据该组学员的活动表现，是否积
极参与讨论并问问题，是否遵守纪律并照顾同组学员进行打分

13%

*考评项目可根据学校要求和项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

Students reporting on their project 
 学生做课题报告演

Tests on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英语及英国文化知识测验

Receiving certificate for the programme  
领取交流项目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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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 AND DINING 娱乐和餐饮  

items 考评项目  scoring stAndArd  考评标准 Percent 
比例

test scores

测试成绩

英语及英国文化知识 针对英语课堂和参观实践所学到的知识和词汇进行测验，考核
内容由选择、填空和问答三部分组成，时间为45分钟

20%

课题报告准备和演讲 学生根据交流或调研项目所学内容分小组拟定报告题目，准
备陈述报告ppt并上台做报告演讲，我们将根据学生报告的内
容、准备情况和陈述水平进行打分

20%

英语全真模拟面试 模拟剑桥大学面试的形式和内容对学生进行1对1或多对1的模
拟面试，根据学生回答问题的临场表现、反应时间和完善程度
进行打分

20%

PerFormAnce

平时成绩

项目领队老师打分 主要考核学生的平时表现，学习态度，起床和集合时间是否按
时

13%

英语老师打分 主要考核学生英语课堂的表现，回答问题积极程度，以及是否
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和互动任务

13%

学生导师打分 由每组学生的牛剑学生领队根据该组学员的活动表现，是否积
极参与讨论并问问题，是否遵守纪律并照顾同组学员进行打分

13%

*考评项目可根据学校要求和项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和调整

在学习之余，我们会安排丰富多
彩的娱乐活动、生日Party和体育锻
炼，增加交流活动的乐趣并促进学生
和导师的交流。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尝
试西餐和外国美食，为了增加餐饮的
多样性，部分晚餐我们会安排由学生
导师带领学生外出就餐，体验各国餐
厅的风味美食。

PuNtING 剑河泛舟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来剑桥一定

要撑篙游览。美丽的剑河是剑桥的象征，漂流于剑河之上
饱览两岸风光，沿途可以经过数学桥、国王学院大教堂、
格蕾桥、三一学院图书馆、叹息桥等多个景点，美景如
织。河上还有野鸭成群游荡，水草荡漾，河岸上杨柳依
依，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金色的光芒，来到这里的学生们
都陶醉在剑桥的美景中了。

Punting on River Cam 
在剑河上快乐的泛舟

Punts on River Cam and King’s College 
剑河上的国王学院大教堂

Willow tree and punts  河畔的柳树和平底船

Celebrating birthday with the 
tutors 与牛剑导师一起过生日

Outdoor activities  
快乐的户外游戏

Afternoon tea in Cambridge Or-
chard 在剑桥苹果园享用下午茶

Happy lunch at the College 
dining hall  
在学院开心的午餐

Making New Year dumplings  
新年一起在学院包饺子

Doing sport  
体育运动

Hiking in the countryside  
快乐的乡间徒步

 Dinner at a Portuguese 
restaurant  
在葡萄牙烤鸡餐厅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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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AttRACtIoNs 旅游参观景点介绍

london  
伦敦 

英国首都伦敦，坐落于泰晤士河畔，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之一。作为一
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伦敦的名胜景点和博物馆到处可
见，无论是历代君主加冕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还是
庄严肃穆的议会大厦，更或是历经沧桑的伦敦塔，都
向每位游客诉说着一段传奇。作为一座文化多元化的
大都市，伦敦更散发着现代自由的艺术气息，不管是
伫立在庄严的白金汉宫大门前，奔走于大英博物馆的
展馆之间，还是漫步于牛津街林立的商铺中，都会是
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旅程。

oxFord & cAmbridge  
牛津和剑桥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统称为牛剑（Oxbridge）
，后者成立于1209年，而前者历史则更为悠久，为
英语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两校总共诞生了130多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并培养了无数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
政治家、科学家和伟人。作为享誉世界的百年名校所
在地，牛津和剑桥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大学城，处处
充溢着浓郁的学术气息，历史悠久的经典建筑俯仰皆
是。那高大精美的校舍，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和爬满青
藤的红砖住宅都矗立在满城的绿树红花间，古意盎
然，令人沉醉。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Big Ben’  
学生在大本钟前的合影

Christ Church of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全景

Sightseeing on the London Eye  
乘坐摩天轮换个角度看伦敦

Divinity School – the oldest classroom 
in Oxford 牛津大学最古老的教室 – 
神学院

Changing of Guards in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前的阅兵仪式

Dining hall in ‘Harry Potter’ movies  
宏伟的哈利波特大饭厅

Playing with birds in St. James Park 
 在圣詹姆士公园与水鸟嬉戏

The Bridge of Sighs in Oxford  
牛津大学的叹息桥

Cruise on the river Thames  
乘坐游船游览泰晤士河

Magdale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
sity 雄伟大气的莫德林学院

Royal observatory and Meridian Line 
 在本初子午线上的合影

St. Edmund Hall of Oxford University 
小巧精致的圣埃德蒙学院



15

bAth & stonehenge  
巴斯和巨石阵 

巴斯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临近威尔士，早在两
千年前，古罗马人就在巴斯发现了天然温泉，并修建
了众多浴场，市中心最有名的古罗马浴池更是保留至
今。巴斯自古以来的独特气息，吸引了很多名人前来
居住，不可错过的就是著名的小说家简·奥斯汀的故
居。巴斯于1987年当选为世界遗产城市，是英格兰最
富盛名的旅游和度假圣地。距离巴斯东南部1小时车
程的史前巨石阵，被视为英国古老文明的象征。其建
造年代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由几十块
巨大的石柱组成，排成几个完整的同心圆，其建造原
因和方法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

Stratford-upon-avon  
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故居）

英格兰中西部小镇斯特拉福德，因坐落于艾文河
河畔而得名。这个人口仅为3万多的小镇之所以每年
吸引着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正是因为英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剧作家——莎士比亚在此诞生
并逝世。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在亨利街上的一间木
屋，20岁离开此地前往伦敦，开始了他从演员到剧
作家的传奇生涯。1613年，49岁的莎士比亚功成名
就，回到故乡斯特拉福德，并在此度过余生，最后被
安葬在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都争相来到这里，以感受大文豪曾经生活过的这片
圣地。

The Royal Crescent in Bath  
巴斯的著名建筑皇家星月楼

Old house of Shakespeare on Henley 
Street 坐落在亨利街的莎士比亚
故居

Bath Abbey and the city centre  
巴斯市中心和巴斯大教堂

Group photo in Shakespeare’s Birth-
place 在莎士比亚故居前的合影

The ancient Roman Bath 
巴斯的古罗马浴池遗址

Watching a Shakespeare film  
观看介绍莎士比亚的影片

Pulteney bridge and River Avon 
巴斯古桥和秀美的雅芳河

Shakespeare ‘writing’ 
大文豪莎士比亚正在进行创作

Bath Jane Austen Centre 
参观简·奥斯汀纪念中心

Back to the 16th Century  
身着16世纪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Stonehenge group photo 

巨石阵前的集体合影
Street art 
斯特拉福德街头有趣的街头艺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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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 AttRACtIoNs 旅游参观景点介绍

Windsor cAstle 

温莎城堡 
位于伦敦郊外温莎镇的温莎城堡，是世界上仍然

有人居住的规模最大的古堡，并与白金汉宫、荷里路
德宫一样，是英国君主主要的行政官邸。温莎城堡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1世纪，几百年来先后在众多君
主的统治下，扮演过城堡、监狱、住所、王宫等重要
角色，也留下了多段历史传奇和故事。 现在，温莎城
堡还是被女王伊利莎白二世用作周末的住所，也会是
举办国家宴会与官方接待的场所。

ely & ely cAthedrAl 

伊利和伊利大教堂 
伊利距离剑桥约20多公里，虽然人口仅有3万人，

却因为拥有一座无与伦比的大教堂而享有“城市”的
级别。这座大教堂是在公元673年的一座修道院遗址上
兴建的，被誉为中古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教堂里华
丽精美的雕塑、壁画和穹顶，向游客诉说着一个个神
奇的圣经故事。此外，伊利秀美的河畔风光，是都市
人摆脱浮华生活的疗养之所。著名的英国议会领袖克
伦威尔曾在此居住了11年。

Farmland and the Ely Cathedral 
牧场和身后的伊利大教堂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Windsor 
Castle 在温莎城堡前的合影

In front of Ely Cathedral  
伊利大教堂全景

Visiting Windsor Castle 
 参观温莎城堡

Group photo in the Cathedral  
在伊利大教堂的合影

Changing of the Guards  
温莎城堡的阅兵仪式

Beautiful riverside 
伊利河畔如画的风光

Swans on River Thames  
温莎河畔成群的天鹅

The famous Peacock teahouse 
伊利著名的下午茶餐厅

Overview of the city from the Castle
从城堡眺望小镇温莎

Cromwell’s old house  
克伦威尔的故居

Eton College near Windsor  
位于温莎附近著名的伊顿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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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 EDuCAtIoN IN tHE MusEuMs  博物馆参观及教学  

博物馆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宝库，英国的博物
馆分类清晰、展品包罗万象，其著名的大英博物馆是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与此同时，英国特别重视博物
馆的教育功能，几乎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教育部门
和适合各年龄阶段学生的教育课程。我们的项目将安
排学生在牛剑导师的带领下参观剑桥、牛津和伦敦著
名的博物馆及其展品，并积极和各博物馆教育部门合
作，把优秀的科普类课程带给参加项目的同学们，增
加他们对书本外知识的兴趣和求知欲。

Staff of Science Museum of Oxford 
talking on astrolabe 在牛津科学史
博物馆工作人员正在讲解星象仪
的知识

Group task in the museum 在动物博
物馆完成趣味互动任务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是欧洲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在大英博物馆门前的合影留念

In front of an acient Creek temple  
在古希腊神庙前的合影

The Great Court at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壮观的中庭

Workshop in the museum 在博物
馆自己动手制作手工艺品

Visiting the war and aviation 
museum 参观欧洲最大的航空航
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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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 EtIquEttE  文化礼仪

作为近代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英国是一
个环境优美文化多元的国家。英国也是一个著名礼仪之
邦，在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校园里，非常重视对传统文化
和礼仪的维护。我们的教育项目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学生
礼仪和文化的熏陶，让他们在访问参观和日常生活中有
机会接触并学习最传统的英国文化礼仪，加深他们对西
方社会传统的认知和理解。

Cambridge students attending gradu-
ation ceremony  
观摩剑桥学生的毕业典礼

The King’s College Chapel Choir  
欣赏国王学院大教堂唱诗表演

Enjoying afternoon tea in Bath  
在巴斯享用英式下午茶

Gentlemen in ‘Sherlock Holms’ Museum  
福尔摩斯博物馆的绅士们

Learning the history of an English 
church  
了解英国教堂的传统和历史

Visiting an English manor  
参观美丽的英式庄园



学院正餐是剑桥和牛津大学非常有特色的传统社
交方式。正餐一般是在晚上七点半在各学院的大餐厅举
行，每周一次或多次。参加正餐需要着正装，晚礼服或
是学士袍。一般整个formal dinner包含前餐（Starter）
，主菜（Main Course）和甜点（Dessert），在就餐
当中还有酒水供应。正如《哈利波特》电影里描绘的那
样，餐桌很长，就餐前要由全院最德高望重的导师宣读
现代人听不懂的拉丁文，尔后听到一声很大的锤响声方
可全体坐下。导师坐在高桌前，硕博士生坐在相邻的餐
桌，本科生坐在最后面，师生等级分明。我们的交流课
程结束后将按照牛剑传统举办正餐晚宴并颁发交流项目
结业证书，给学生的英伦之行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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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 DINNER  正餐体验  



cAse i: cAmbridge & oxFord university 
educAtionAl visiting ProgrAmme  
实例一：剑桥&牛津大学名校体验项目

本项目为本协会和国内多所优秀中学在每年寒暑
假合作举办的高端教育交流项目，旨在为将来有出国
留学计划的在校中学生提供一个提前了解海外名校学
习生活氛围的机会，让他们在与牛剑优秀讲师和学生
导师的互动中学习经验并增长眼界，并就英语文化、
专业选择、学习能力和申请技巧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
强化培养和训练。该项目至今已举办数届，让许多有
出国计划的学生通过这个项目提供的机遇和平台申请
到了自己理想的海外名校

cAse ii: 2012 london olymPic young re-
Porter ProgrAmme   
实例二：2012伦敦奥运会“小记者”访问团

本项目是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作为伦敦奥运会官
方“激励项目”的一部分与伦敦奥组委共同举办的交
流访问项目。活动期间通过国内各大媒体平台选拔并
邀请了60名优秀学生组成“小记者团”，在伦敦奥运
会期间赴英国采访参观并现场观摩奥运会比赛。小记
者们回国后通过国内媒体发表了多篇采访报告，以小
记者的独特视角向国人展示了伦敦奥运的魅力。项目
结束后小记者们还获得了由伦敦奥组委官方颁发的伦
敦奥运会“激励项目”参与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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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PRoGRAMMEs 往期教育项目实例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King’s College 
在剑桥国王学院的集体合影

Group photo at the Olympic site 在奥
运场馆前的集体合影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剑桥学院学习英语文化课程

Enjoying the Olympics with foreign 
friends 与外国小记者们一起欢庆
奥运

Breakfast in the College  
学院餐厅的早餐

Photo with the famous Chinese pianist 
在奥运“中国之家”与朗朗的合影

Classes in Oxford  
在牛津古典风格的教室学习

Photo with the torchbearer 与英国火
炬手合影留念

Group photo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in 
Oxford 在牛津图书馆前的合影

Photo with Olympic mascot 与伦敦奥
运吉祥物合影

Visiting Oxford University 
导游带领下参观牛津和牛津大学

Receiving the Young Reporter certifi-
cate from an officer 伦敦奥组委官员
颁发“小记者”项目证书



CaSe iii: uK SeCondary SChool exChange 
ProgrAmme  
实例三：英国中学访问项目

本项目为我协会和江浙地区一所著名中学合作推
出的旨在体验英国中学学习生活的访问交流项目。学
生利用寒假期间来英国并在我们的安排下访问牛津和
剑桥地区的两所著名中学，在英国“联谊学生”的带
领下跟班听课、与英国学生做语言交换并参加他们的
聚会和课外活动。在两周的学习生活中中英两国的学
生们不但对各自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CaSe iv: Cambridge CaSe-Study pro-
grAmme  
实例四：剑桥大学课题调研项目

本项目为我协会和上海地区一所著名中学合作举
办的教育交流项目。我们根据剑桥大学传统优势学科
并结合访问学生的兴趣爱好为来访学生精心设置调研
课题，学生在剑桥期间既有机会聆听大学知名教授学
者现场讲学，还在剑桥大学各专业学者和在读博士生
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各自的课题报告，让学生在体验
海外名校浓郁的学习氛围之余给学生全方位的锻炼和
体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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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with local students  
与访问学校的学生们集体合影

Group photo in the College  
访问团师生在学院集体合影 

Classes together  
和英国联谊学生一起上课

Cambridge scholar introducing a 
subject 特邀剑桥学者正在介绍相关
课题知识

Art and Craft class  
手工劳动课学习制作手工艺品

‘Aircraft-making’ from an Engineer in 
Cambridge 和剑桥工程系指导老师学
习制作飞行器

Performing at the Drama class  
和英国学生在戏剧课上表演情景剧

A computer scientist introducing hard 
drives 剑桥计算机系学者正在介绍
硬盘的工作原理

Knowing the classroom  
在英国小伙伴的带领下熟悉课堂

Researching on Plants and Gardening 
in Cambridge 调研剑桥大学的园林
与植被 

Teaching Calligraphy to English pals 
教英国学生学写毛笔字

Reporting on projects  
学生正在做课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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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DuCAtIoNAL PRoGRAMMEs 项目一览

作为剑桥大学授权成立的官方协会，剑桥东方教育与
发展协会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中英教育文化交流。我们非常
愿意与您在以下教育项目中开展友好交流与合作：

剑桥&牛津大学
名校体验项目

该项目为本协会首创并运作多年的经典教育交流项目。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有机会在剑
桥和牛津各学习生活一周并体验世界名校的浓郁学习氛围，在英语文化、专业选择、学习
能力和申请技巧等各方面为将来出国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英国中学交流
访问项目

该项目主要在寒假和学期当中举办，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有机会深入到英国顶尖中学的
校园，与英国小伙伴们一起感受英国课堂氛围，适应英语学习环境并结交朋友。

英国电影文化
之旅

英国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造就了许多伟大文学家和诗人，也诞生了多部经典电影
如《哈利波特》、《福尔摩斯》、《指环王》等等。本项目将带领学生以电影和文学作品
为窗口了解英国，在感受各地秀美风光的同时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验英语语言和文化的魅
力。

剑桥大学领袖
能力培养项目

剑桥大学是培养全球领袖精英的摇篮，本项目将从课堂教学和实践体验两方面对学生
进行能力培养和锻炼。我们将通过商科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划船、马术、高尔夫球、定
向越野等活动，培养学生的领袖气质和团队协助精神。

英国“小记
者”访问交流
项目

我们可针对生物、能源、环境、金融等热点题材设计适合学生年龄层次的“小记者”
访问交流项目，让学生有机会深入权威机构并和专家学者对话，在采访社会热点题材的同
时锻炼英语实践运用能力。

剑桥大学短期
交流体验

对于来英国进行短期交流或访问友好学校的师生访问团，我们可以帮助在剑桥安排
2 - 4天的短期交流体验。学生有机会入住剑桥大学学院，与在读学生友好交流并听取著名
教授学者的讲座报告，对世界名校的学习和生活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英国教师培训
课程

英国是传统的教育强国，如果按照人均计算，英国拥有全世界人均最多的前100名大
学。我们与剑桥地区各学校和教育机构均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可以为访问教师量身定
制教育管理和英语教学等的方面的相关课程。

中英学校互访
及交流

我们会定期组织剑桥和牛津大学的师生访问团到中国高校和著名中学进行访问交流，
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国内各优秀学校的校领导和师生访问团队来剑桥访问，我们可以根据
不同需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教育领域学术
会议

我们愿意积极协助国内教育组织与英国相关机构合作，组织教育方面的学术会议和论
坛。我们在行程安排、会场设置、嘉宾邀请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组织运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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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PARtNERs 我们的教育合作伙伴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Fitzwilliam College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学院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剑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Cambridge Kaetsu Educational  
& Cultural Centre 

剑桥嘉悦教育文化中心
Cambridge Michaelhouse Centre  

剑桥麦克豪斯文化艺术中心
Sedgwick Museum of Earth 
Sciences  

剑桥大学塞吉维克地球科学
博物馆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Cambridge Leys School  

剑桥莱思中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St. Edmund Hall 

牛津大学圣埃德蒙学院
University of Oxford  
St. Antony’s College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The Oxford Academy  

牛津学院中学
Oxford Cheney School  

牛津切尼中学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
Luo Hong Foundation  

罗红环保基金会
Beijing New Oriental School 

北京新东方学校
Beijing Youth Daily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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