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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一： 关于启动 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二批）报名

工作的通知 

清外通【2016】017 号 

 

清华大学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具有“课程体验多样、国别地区多元、奖

助资源丰富”等特点，逐渐成为同学们校内正常学期课程学习之外的有益补

充。2016 年，为了进一步整合清华大学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的资源，方便同

学们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项目信息，学校将分批集中发布信息、统一组织遴

选、集中向外方学校推荐。现将第二批项目报名启动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二批）共发布 11 个项目，结合第一批

尚未截止仍可接受报名的项目信息，共有 24 个项目可以接受报名，请同学认真

阅读《项目申请手册》（附件一），全面了解目前可以申报的校级短期课程项

目信息，确定个人感兴趣的拟申请项目，结合个人暑期时间安排及学习目标慎

重选择项目。一旦录取后，尽量避免退出项目，以免浪费录取名额。 

项目报名基本信息如下，具体信息详见《项目申请手册》各项目具体通

知： 

一、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二批）报名及录取流程 

3 月中下旬~4 月中旬 

校内报名阶段 
由于各项目截止时间不同，请在项目校内截止

日期前提交“校内申请材料”（电子版）。各项目

校内时间截止后，不再接受报名。 

3 月底~5 月底 
确认录取阶段 

各项目公布录取结果时间以海外学习办公室收

到外方邮件确认为准。 

4 月下旬~5 月底 
行前准备阶段 

各项目行前准备会、办理校内派出审批、签证

等手续以国际处邮件通知为准。 

6 月底~9 月初 项目派出阶段 
    录取学习需按要求认真完成课程学习。 

8 月~10 月 回校报道阶段 



5 
 

录取学生需按要求完成回校报道及项目个人总

结提交等工作。 

 

二、报名要求 

1．清华大学在读学生参加海外短期项目的基本要求（以下简称：校内基本

要求），提交申请时需满足“校内基本要求”。 

    （1）我校正式注册的研究生及本科生 

本科生具体要求如下： 

1） 非已经转入协和学习的学生； 

2） 非毕业年级的学生； 

3） 除以上两项外，还需要符合各项目的具体报名条件要求。 

研究生具体要求如下： 

1） 我校正式注册在读、非毕业年级研究生； 

2） 委培生、定向生须经委托、定向单位同意； 

3） 符合我校《研究生公派出国（境）管理暂行办法》； 

4） 除以上三项外，还需要符合各项目的具体报名条件要求。 

（2）英语水平良好，英语听、说、读、写熟练。需满足外方学校项目具体

语言要求。 

（3）对项目相关课程及主题感兴趣。 

（4）满足外方学校项目其他具体要求。 

提醒：外方学校项目报名条件请查看《项目申请手册》各项目具体信

息，如与“校内基本要求”不同之处，需以具体项目通知为准。 

2．报名材料 

请报名同学参考《项目申请手册》各项目具体信息中“校内申请材料”说

明，按要求准备并在各项目校内申请截止时间前提交申请材料（电子版）。具

体提交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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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的原件先自行留存，正式录

取后交国际处海外学习办公室备案。 

《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提交步骤说明： 

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

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

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所有“校内申请材料”需按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

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收到报名材料后校内联系人会在 1-3 个工作日内邮件回复确认） 

三、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常见问题答疑 

1.项目综合问题 

2.校内报名阶段问题 

3.确认录取阶段问题 

4.行前准备阶段问题 

5.赴外派出阶段问题 

6.回校报道阶段问题。 

 

四、校内联系人 

申请前请先阅读第三项常见问题回答。项目申请过程中，各位同学如有任

何其他疑问，可以通过邮件、电话或微信等方式咨询校内联系人。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海外学习办公室 彭老师 

电话：62794601 

办公地点：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41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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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pengyun@tsinghua.edu.cn 

微信号：THUPY12 

 

欢迎大家关注“清华海外学习”公众号(可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或者

登录“国际处海外教育项目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mailto:pengyun@tsinghua.edu.cn
http://gjcbg.cic.tsinghua.edu.cn/gjc/board_hwjyxm.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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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二： 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一、二批）一览表 
 

序号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 国别/地区 前往学校 项目时间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第二批新增的项目 

1 4 月 15 日 17:00 美国 南加州大学 6 月 30 日-8 月 12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 4 月 20 日 17:00 墨西哥 蒙特雷技术大学 7 月 4 日-7 月 24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3 4 月 15 日 17:00 英国 剑桥大学 
8 月 7 日-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9 月 3 日 
本科生 (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4 4 月 20 日 17:00 英国 华威大学 7 月 17 日-8 月 5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5 4 月 15 日 17:00 英国 伦敦国王学院 
6 月 27 日-7 月 15 日；

7 月 18 日-8 月 5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6 4 月 7 日 17:00 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 6 月底至 9 月中旬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7 4 月 15 日 17:00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7 月 10 日-7 月 23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8  

3 月 30 日 17:00 日本 

东北大学 I 7 月 4 日-7 月 15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9 东北大学 II 
7 月 4 日-7 月 19 日; 

7 月 25 日-8 月 9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0 4 月 7 日 17:00 日本 东京大学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1 3 月 28 日 17:00 日本 名古屋大学 7 月 7 日－7 月 21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第一批尚未截止的项目 

12 4 月 15 日 17:00 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7 月 5 日-8 月 12 日； 

7 月 25 日-8 月 12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3 4 月 15 日 17:00 美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8 月 1 日-8 月 12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4 
3 月 28 日 17:00 美国 密苏里大学 I、II 

7 月 20 日-8 月 7 日； 

7 月 17 日-8 月 4 日 
本科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5 

16 4 月 20 日 17:00 加拿大 阿尔伯塔大学 7 月 18 日-8 月 5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7 4 月 15 日 17:00 德国 慕尼黑工业大学 8 月 1 日-8 月 26 日 本科生 (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8 3 月 28 日 17:00 法国 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 7 月 4 日-7 月 22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19 3 月 28 日 17:00 荷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7 月 2 日-7 月 16 日或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0 4 月 15 日 17:00 英国 埃克斯特大学 7 月 2 日-7 月 23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1 4 月 10 日 17:00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 7 月 10 日-7 月 30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2 4 月 15 日 17:00 西班牙 马德里理工学院 7 月 2 日-7 月 30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3 3 月 28 日 17:00 以色列 以色列理工学院 7 月 28 日-8 月 26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24 3 月 28 日 17:00 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 7 月 3 日-7 月 22 日 本科生、研究生(需符合“校内基本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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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三： 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二批新增项目）    

具体信息 

一、【美洲项目】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信息 

（一）美国-南加州大学 

1. 项目名称：Summer B 2016,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IEP)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面向不同英语水平的学习者提供英语密集强化课程，录取学生每周

将完成 20 课时的英语语言学习，每节课学生人数在 15 人左右。录取学生除参

加语言课程学习外，还可选修商务沟通、新闻、托福/雅思准备等课程。此外，

录取学生每周还有机会与南加大美国学生进行对话训练。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Summer B 2016，6 月 30 日至 8 月 12 日，为期六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IEP 项目： 

1) Application Fee: waived 
2) Program Fee: $2850  
3) University Service Fee: $490, includes, 

the cost of textbook and materials, health insurance, access to campus 
facilities, airport shuttle transportation, and FedEx mailing of immigration documents. 

4)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of round-trip air tickets, accommodation, 

visa application and other personal fe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要求年龄

17 岁以上，对英语水平无要求。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i3ZW5Kh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外方申请表 
（点击 http://www.international.usc.edu/USCIA_IEP_ApplicationForm.pdf 下

载）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4) 银行财产证明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usc.edu/intensive-english-program.php  
  

http://pan.baidu.com/s/1i3ZW5Kh
http://www.international.usc.edu/USCIA_IEP_ApplicationForm.pdf
http://www.international.usc.edu/intensive-english-program.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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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 

1. 项目名称：INTERNATIONAL SUMMER 2016 in Mexico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主要面向清华、北大和复旦三所高校的学生，课程内容包括西班牙

语语言课程以及墨西哥文化。除课程活动之外，录取学生还将进行一系列文化

参访和实地考察活动。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4 日-7 月 24 日；项目时长为四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850 (in total), includes,  

Tuition、Accommodation on Campus、Breakfast and Lunch(weekdays)、
Visits in Guadalajara (Cultural or Company)、Access to all university facilities. 

2)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Breakfast 

and lunch (weekends), Dinners, insurance, Tour at Mexico City,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Technologico de Monterrey estimated the total fee to 
be around 17,500 RMB)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且对西班牙语及墨西哥文化感兴趣。 
说明：不具备西班牙语语言基础的同学也可以报名。的二、三年级本科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pKoD3Kn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个人简历（英文）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

http://www.itesm.mx/wps/wcm/connect/SIM/Study+in+Mexico/Programs/Summers/?
cache=none 
 
  

http://pan.baidu.com/s/1pKoD3Kn
http://pan.baidu.com/s/1pKoD3Kn
http://www.itesm.mx/wps/wcm/connect/SIM/Study+in+Mexico/Programs/Summers/?cache=none
http://www.itesm.mx/wps/wcm/connect/SIM/Study+in+Mexico/Programs/Summers/?cach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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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欧洲项目】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信息 

（一）英国-剑桥大学 

1. 项目名称：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Leadership Programme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只针对本科学生，课程内容包括英国历史和文化、商务与社

会、剑桥大学情况、全球问题探讨，以及英语语言课程（主题涵盖英国领导

者、莎士比亚文学、英国餐饮文化、英国节日、英式礼仪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项目时间： 

Cohort 1: 8 月 7 日– 8 月 20 日，为期两周； 
Cohort 2: 8 月 21 日 – 9 月 3 日，为期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2000 GPB, includes,  
two weeks, including tuition, study materials, Homerton College student 

accommodation, all meals weekday, welcome and farewell dinner; study visits; airport 
transfers by coach, use of college library)  
     2)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insurance, 
weekend lunches and dinners (breakfasts are provided daily),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bnUIWs3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简历（简历中需涵盖个人信息及联系方式、父母联系电话） 
3)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4) 外语水平证明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pan.baidu.com/s/1dDU9ByT 
 
  

http://pan.baidu.com/s/1bnUIWs3
http://pan.baidu.com/s/1dDU9B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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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华威大学 

1. 项目名称：Warwick Economics Summer School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由华威大学全英排名第三的经济学院组织，课程由该校顶尖教授和

世界知名经济学家进行授课，课程结束后可选择参加项目考核，合格同学将授

予证书。该项目具体包括面向经济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开设的 Intermediate 
Level Courses(具体课程包括中级计量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

学）；面向非经济学背景本科生开设的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课程；面向经济

学及相关专业的本科及研究生开设的 Specialist Courses（具体课程包括：行为经

济学、博弈论、国际发展、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学习之外，还邀请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政府官员做讲座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项目时间：7 月 17 日– 8 月 5 日，为期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Tuition Fee: £1995  
2) Accommodation Fee:£440 to 1360  
3) Discount: 
10% Discount. If applicants from Tsinghua could be more than 5, the discount 

will be 20% discount fee on tuition fees.  
4) Other Fees: 
Stude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且 Intermediate Economics 
Courses 限经济学及相关专业二、三年级本科生；Specialist Economics Courses
限经济学及相关专业二、三年级本科生以及非毕业年级研究生申请；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限非毕业年级本科生申请，无专业背景要求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hgCfc0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简历 
3) 外语水平证明 
4)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pan.baidu.com/s/1dDU9ByT 

http://pan.baidu.com/s/1mhgCfc0
http://pan.baidu.com/s/1dDU9B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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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1. 项目名称：Undergraduate Summer School Programs  
2. 项目基本信息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本科生暑期课程项目针对全世界学生将组织一系列高质

量的教学项目。学校为本科生提供各种大学水平的暑期课程模块，开展研究导向

型的短期课程模式。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Session One:  27 June–15 July 2016   项目时长为 3 周 

Session Two: 18 July–5 August 2016   项目时长为 3 周 
Session One & Two: 27 June-5 August 2016    项目时长为 6 周 

注：每个 session 只能选择一个模块，各个 session 可选择模块详情请点击

http://www.kcl.ac.uk/study/summer/summer-schools/undergraduate/modules.aspx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Tuition Fee:  
 Session Tuition fee 2016 

Session One (3 weeks) £1,590 (所有模块除了历史语言学- £795) 
Session Two (3 weeks) £1,590 (所有模块除了历史语言学- £795) 
Session One and Two (6 weeks) £2,862 (所有模块除了历史语言学- £1,590) 

2）Application Fee: 申请时需交付£60，且不予退还。 
3）Scholarship: 对方为清华提供 4 个免项目费名额。根据所提交的申请材

料两校共同评定最终人选，无需特别申请。 
4）Other Fees： 
录取同学需个人承担往返旅费、住宿费、办理护照和签证的费用、购买保险

的费用，以及其他个人支出。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1）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 
2）成绩优秀（GPA 达到 3.2 以上） 
3）英语水平佳（TOEFL 213 分以上，IELTS 6.5 以上/每项至少 6 分，

TOEIC 685 分以上，CET-4 493 分以上） 
4）申请 Forensic Science 或 Biosciences 模块的学生需要有理科背景。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7jpPiy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学校成绩单 
3) 外语水平证明 
4) 个人陈述（选择的模块及选择原因）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www.kcl.ac.uk/study/summer/summer-
schools/undergraduate/index.aspx   
 

http://www.kcl.ac.uk/study/summer/summer-schools/undergraduate/modules.aspx
http://pan.baidu.com/s/1o7jpPiy
http://www.kcl.ac.uk/study/summer/summer-schools/undergraduate/index.aspx
http://www.kcl.ac.uk/study/summer/summer-schools/undergraduat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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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 

1. 项目名称：Summer School Program 
 
2. 项目基本信息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将举办 2016 年暑期课程项目，该项目针对本科生及

研究生，计划开展一系列不同领域的学习课程。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SSP 项目：总计 25 种课程可选择，课程主要分布在 6 月底至 9 月中旬，每

种课程一般 1-4 周。课程详细情况详见

http://english.spbstu.ru/education/programs/programs-in-english/summer-school/ 
我校同学可根据校历安排，选择与我校暑假假期一致，且与院系暑假课程

和实习安排不冲突的课程。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7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SSP 项目： 
   1）课程学费： 

不同的课程需要不同的费用，详情请见课程网址。 
2）奖学金： 

对方学校为 IT, Exact and Natural Sciences, Civil Engineering, Energy 
Technology, Design 等 5 个课程分别提供 1 个全额奖学金名额。全额奖学金具体

包括为期 4 周的学费及住宿费用，若选择课程少于 4 周，学校可提供的额外的

远距离学习或者俄语学习课程。 
   3）其他费用： 

录取同学需个人承担往返旅费、办理护照和签证的费用，以及其他个人

支出。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1）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2）GPA 达到 4 分及以上以上，或 ECTS 评分系统的 B 及以上 
3）外语水平较好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i4mNNNZ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4) 电子照片 3*4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4）提交一个 jpg 格式文件。

文件整理好后用压缩包发送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english.spbstu.ru/education/programs/programs-in-
english/summer-school/       

http://english.spbstu.ru/education/programs/programs-in-english/summer-school/
http://pan.baidu.com/s/1i4mNNNZ
http://english.spbstu.ru/education/programs/programs-in-english/summer-school/
http://english.spbstu.ru/education/programs/programs-in-english/summ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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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项目】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信息 

（一）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1. 项目名称：2016 NUS Enterprise Summer Programme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暑期项目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家中心（NUS Entrepreneurship Centre）
主办，为参加同学提供全面了解新加坡的良好机会。除参加课程外，项目内容

还包括嘉宾演讲、小组讨论、团队合作、企业考察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10 日-7 月 23 日；项目时长为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me Fee: SGD$2,300 (in total), includes, 
      Accommodation at the student hostel in NUS campus. 

2) Scholarship: 
对方为清华提供 10 个免项目费名额。根据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两校共同评定

最终人选，无需特别申请。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insurance, meal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三年级本科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sjZaoc1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NUS Summer Program application form 2016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gUv0Sw 下载） 
3) 个人英文简历 
4)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enterprise.nus.edu.sg/educate/summer-programme 
 
 
  

http://pan.baidu.com/s/1sjZaoc1
http://pan.baidu.com/s/1mgUv0Sw
http://enterprise.nus.edu.sg/educate/summer-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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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东北大学 I 

1. 项目名称：Tohoku University Science Summer Program 2016 (TSSP2016) 
 
2. 项目基本信息 

TSSP 项目只针对理工科专业背景的本科生，项目包括理工科相关讲座、日

语语言课程、与东北大学学生交流等活动。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TSSP 项目：7 月 4 日-7 月 15 日，项目时长为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30 日 
 
5. 费用情况-TSSP 项目： 

1）Program Fee: JPY 20,000 (in total), including, 
tuition, field trips, Japanese culture workshops and other activities 

2）Scholarship:  
录取学生将有机会获得 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 (JASSO) 

scholarship （JPY 80,000），无需提交特殊申请材料，能否获得该奖学金以对方

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accommodation fees,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everyday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且托福成

绩达到 70 分（含）以上。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kTXk9y3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个人陈述（英文，300-500 字） 
3) 个人证件照(4cm x 3cm) 
4）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5) 外语水平证明（托福 70 分或以上，两年内有效成绩） 
6)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7) JASSO 奖学金申请表（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6Yq8xc 下载）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7)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short/tssp/ 
  

http://pan.baidu.com/s/1kTXk9y3
http://pan.baidu.com/s/1o6Yq8xc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short/ts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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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东北大学 II 

1. 项目名称：Tohoku University Japanese Program 2016 (TUJP2016)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只针对本科学生，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英语教学学习体验，同

时为日语初级或中级学生开设系统的日语课程，深入探索日本文化和社会。项

目采用住家（home-stay）模式。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TUJP 项目： 

1st term [TUJP-1]: 7 月 4 日-7 月 19 日，为期 2 周 
2nd term [TUJP-2]: 7 月 25 日-8 月 9 日，为期 2 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30 日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JPY 30,000 (in total), includes, 
 tuition, field trips, Japanese culture workshops and other activities 
2）Scholarship: 

录取学生将有机会获得 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 (JASSO) 
scholarship （JPY 80,000），无需提交特殊申请材料，能否获得该奖学金以对方

学校正式通知为准。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accommodation fees,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everyday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且托福 IBT
成绩达到 70 分（含）以上。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gVMCC4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个人陈述（英文，300-500 字） 
3) 个人证件照(4cm x 3cm) 
4）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5) 外语水平证明（托福 70 分或以上，两年内有效成绩） 
6)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7) JASSO 奖学金申请表（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6Yq8xc 下载）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7)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short/tujp/ 
  

http://pan.baidu.com/s/1mgVMCC4
http://pan.baidu.com/s/1o6Yq8xc
http://www.insc.tohoku.ac.jp/english/short/tu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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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东京大学 

1. 项目名称：Innovation Summer Program 2016 (TISP2016) 
  
2. 项目基本信息 

东京大学将举办 UTokyo Innovation Summer Program。今年该暑期项目主题

为 “Youth Led Innovation”, 旨在让参加学生了解年轻人如何引领未来创新的同

时提高他们的技术技能，思想定式和积极性。该项目最终将录取 20 名国际学生

和 20 名东京大学学生。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30 日-8 月 12 日；项目时长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7 日 
 
5. 费用情况： 

1）Program Fee: covered by Tokyo University, includes, 
   tuition fee and accommodation fees both in the Tokyo program and the regional 

program, as well as travel expenses for the visit the local region。  
2）Other Fees: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five-day meal 

fees for Tohoku activity (estimate JPY20000) ,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学生，且英语或日

语水平良好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JpM2M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个人英文简历 
3)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或日语考试成绩单） 
4)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ischool.t.u-tokyo.ac.jp/summer/  
 
 
 
 
  

http://pan.baidu.com/s/1Jp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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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名古屋大学 

1. 项目名称: Nagoya University Short-Term Japanese Language Program (NUSTEP) 
  
2. 项目基本信息 

名古屋大学短期日语项目旨在加强学生对日本文化及社会的了解，项目提

供了各种不同的校内与校外活动，例如文化之旅，实地考察，与名古屋大学学

生沟通交流等。在项目结束后所有参加学生将会获得完成证书。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7 日－7 月 21 日；项目时长为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Participation Fee：50,000 JPN YEN, includes, 
Course fee, housing and insurance for the period of the program. 

2）Other Fee: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meal fe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学生，且具有

日语水平考试成绩（如 JLPT N2/N3 或 CEFR A2/B1）。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7yiXmy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学校成绩单 
3) 外语水平证明（日语考试成绩单） 
4)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网页：http://pan.baidu.com/s/1dEy1ke1 
 
 
      
 
  

http://pan.baidu.com/s/1o7yiXmy
http://pan.baidu.com/s/1dEy1k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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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四： 2016 年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第一批仍可申报项目）

具体信息 

（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 项目名称：Session D or E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 Session D offer predominantl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 business 
courses; Session E offers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courses only。（根据我校校历

时间安排，我校学生 2016 年只可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Session D 或 E 的课

程）。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Session D : 7 月 5 日-8 月 12 日，项目时长为六周； 

Session E : 7 月 25 日-8 月 12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提醒：由于该项目期间部分课程客容量有限，且住宿资源较为紧张，请大家

提交校内申请材料同时即刻开始外方学校申请。外方学校网申说明详见

http://pan.baidu.com/s/1c1yWfYw。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1169 or above, includes, 
      $480 per unit, $335 Summer 2016 Enrollment Fee, $54 one-time and non-
refundable Document Management Fee, and $300 International Service Fee.  

2)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accommodation fees,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且符合

http://summer.berkeley.edu/international/english-proficiency-requirement 的网页外

语水平相关要求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bxEVZw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外语水平证明（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托福、雅思等考试成绩证明）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课程网页：http://schedule.berkeley.edu/srchsmr.html  

http://pan.baidu.com/s/1c1yWfYw
http://summer.berkeley.edu/international/english-proficiency-requirement
http://pan.baidu.com/s/1bxEVZw
http://schedule.berkeley.edu/srchsm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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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1. 项目名称：Future Global Leaders Program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主要包括领导力相关讲座及培训课程、中美大学生互动交流

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8 月 1 日-8 月 12 日；项目时长为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2275 (in total), includes, 

$1100 for Program Fee and $1175 for on-campus housing and meals.  
2)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hnReDM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外语水平证明（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托福、雅思等考试成绩证明）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课程网页：无 
  

http://pan.baidu.com/s/1mhnR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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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密苏里大学 I 

1. 项目名称：创业项目 
 
2. 项目基本信息 
 创业项目：该项目课程旨在模拟创业训练，了解美国创新创业理论，提高

团队合作能力和领导力。参观本地创新企业与创业活动，与创业者交流。参与

文化活动，体验生活，提高英文水平。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20 日-8 月 7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申请费：$75 

2) 项目费：$3700 以内 
3) 奖学金：对方学校为清华大学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具体情况为： 

1 个全额奖学金（获得该奖学金的同学无需缴纳项目费）； 
7 个部分奖学金（获得该奖学金的同学只需缴纳&2650)； 
其他未获得奖学金的同学只需缴纳$3700。 
（以上奖学金录取由外方学校根据报名材料自行决定）。 

 对方布劳克高管教育中心额外提供健康保险费用$144 补助。 
4) 其他费用： 

除以上费用外，学生还需个人承担项目期间食宿费用，往返国际旅费、

办理护照和签证的费用、购买保险的费用，以及其他个人开销。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商科方向或对创业感兴趣的其

他专业非毕业年级本科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6SioeY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陈述 
3) 外语水平证明（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托福、雅思等考试成绩证明） 
4)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课程网页：无  

  

http://pan.baidu.com/s/1o6Si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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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密苏里大学 II 

1. 项目名称：国际精英项目 
 
2. 项目基本信息 
 国际精英项目：该项目课程旨在体验美国课程，提高英文实践应用能力；

参与文化活动，体验美国生活；参观企业，学习美国商务。积累海外学习和生

活经验，发掘自身潜能，为就业和职业发展积累知识、国际资源和技能。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17 日-8 月 4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申请费：免收 

2) 项目费：$2900（优惠后价格，原为$5660）。 
3) 奖学金：对方布劳克高管教育中心提供健康保险费用$144 补助。 
4) 其他费用： 

除以上费用外，学生还需个人承担项目期间食宿费用、往返国际旅费、

办理护照和签证的费用、以及其他个人开销。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非毕业年级本科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c1oNums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陈述 
3) 外语水平证明（大学英语四级以上，托福、雅思等考试成绩证明） 
4)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4)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课程网页：无 
  

http://pan.baidu.com/s/1c1oN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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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1. 项目名称：International Summer Program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内容包括：Creat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Drama, Global 
Leadership Workshop, Field Schools &Programs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18 日-8 月 5 日；项目时长为 3 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20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3,600CAD, includes, 

14-day academic program (instruction, arrange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 Airport pickup and drop off, Accommodation: occupancy will be 2 students 
per room, Daily breakfast, Field trips and activities, Canadian Rockies Trip (2 nights, 
2 days).  

2) Cohort Discounts:  
If there are 8-14 students from Tsinghua attending this program, the program 

fee for each student is 3,400 CAD; for 15 or more Tsinghua students, the program fee 
is 3,200 CAD.  

(NOTE: Cohort discounts will be refunded to the credit card used to pay the 
program fee by July 25, 2016.)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74ccbg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外语水平证明（TOEFL, IELTS, CET-6, CET-4 等）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StudyAtUAlberta/VisitingAndShortTermProgra
ms/InternationalSummerProgram.aspx 
  

http://pan.baidu.com/s/1o74ccbg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StudyAtUAlberta/VisitingAndShortTermPrograms/InternationalSummerProgram.aspx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StudyAtUAlberta/VisitingAndShortTermPrograms/InternationalSummerProgra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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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1. 项目名称：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across cultures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主要介绍慕尼黑工业大学 Satellite Geodesy and Engineering 领域

的相关情况。录取学生除可以选修以上领域的课程之外，还可以学习零基础德

语课程。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8 月 1 日-8 月 26 日；项目时长为四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2000 (in total), includes, 
German language course, technical program, cultural and free-time program, 

accommodation, a health, accident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stay, 
a lunch card and tickets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2)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own meals on weekends and in the evening,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二、三年级本科生；专业领域

要求为 geodesy,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r engineering with special interest in 
space engineering and satellite applications related to navigation；具备 programming 
or nature science 的基础知识。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i4twLmP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简历 
3) 英文个人陈述(including a strong focus on science)  
4) 教授推荐信（一封，需教授本人签字） 
5)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6) 外语水平证明（英语或德语）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6)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www.tum.de/en/studies/international-students/summer-
school/engineeringandmanagementacrosscultures/ 
  

http://pan.baidu.com/s/1i4twLmP
http://www.tum.de/en/studies/international-students/summer-school/engineeringandmanagementacrosscultures/
http://www.tum.de/en/studies/international-students/summer-school/engineeringandmanagementacross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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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法国-里昂国立应用科学学院（INSA Lyon） 

1. 项目名称：INNOV@INSA Asia-Pacific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主要内容包括：lectures and workshops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long with laboratories and companies visits in the region. The 
engineering students also take French class and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with INSA Lyon students' associations。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4 日-7 月 22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Tuition Fee: waived.  

2) Program Fee: €2470 (in total), includes, 
on-campus accommodation in dorms, lunches, cultur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day-trips.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理工科三年级本科生或一年级

硕士研究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eQSyIau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3) 英文个人陈述 (stating your motivation for applying to the program and your 

background)  
4) 外语水平证明 (TOEFL, IELTS, CET-6, CET-4 等)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详见：http://pan.baidu.com/s/1hrnYkLm 
  

http://pan.baidu.com/s/1eQSy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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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1. 项目名称：Amsterdam Summer School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涵盖领域包括：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man 
Health and Life Sciences, Humanities, Law,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Religious Studies, Skills Related Course 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2 日-7 月 16 日或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项目时长为两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Tuition Fee: range between €1000 and €1150, includes:  

Airport pick-up service, Goodiebag, Orientation program, On-site support, 
24/7 emergency assistance, A transcript of record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2) Scholarship: 
The Amsterdam Summer School offers 10 scholarships that cover the full 

tuition fee of one course. (se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cholarship Procedure via 
http://www.studyabroadinamsterdam.nl/en/summerschool/fees_scholarships/scholarsh
ip-amss-2016/index.aspx)  

For Tsinghua students who do not receive the Amsterdam Summer School 
Scholarship, €250 discount on a course can be given.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accommodation fees,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jHuGLV4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陈述  
3) 英文个人简历   
4)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5) 外语水平证明 (TOEFL92 分或以上，IELTS 6.5 或以上) 
6)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6)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www.studyabroadinamsterdam.nl/en/summerschool/index.aspx 

http://www.studyabroadinamsterdam.nl/en/summerschool/fees_scholarships/scholarship-amss-2016/index.aspx
http://www.studyabroadinamsterdam.nl/en/summerschool/fees_scholarships/scholarship-amss-2016/index.aspx
http://pan.baidu.com/s/1jHuGLV4
http://www.studyabroadinamsterdam.nl/en/summerschool/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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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英国-埃克斯特大学 

1. 项目名称：2016 Exe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包括 11 门课程，具体为: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limate Change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Society; Global Enterprise; 
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A Solution to a Worldwide Proble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urity, Conflict and Pease; 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w; Preventative Medicine: Exercise and the Environment; 
Rethinking Shakespeare: Beyond the Bard; Tolkien on Page and Screen; Victorian 
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s: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2 日-7 月 23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range from £2,320 to £2,570, includes, 

tuition, accommodation, meals and social program expenses  
2) Scholarship: £500 

Each Tsinghua participant can get £500 scholarship off your tuition fee.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eRc8kdc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陈述  
3)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4) 外语水平证明 (具体要求详见：

http://www.exeter.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entry/)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www.exeter.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  
  

http://pan.baidu.com/s/1eRc8kdc
http://www.exeter.ac.uk/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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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1. 项目名称：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MISS)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主要包括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The "Real" Downtown 
Abbey; Radical Manchester; The Bronte’s; Worlds of Sport; The Beatles; Medicine, 
Modernity and Manchester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10 日-7 月 30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0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Tuition Fee: £1,600, includes, 

the teaching, assessment, field trips, airport collection and selected social 
activities. If Tsinghua applicants are over 10, all students can get a 10% group 
discount. 

2) Scholarship:  
Students who demonstrate the best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y together with the strongest application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the scholarship offered by MISS program. No separate application is 
required and decisions will be made by MISS program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s 
received.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accommodation fees,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且符合

http://www.alc.manchester.ac.uk/abouttheschool/news/manchester-international-
summer-school/entry-requirements/的网页要求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PPcbc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外方申请表 (申请表下载网址： 
http://www.alc.manchester.ac.uk/abouttheschool/news/manchester-
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3) 英文个人简历 
4)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5) 外语水平证明  
6)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6)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www.alc.manchester.ac.uk/abouttheschool/news/manchester-
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  
  

http://pan.baidu.com/s/1PPcbc
http://www.alc.manchester.ac.uk/abouttheschool/news/manchester-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http://www.alc.manchester.ac.uk/abouttheschool/news/manchester-international-summer-school/how-to-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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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学院 

1. 项目名称：Intensive Span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主要包括西班牙语语言和西班牙文化课程。完成课程的同学将会获

得对方颁发的相关证书。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2 日-7 月 30 日；项目时长为四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4 月 15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Program Fee: €1920(in total), includes,  

tuition fees, accommodation for 28 nights and 15 meal tickets in University 
Residence Hall, Welcome and Farewell lunches. 

2) Scholarship:  
Students who demonstrate the best academ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program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the scholarship offered by Santander Bank 
Foundation. No separate application is required and decisions will be made after 
students completed the program in UPM. 

3)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 （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jGVaQ7k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英文个人简历 
3)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4) 外语水平证明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信息：http://pan.baidu.com/s/1o72bNdS 
  

http://pan.baidu.com/s/1o72b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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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以色列-以色列理工学院 

1. 项目名称：Technion Summer Program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主要面向理工科、建筑等领域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课程

具体领域包括 Electrical Engineering-Computer Science; Chemical 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Engineering, Aerospace Engineering, Architecture, Chemistry,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等。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28 日-8 月 26 日；项目时长为五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Application Fee: $50 (non-refundable)  

2) Registration Fee: $350  
  Note: no registration fee for participants of the course Sensors and 

Nanotechnology. 
3) Scholarship: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ill provide scholarship for all participants, covering 
academic courses tuition, housing, lunch-5 days a week on Technion campus, 
Excursions, Entrance to Technion facilities, all other social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Council (CSC) may provide additional funding for 
airfare.  

(Not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informed to accepted students.) 
4)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also need to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的三年级本科生或非毕业年级研

究生。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gXCros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3)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3)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http://int.technion.ac.il/zh-
hans/%E4%BA%A4%E6%B5%81%E9%A1%B9%E7%9B%AE/%E5%B7%A5%E7
%A8%8B%E4%B8%8E%E7%A7%91%E6%8A%80%E6%9A%91%E6%9C%9F%
E8%AF%BE%E7%A8%8B/  
  

http://pan.baidu.com/s/1mgXCros
http://int.technion.ac.il/zh-hans/%E4%BA%A4%E6%B5%81%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4%B8%8E%E7%A7%91%E6%8A%80%E6%9A%91%E6%9C%9F%E8%AF%BE%E7%A8%8B/
http://int.technion.ac.il/zh-hans/%E4%BA%A4%E6%B5%81%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4%B8%8E%E7%A7%91%E6%8A%80%E6%9A%91%E6%9C%9F%E8%AF%BE%E7%A8%8B/
http://int.technion.ac.il/zh-hans/%E4%BA%A4%E6%B5%81%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4%B8%8E%E7%A7%91%E6%8A%80%E6%9A%91%E6%9C%9F%E8%AF%BE%E7%A8%8B/
http://int.technion.ac.il/zh-hans/%E4%BA%A4%E6%B5%81%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4%B8%8E%E7%A7%91%E6%8A%80%E6%9A%91%E6%9C%9F%E8%AF%BE%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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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1. 项目名称：创业国度的商业创新 
 
2. 项目基本信息 
 该项目课程旨在呈现以色列在商业创新方面的案例，分析创业技巧，并进

行专业指导。 
 
3. 项目时间及时长 
 7 月 3 日-7 月 22 日；项目时长为三周 
 
4. 校内申请截止时间：3 月 28 日 17:00 
 
5. 费用情况 
 1) Application Fee: $60  

2) Tuition Fee: $1800  
3) Accommodation Fee: $800.  
4) Other Fees: 

Participa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round trip travel expenses, visa 
application fees and other personal expenses. 

 
6. 可申请学生类别 
 符合“校内基本要求”（详见启动通知） 
 
7. 校内申请材料及提交要求 

1)《清华大学海外学习短期项目申请表》 
  （点击 http://pan.baidu.com/s/1o7yC52U 下载） 

提交步骤说明：本科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申请材料，等待录取结果→录取后提交《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 

研究生：个人填写→院系签字→本人扫描→提交电子版材料，并将《短期项目申请表》原件交至研究生院（李兆基科技大楼 B 座 221-2） 

2) 注册中心开具的课程成绩单（英文）   
3) 两封教授推荐信  
4) 外语水平证明 (TOEFL89 分或以上，IELTS6.5 或以上)   
5) 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提交要求：以上申请材料需按 1)至 5)项顺序合成 1 个 PDF 格式文件提交电子版至

pengyun@tsinghua.edu.cn，文件统一按“姓名+项目名称”命名。 

 
8. 更多项目信息 
 项目网页：international.tau.ac.il 
 
 
  

http://pan.baidu.com/s/1o7yC5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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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五：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常见问题答疑 

一、项目总体问题 

1. 希望了解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的全年工作时间表 

以下时间表为 2016 年参考时间表，如有变化以各阶段具体通知为准。 

时间 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 暑假项目相关工作 

2 月中下旬-4 月中旬 发布暑假项目信息 

3 月下旬-5 月底 确认录取结果阶段 

4 月下旬-5 月底 进行行前准备阶段 

6 月底-9 月初 正式赴外参加项目 

8 月-10 月 完成回校报道工作 

第二阶段 寒假项目相关工作 

11 月-12 月上旬 发布寒假项目信息 

12 月中下旬 确认录取结果，完成行前准备 

2. 希望了解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的整体工作流程 
 

 

 

3. 希望了解项目各阶段进展情况及通知申请者方式？ 

    在校级短期课程项目申请过程中，校内联系人将会通过邮件告知申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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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一般情况下，申请同学在材料提交 3-5 个工作日内将会收到邮件确

认；各项目校外推荐、录取结果公布、行前准备等阶段都会收到邮件通知，请

大家务必保证邮箱畅通，并注意及时查收邮件，需各位同学手动回复的邮件请

务必在截止时间前予以回复。 

4. 希望了解奖学金等资助信息？ 

请各位同学认真阅读《项目手册》了解外方学校的奖学金或费用减免信

息。 

清华大学桑坦德银行基金将为与之有合作关系的部分项目提供奖学金资

助，资助内容包括项目费或机票，具体资助情况以国际处正式邮件通知为准。

另外，清华大学桑坦德银行基金目前采用项目资助制，申请同学不需要额外提

交申请材料，项目获得奖学金资助，则该项目全体录取同学都可以即时获得奖

学金资助。 

5. 希望了解每人最多可以申请几个项目？ 

每位同学最多每批次可申报一个项目，最多可有两个项目处于申请状态

中。原则上其中一个项目确认录取，另外一个项目作为自动放弃。由于暑期项

目时间一般都互相冲突，并且为了避免出现一位同学占用并最终放弃多个录取

名额的情况，请各位同学提交申请时慎重选择。 

6. 希望了解往年项目是否还会继续执行？ 

2015 年主要项目信息清单（点击 http://pan.baidu.com/s/1mgWWzk0 可下载）供

大家参考。2016 年这些项目能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还有新增加的项目，请以网

站正式通知为准。 

7. 希望了解是否可以退出项目？ 

根据各项目报名或录取阶段的不同，退出同学需要完成相应的退出申请流

程。此外，因个人原因退出项目而造成需向外方学校支付违约金或已交至外方

的部分费用不可退等一系列经济损失由退出项目同学个人承担。 

退出申请具体流程及要求如下： 

报名阶段及外方确认录取前，已提交申请材料的同学需要退出项目请发邮

件至 pengyun@tsinghua.edu.cn，邮件写明“姓名+院系+退出项目名称+退出理

由” 。得到学校正式确认后，方为正式退出项目。 

原则上，一旦被外方确认录取则不得退出项目。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退

http://pan.baidu.com/s/1mgWWz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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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项目者，除需要按以上要求发送退出通知邮件至 pengyun@tsinghua.edu.cn 之

外，还需提交《校级短期课程项目退出申请表》（点击

http://pan.baidu.com/s/1eRdymP0 下载）。得到学校正式确认后，方为正式退出项

目。 

8. 希望了解外方课程如何认定清华学分？ 

学分认定原则上仅适用于本科生。根据教务处相关管理规定，参加校级短

期课程项目的同学在返校后的学期一个月内持《清华大学出国/赴港澳任务批

件》或《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赴台批件》到院系教学办申请。学分

一般由海外学习时间决定，3-13 天 1 学分，14-20 天 2 学分，21-27 天 3 学分，

28-34 天 4 学分，35 天以上 5 学分。在如有变化，以教务处的最新通知为准。

另外，各院系可能根据课程内容有其它学分认定规则，拟申请学分认定的同学

可以与院系教学办联系确认。 

9. 希望了解是否可以替代小学期、假期实习等？ 

各位同学申请校级短期课程项目前需确认拟申请的项目时间与学校正常教

学安排不冲突，申请前务必征得所在院系的同意（以院系签字盖章的《项目申

请表》为准）。关于是否可以替代小学期以及假期实习等，需要与院系教学办

确认。 

二、校内报名阶段 

1. 项目报名需要注意什么？ 

请仔细阅读《项目手册》，了解校级海外短期课程项目的总体要求，并认

真阅读具体项目信息，明确申请条件，课程内容、费用情况、时间安排等信

息，初选感兴趣的项目后，根据通知的网页链接进一步了解更多信息，结合个

人 2016 年暑假的学习和科研安排慎重选择合适的项目。 

2. 申请项目时暂无有效护照？ 

项目申请材料中需要提交个人护照信息页（扫描件），如申请时暂无护照，

请尽快前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个人因私护照。提交校内申请材料时，在《项目

申请表》的护照栏内写明预计拿到护照的日期，在具体提交的校内材料中，

“个人护照信息页”一项改为提交个人说明文件（写明计划办理护照或者预计

拿到护照的时间）。 

http://pan.baidu.com/s/1eRdym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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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开具财产证明文件？ 

部分项目申请材料中需要提交财产证明，请拟申请同学仔细查看外方学校

关于财产证明的具体要求（如账户名、金额、有效期）等。如外方学校有具体

要求，务必按照外方要求开具；如外方学校没有明确要求，建议大家开具个人

账户的存款证明，金额略高于项目费及住宿费总数即可（部分项目没有给出具

体住宿费，可查看学校附近的普通酒店价格预估住宿费用）。如果开户银行没有

硬性要求，可以选择不冻结，必须冻结可选择 1-3 个月的冻结期。 

如果所开文件是以父母姓名为账户名，提交财产证明文件之外，还需要补

充说明文件，说明文件需要账户（父/母）本人签字。 

（文本内容供参考）：“此文件为         （用户名-父/母姓名）个人存款

证明，       用户名（父/母姓名）同意支付        （学生姓名）参加        

（项目名称）的所有费用”。 

（翻译文件供参考）This document is         's (the account name -

father/mother's name) certificate of bank deposit,          (the account name -

father/mother's name) agrees to bear all costs of           (program name) for          

(student’s name). 

4. 申请时没有托福或雅思等外语成绩怎么办？ 

请认真了解各项目的外语水平要求，申请材料如何提交参考下列解释内

容： 

举例 1：项目报名网页明确“两年内有效托福成绩，且满 80 分及以上” 

  此类为外方学校有明确要求（外语考试类型和分数要求）的项目，所提

交的申请材料中应包含符合 80 分及以上要求的托福成绩，且考试时间需要在两

年以内。 

举例 2：项目报名网页提及“需提交托福、雅思成绩” 

此类为外方学校有要求（外语考试类型）的项目，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应

包含符合的托福或雅思成绩。请特别注意如果外名明确写明不接受其他外语成

绩证明，校内报名截止时间 1 周内无法拿到托福或雅思成绩的同学请慎重报

名。如果对项目特别感兴趣，但申请时暂无托福、雅思成绩，可以四六级、水

平一、二成绩作为外语凭证提交报名，最终是否可以录取以外方学校正式通知

为准。 

5. 学校推荐名额如何确定，是否有面试等选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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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同学需获得所在院系、相关部处审核，即《项目申请表》完成相关院

系部门签字盖章。原则上，获得院系和相关部门审核批准的同学都可以获得学

校推荐权，除个别项目外方学校要求外，学校不在对申报校级短期课程项目的

同学组织单独面试。如出现报名人数过多，外方需要学校确认推荐名额等情

况，学校将根据各位同学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定，确定最终推荐人

选。 

根据往年项目执行情况，校级短期课程项目基本能够保证绝大多数申请同

学的需求，较少出现竞争决选的情况。 

三、确认录取阶段 

1. 如何获得录取结果通知？ 

在收到外方学校录取信息后，校内联系人将第一时间通过邮件通知所有同

学，未获得录取资格的同学也会收到邮件通知。请大家注意保持邮箱畅通，并

及时查收邮件。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别来电询问录取进展。 

2. 确认录取后续应该做什么？ 

校内联系人会通过邮件通知录取同学项目行前准备会的相关通知，会上学

校会统一告知录取同学后续校内审批、办理签证、购买保险和机票等相关事宜

的安排。请录取同学务必保证按时参加行前准备会，并根据各项目后续手续清

单在具体截止时间之前完成所有行前准备工作。 

四、行前准备阶段 

1. 是否需要办理校内派出手续？ 

根据学校相关派出管理规定，所有参加校级短期项目的同学都需要在正式

派出前完成校内派出审批手续。请录取同学根据各项目行前准备材料完成校内

派出的提交审核流程。完成校内派出手续的同学，获得《清华大学出国/赴港澳

任务批件》或《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赴台批件》的同学，可以联系

国际处开具办理签证等需要的派出许可，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文件。 

2.是否需要办理签证？ 

    签证是录取同学赴海外参加项目的入境许可，所有录取同学需在行前获得

有效签证。具体签证类型需符合外方学校的具体要求，停留期限需符合实际签

证批准时间。 

3.何时购买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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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建议录取同学获得签证后再购买机票，以免因为签证原因无法成行

造成经济损失。提醒各位同学正式出票前了解所购机票是否接受退改签，以及

所需承担的费用情况。 

4.是否需要购买保险？ 

    要求所有录取同学行前需购买涵盖项目时间的医疗和交通保险，并请认真

了解保单具体支持内容。 

五、赴外派出阶段 

1.赴外参加项目注意事项 

   请所有同学务必保证个人人身和财产安全；保证出勤完成所有项目课程学

习；赴外期间需要服从外方学校负责老师以及各项目带队老师或负责组长的管

理。 

六、回校报道阶段 

1. 回校报道需要完成什么？ 

   所有同学完成项目课程返校后，需在开学前正常完成校内注册，并需按要求

提交个人项目总结。获得资助的同学需要按要求提交相应报名材料，完成校内

报销手续。如需认定学分的同学，需联系所在院系教学办负责老师完成相应申

请流程。 

2. 个人项目总结提交要求 

个人项目总结内容需包括以下，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 

1）项目期间参加项目具体情况（包括所完成的课程、学习等交流任务等） 

2）通过参加此次短期项目，你印象最深刻的课程、活动、以及重要收获是

什么？ 

3）对于该项目的建议（如项目组织、选拔、课程安排、活动安排等） 

4）请提交 2-3 张参加项目期间的照片 

 总结字数要求 2000 字以上，统一要求提交 WORD 格式文件，中文即可 

 总结提交的截止时间：项目结束日期起两周内（例如，项目 8 月 10 日结束，

总结提交的截止时间为 8 月 24 日） 

 总结提交方式：请大家按照各自项目的提交截止时间，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pengyun@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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