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大学
2021·夏季在线课程
University of Zurich Summer School Online（2021）

项目类型：短期研学（有学分）
学杂费：1500 瑞士法郎起
管理费：人民币 2000 元
项目时段：2021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3 日
报名截至：最晚 2021 年 4 月 30 日
培养方向：区块链、金融、社会、跨文化交流
（具体时间和价格以学校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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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Content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 1
 项目简介|Program Introduction ................................................................................................................. 1
 院校简介|University Introduction............................................................................................................... 1
 项目特色|Program Highlights ..................................................................................................................... 2
 学习计划|Study Plan ..................................................................................................................................... 2
 留学服务|Student Services ......................................................................................................................... 3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 3
 申请条件|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4
 申请材料|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 4
 申请流程|Application Process.................................................................................................................... 4
 报名方式|Sign Up ........................................................................................................................................... 4

苏黎世大学夏季在线课程·2021 年度夏秋招生简章

瑞士苏黎世大学夏季在线课程
2021 年度夏秋招生简章
 基本信息|Basic Information
(一) 项目标题：苏黎世大学夏季在线课程
(二) 项目名额：**人（其中**学院**人，**学院**人）
(三) 主办单位：**大学外事处、苏黎世大学、环球翔飞教育集团

 项目简介|Program Introduction
苏黎世大学夏季在线课程，由苏黎世大学主办，面向全世界优秀学生开放招生。夏季在线课程均为
跨学科研究课程，学生将在 3 周的时间内围绕课程主题从多个方面进行学习和研究。2021 年暑期开设
的 4 个课程，涵盖区块链、金融、历史文化主题，均为英文授课，顺利完成课程的学生可获得 6 个欧
洲学分（ECTS）。期间除了在线参与苏黎世大学的课程学习外，学生们还将有机会参与一些苏黎世大
学组织的在线社交活动，以帮助学生更加充分地理解、感受瑞士文化。

 院校简介|University Introduction
苏黎世大学（英文：University of Zurich，简称 UZH），成立于 1833 年，是瑞士规模最大、实力
最强的综合大学，也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学校在科研、教学中侧重于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应变
能力训练的作风，使得该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极具竞争力，能快速找到理想的工作且能很快适应现代社
会的飞速发展。
苏黎世大学是德语区乃至欧洲最具活力的大学之一，尤其在医学、免疫学、遗传学、神经科学、结
构生物学及经济学等领域位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近几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苏黎世大学常常位于世界百
强名单，部分学科如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常有欧洲前 5 的好成绩。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苏
黎世大学位列第 76 位。
瑞士作为一个仅有不到 1000 万人口的国家，百年来有 25 人摘得诺贝尔奖，苏黎世大学功不可没。
包括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世纪伟人”爱因斯坦，量子力学的奠基者薛定
谔等十余名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此学习或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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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特色|Program Highlights
1. 项目安全灵活
- 学生通过线上形式参与课程，免受海外旅行的困难和限制，足不出户即可获得海外学习经历。
2. 课程主题鲜明
- 四大特定主题，立足瑞士历史文化，或紧密围绕当下热点，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 同时支持研究生和本科生入学。
3. 体验多元文化
- 项目参与者将与来自全世界的学生一同学习、生活。
- 学生将不仅能够参与世界著名的苏黎世大学的课程，还将参与学校的社团、社交活动。

 学习计划|Study Plan
(一) 项目安排
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报名截至

2021 年 07 月 04 日

2021 年 07 月 23 日

2021 年 04 月 30 日

项目课程将以直播课程和录播资料相结合的形式呈现。每周一至周五，学生将花费大约 3-4 小时
完成课程资料的学习并参与直播课程。项目期间学生还将组成小组来完成课题研究。
(二) 项目课程
学生可在以下 4 个 Track 中择一参加，所有课程均提供 6 个欧洲学分（ECTS credits）。


TRACK 1：Deep Dive into Blockchain - Linking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Law
深入区块链——经济、技术、法律

课程将让学生在世界领先的专家学者指导下，从区块链系统的技术、经济和法律层面学习区块链的
相关知识。了解区块链系统的工作模式、区块链系统的经济激励，学会批判性地评估区块链设计。同时
课程将涉及区块链在取证和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课程还配有交互式的实践内容。


TRACK 2：Finance for the Future: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FinTech
未来金融：可持续金融与金融科技

课程旨在介绍瑞士金融体系和财富管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以帮助学生提高在宏观经济学和
金融学方面的认识。同时，学生还将在从业人员的引导下，学习金融科技和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前沿动
态，并在项目管理实践中应用课程中习得的知识。


TRACK 3：Leadership in the Future of Work
未来工作中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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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将使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探索未来社会的需求，以及当前社会运行将为未来带来的影响。课程
将鼓励学生从领导者的视角审视当前社会的运转并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通过项目学习学生将更好地
理解社会并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做准备。


TRACK 4：What Defines a Country’s Success? - Switzerland's Experience in Comparison
如何定义国家的成功？比较瑞士与其他国家的经验

课程将瑞士的发展与其他同样成功的小国进行比较，探讨国家成功的相似与差异之处。学生将了解
瑞士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具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并探索政治、经济成功的共同特点和不同发展
道路。项目中学生将有机会与瑞士顶尖行业的专家交流。项目也将涉及对 COVID-19 新冠肺炎环境下
各国的危机反应及处理的探讨。
(三) 授课平台
课程主体内容将通过微软学习平台提供，课程开始前学生将收到课程平台的邀请链接以加入课程。
课程的直播内容将通过 ZOOM 进行。

 留学服务|Student Services
为使学生拥有安全舒适的海外生活，主办方为项目参与者提供如下服务：
1. 选课指导：为学生解答课程设置、学分设置、学时安排等问题，并根据学生意愿匹配相关课程；
2. 申请材料审核：为学生准备申请材料模板，并对于已经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和实质审查，
确保递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避免因材料不合格而耽误申请；
3. 项目申请递送：熟悉并精通申请流程的指导老师为学生递交审核通过的资料，并及时跟踪材料
审查进度，申请中出现的新情况，并及时完成申请流程，确保合格学生的申请得到最大程度的完整审
查；
4. 优先材料审核：翔飞与众多名校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递送的申请材料一般会以最快的进程审
核。部分项目可以在开放申请日之前申请，为学生提供大量便利；
5. 境外汇款：项目参加者需要支付包括学费、杂费等各种需要支付给大学的费用，主办方可协助
学生通过最合理的付款方式操作，确保不耽误课程顺利进行。

 项目费用|Program Fee
(一) 项目学杂费
1500 瑞士法郎
由苏黎世大学收取，包括课程费、国际生费等
(二) 项目管理费
人民币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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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球翔飞教育集团收取，包含项目申请、课程咨询、材料邮寄等费用
(三) 项目费【不含】
因个人配置上课所需的软件、设备等产生的费用

 申请条件|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1. 本科大二或大三学生，或研究生级别学生
2. GPA 不低于：3.0/4.0
3. 托福不低于 79 分，雅思不低于 6.5 分，或 CET6 不低于 550 分

 申请材料|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1. 在读证明、英文版成绩单扫描件
2. 语言成绩单扫描件
3. 英文简历，个人陈述
4. 护照信息页扫描件

 申请流程|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报名表链接
2. 主办方将确认报名信息并对报名学生进行筛选
3. 缴纳项目管理费，并与主办方签订项目协议
4. 主办方将为学生申请项目
5. 学生获得录取后通过校方提供的账户参加项目

 报名方式|Sign Up
 预报名链接：http://apply.xf-world.org/
 咨询邮箱：duanqi@xf-world.org
 咨询电话：021-55661085
*国内合作院校推荐名额请咨询各指定校外事处、各院系或其他学校指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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