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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原味美国教育，走进国际机构总部 

美利坚大学—G-MEO 暑期学习交流项目 

2019 年 7 月 17 日 -- 8 月 7 日 

华盛顿特区   纽约市 

 

 

 

 

 

项目特色 

 全程由美利坚大学及极妙专家共同设计并组织，原汁原味美国教育文化深度展现 

 美国专家权威解读：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文化概观 

 七所名校访问：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哥伦比亚大学、史蒂文斯理工学院、乔治华

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城大学 

 真实大学课堂体验：美利坚大学教授讲授精选原版课程 

 美国名校结业证书：由美利坚大学官方颁发 

 参观学习文化体验：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经济金融中心纽约市 



2 

 

项目概述 

项目为期三周，第一、二周将在华盛顿特区集中学习，参观相关机构并体验文化，第三

周为纽约市观光游览学习，全程有专业教师陪同指导。项目时间定为2019年7月17日至8月7

日。 

适宜人群 

 年满18岁的高中毕业生，在读大学本科生以及研究生均可报名 

 计划到海外尤其是美国高等院校留学深造的学子 

 亟欲培养领导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未来领袖 

 立志成为能在未来国际职场中脱颖而出的跨国人才 

 渴望提高学术英语，公共演讲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有志青年 

 

项目详述 

第一周：美国高等教育课程学习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学习。上午美利坚大学教授讲授经典学术基础以及

公共演讲课程，了解美国学习工作必备技能；下午华盛顿特区三所名校访问，近距离感受美

国校园文化特色；全美著名博物馆参观；周末组织主题活动及自由交流。 

第二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与国际关系的学习 

了解美国基本国情概貌，重点学习政府机构，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上午课堂讲授，

下午国际组织及政府部门实地参观及交流；美利坚大学还将精心安排主题相关的各种活动和

机构访问，并邀请特别嘉宾演讲。学生还将通过 ICONS 模拟程序及小组项目切身了解国际组

织在国际事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周：走进纽约名校、金融机构，观览城市历史文化风貌 

探访世界金融文化中心——纽约市。漫步于第五大道，徜徉在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时代

广场，访问常青藤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探秘西点军校，体会城市中的纽约大学，

参观国际金融机构，登顶纽约市最高建筑，乘游轮观览自由女神像和哈德逊河风光。 

成功完成学习项目的学生将获得美利坚大学颁发的正规项目结业证书。 

详细安排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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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及流程 

1. 报名，填写项目申请表（截止至 2019年 4月 15日）； 

2. 获得其所在中方大学学院的批准,  或者 GPA≥2.5； 

3. 提交托福，雅思或者大学四六级考试成绩； 

4. 与美国极妙国际教育集团签订学习协议并缴纳全部费用，项目缴费截止日期为 2019年 4

月 30日。 

 

项目费用 

每名学生的项目费用为美元 US$5,625（人民币按 2019年 4月 1日的汇率计算）。包含： 

1. 教学，项目管理，教材及费用 

2. 美利坚大学颁发的官方项目参与证书一份 

3. 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住宿和餐饮 

4. 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的公共和专用巴士交通，机场接送和游览活动 

5. 保险（包括医疗、意外事故、政治起义和自然灾害疏散） 

6. 其他（门票，参观和考察活动） 

7. 带队人员和工作人员全程参与整个项目 

8. 专业向导 

9. 行政费 

行政费备注： 

 住宿：学生住标准双人间，指导教师住双人或单人间（依据其选择付费）。 

 大巴服务包括接送机和文化旅行。根据城市交通状况，市区内出行主要依靠公共交通。 

 项目费用不包含国际机票、赴美签证以及和学生自行活动所产生的费用。 

 

项目退费说明 

http://sapms.gmeochina.com/user.php?action=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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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未获得美国签证，已缴费学生可获得全额项目费用退款（除了 200 元人民币项目申请

费） 

2. 凡已获得美国签证并已缴纳全额项目费用之学生，于出发前 1 个月因故取消行程，可获

得全额项目费用的 50％退款；于出发前 15日到 30 日以内取消行程，可获得 30％退款；

于出发前 15 日内取消行程，可获得 20％退款（所有退款需扣除 200 元人民币项目申请

费用）。 

3. 联系人 

罗生连女士，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副主任，G-MEO。邮箱: sara.luo@g-meo.com 

电话: 158-8214-0846 (中国) 或 info@g-meo.com; 电话: +1 646 216 2186 (纽约总部) 

 

mailto:sara.luo@g-meo.com
mailto:info@g-m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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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举办者简介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http://www.american.edu/ 

 

 

 

 

 

 

 

 

美利坚大学 American University，简称 AU，地处美国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起源于美

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要求在首都建立一所国家大学的倡议，1893 年成立，现有在校学生 

1.2 万人，共有 7个学院：文理学院、商学院、传播学院、国际服务学院、职业及继续

教育学院、公共事务学院，华盛顿法学院。 

美利坚大学在政治学、公共政策、商务管理以及国际关系等专业学科上有很强的实力，

其公共政策在 US NEWS的排名是第 15名。校区距离白宫仅 4哩远，经常有许多政坛上的风

云人物应邀到学校演讲，如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有许多著名政坛人士退休后就在此执教，

吸引了众多海外学生慕名而来，因此，美利坚大学也就变成了国际学生的最爱，现有来自

140 多个国家的 1300 多名留学生，为这所历史名校注入了多元文化与思想的力量。 

主校区面积 84英亩，位于 DC特区风景最美、最安全的住宅区，由设计纽约中央公园的

著名的景观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德规划设计，堪比国家植物公园。 

http://www.american.edu/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4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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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极妙国际教育集团 (G-MEO) 

http://www.gmeochina.com  

 

2011 年，著名教育家美籍华人张钟浚博士在美国创立了 G-MEO (极妙国际教育集团),

致力于推动国际教育的发展。G-MEO与各国教育机构合作，为国际教育的发展提供世界一流

的服务。合作、创新、正直、透明是 g-MEO 的工作指导方针和服务宗旨。 

在张钟浚博士的领导下，G-MEO先后成立了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和苏州中美中心，同

时与大陆和台湾的多所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G-MEO 更与美国二十多所大学展开了多层

次的校级合作，共同推动中美高校海外交流项目的发展。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与成都政府

及多所中国名牌大学的合作项目更受到中美教育界的瞩目。美利坚大学等五所美国大学为该

中心的主要合作高校。该中心不仅开创了中美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方式，更帮助 G-MEO在中国

和美国成功发展奠定了更广泛深入的教育合作基础。 

 

 

 

 

http://www.gmeo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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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行程安排 

第一周：美国高等教育课程学习 

日期 上午 下午 

周三 

飞往美国 到达华盛顿，入住宿舍 

(07/17/2019) 

周四 

入学指导 参观美利坚大学 

(07/18/2019) 

周五 

美国高等教育文化及英文演讲报告 参观大学 

(07/19/2019) 

周六 

话题讨论：Ted Talk 
游览华盛顿特区：白宫、林肯纪念堂及其他

纪念建筑 
(07/20/2019) 

周日 

城市主题寻物游戏 10:00 am - 5:00 pm 

(07/21/2019) 

周一 

话题讨论 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参观大学 

(07/22/2019) 

周二 

小组演讲报告 职业发展研讨会 

(07/23/2019) 

 

第二周：美国政府结构，国际关系，ICONS 虚拟项目 

日期 上午 下午 

周三 

美国政府结构，独立宣言与宪法 参观美国国会大厦及国会图书馆 

(07/24/2019) 

周四 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 参观国家肖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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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5/2019) 晚上：ICONS 模拟系统练习 

周五 国际关系与使馆职责 

国际组织与国际贸易 

参观世界银行 

(07/26/2019) 

周六 
参观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国家肖像博物馆

等 (07/27/2019) 

周日 自由活动 

 (07/28/2019) 

周一 

小组课题项目@新闻博物馆 小组课题项目准备 

(07/29/2019) 

周二 

小组课题演讲与展示 ICONS 最终模拟练习 

(07/30/2019) 

周三 

ICONS 最终展示 自由活动 

(07/31/2019) 

 

第三周：参观美国名校、金融机构、以及观览纽约市的历史文化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周四 
从华盛顿出发前往普林斯顿

大学（上午 10 点前退房） 
普林斯顿大学—纽约 游览纽约时代广场 

(08/01/2019) 

周五 

参观哥伦比亚大学 参观史蒂文斯理工学院 

 
(08/02/2019) 

周六 

参观美联储纽约银行 
自由女神像环岛游轮，世界贸易

中心一号楼观景台 

 
(08/03/2019) 

周日 

参观游览联合国 参观第五大道，中央公园 结业证书颁发晚宴 

(08/04/2019) 



9 

 

 

*行程可能变更。必要时，美利坚大学和 G-MEO有权更改行程。 

附录 II：美利坚大学教师教学指导安排 

美利坚大学在前两周安排每天 6小时，每周 30 小时的教授指导课程。 

课堂教学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至 11:30。下午的课外教学活动以参观大学、

华盛顿特区的著名景点、政府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进行。 

附录 III：美利坚大学证书 

 

 

周一 

参观西点军校 参观 Woodbury 

 
(08/05/2019) 

周二 

自由参观，退房   前往机场，飞回中国 

 
(08/06/2019) 

周三 

(08/07/2019) 

飞行途中 回到母校，项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