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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我们 

Welcome to Join Us 
 

 

亲爱的同学们，在杜克大学学习的经历一定为成为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相信你一

定为踏上这段旅程而激动雀跃。但同时你也要意识到，中美文化的差异，学习的难度和

强度也同样会使你备受挑战，生活上也会遭遇一些难题。但请把此看作是你开阔国际视

野，包容文化差异，结交新朋友的宝贵机会。虽然只有一个短短的暑假，你也必将收获

良多。  

项目简介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在有南哈佛之称的杜克校园，共同度过三周，学习领导力的核心

课程，同时通过对当今社会面临重大问题的探讨，培养成为国际公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杜

克大学将为你提供绝佳的学术氛围，该项目将成为你提升领导力和个人魅力的最佳实践基地。 

 

 

 时长：三周 

 特色：领导力精英课程  

 

时间： 2014年 7月 5日-2014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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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活动及安排 

日间课程学习  

课程一：成为全球公民 

 

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而另一些却冲突不断，国与国之间贫富差异如此巨大。不同

文化背景，国家，经济状况构成了我们生存国家的多样性。在本课中，你将以一名国际公民

的身份与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共同探讨当今面临的重要国际问题：包括战争与冲突，国际贸易

与全球化，跨文化交流，强权政治等。你所处的文化视角会帮助你深刻领悟纷繁复杂的全球

关系和问题。 

 

课程二：领导力素质培养 

这个世界需要具备知识，技能，勇气，使命感，创新精神的有志青年来解决复杂的地区及全

球问题。该课程通过 3 个不同层次的学习增长你成为成功领袖的必备知识和技能。除了加

强自身技能外，为了能够成功影响团队及社区成员，你会运用到课堂上新学习的“设计思考

（design-thinking）” 及以人为本的思考（Human Centered Design -HCD）. 通过设计可

持续性的社区服务项目满足社区的需要。同时，你需要整合所有学习的技巧，激发创新能力，

形成你所特有的领导力展示风格。 

 

晚间课程（三选一） 

 

语言集训：汉语或英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世界越来越趋于一个地球村，而语言不通则成为了地球村发

展的一个阻碍。熟练运用双语的沟通的能力不仅有助你受到名校，名企的青睐，使你木秀于

林，同时也会架起不同语言国家沟通的桥梁。该课程专门为非汉语、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设

置，每周 3 次课。为了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语言需求，及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注和个性化的

指导，该课程采取小班教学，班级人数小于 10人。 

大学入学指南  

你了解美国的大学生活吗？你是否有过初入学时的紧张和不适应？你是否想在大一期间就

抢占先机，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该课程提前为你打造一个多角度了解美国大学学习生活

的平台。课程内容丰富多样，包括：如何准备顶尖大学极具说服力的申请材料，大学论文写

作，应试和学习技巧，如何规避易犯问题，SAT讲解，怎样参与校学生会等。  

 

美术：探索世界  

课程在达勒姆艺术委员会进行，课程分为观展和动手实践课两部分。你将通过一系列不同的

艺术表现形式了解摩洛哥，冰岛，牙买加及中国的艺术。作为暑期学院的国际社区的一部分，

你将进一步扩展对别文化的理解。美国舞蹈节上，你还可以欣赏到音乐会和演出。达勒姆艺

术社区让赋予你快乐的同时也时你通过美术发掘这个社会。班级人数不超过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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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课余活动  

才艺展示；电影之夜；舞林大会；及运动赛事等  

 

周末活动  

远足旅行，校园活动，宗教服务活动（非强制性），学习研究等  

 

 

 

Example of Academic Day 

8:00 am – 10:00 am 早餐 

10:00 am – 12:05 pm 课程学习 

12:05 pm – 14:00 pm 午餐、午休 

14:00 pm – 16:00 pm 课程学习 

16:00 pm – 19:00 pm 校园生活，晚餐 

19:00 pm – 20:30 pm 晚间课程 

20:30 pm – 22:00 pm 校园生活；校园活动；课程复习 

22:00 pm 当天总结会议（必须参加） 

23:00 pm 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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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宿 

杜克大学学分暑期学院学生将安排住在杜克校园西校区里。学生常把西校区校园称为“哥特

式的乐园”。这个绰号来自于校园西区里哥特式复兴运动（兴起于 18 世纪的英格兰）时期

的建筑。这些建筑大部分由 Julian Abele设计，她是美国第一批黑人建筑师。主体的方庭属

于非常朴素和早期的建筑风格，与之相对的是，学院方庭的建筑显现出了晚期的法国和意大

利建筑风格的影响。 

 

西校区可以称作是杜克大学的中心。除了所有的二年级学生住宿在西校区外，一些三年级和

四年级学生也住宿在此。学校的大多数学术和管理机构都在这里。西校区的主要部分是以杜

克教堂为中心，南面是住宿方庭，北面是学术方庭，图书馆和医药中心。泛指的西校区还包

括科学和工程楼所在的科学路。最后，大多数的餐厅和体育设施都在卡梅隆室内运动场里，

这些也都位于西校区。  

 

 

 

申请资格 

现面向以下学生遴选： 

 

 9-12年级在读 

 英语语言能力优突出 

 成绩优异有浓厚学习兴趣 

 有意愿进入美国顶级名校深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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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流程 

11月-12月   了解项目；学生遴选；填写预报名表 

11月-12月   确认报名，签属协议，同时缴纳不可退还申请费50美金或人民币310元 

11月-12月末 提交项目申请材料  

1月-2月     材料审核（通常于递交完整申请材料的2-3周后，通知录取结果） 

2月-3月      陆续收到录取通知后5天内一次性支付全额项目费             

DIPONT 辅助服务：机票征询 

3-4月中      陆续收到签证材料 

4月-5月      递交签证材料 /签证预约 /签证辅导 

5月-6月初    赴美国领使馆面签并获得签证 

6月中       行前综合培训  

6月28日   出发赴美 

7月25日  结束项目 

                                                                       

项目申请准备材料 

Step1: 申请资格筛选面试阶段： 

1) 学生证扫描件 

2) 身份证扫描件 

3) 护照扫描件 (若有,如没有请于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去办理) 

4）填写预报名表 

Step2:确认申请阶段： 

1) 缴纳申请费（50 USD或 310元 RMB）、签署协议； 

2) Program Application Form项目申请表；（DIPONT 提供，请用蓝色笔签名） 

3) 申请论文陈述：你为什么是该项目最合适的申请者；你选课的理由； 

至少提供 2段具备说服力的陈述说明 

4）简历：注明学术或非学术性的经历；之前参加过的社区服务及课外活动；所获奖励；

是否担任领导性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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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中期间所有成绩单（英文翻译件，需盖学校红章。） 

6）教师推荐信（一封英文，需强调你在学术、学科上的能力，有模板） 

Step3: 签证面试阶段：（略，详见面签材料准备） 

注：提前递交给我方的电子版材料：填妥的 DS160信息收集表（信息请务必填写完整），

我方负责网上 DS160在线填写。及美国签证照电子版(白底，51mm×51mm，JPEG格式，

尺寸大小在 600 像素（宽）*600 像素（高）到 1200 像素（宽）*1200 像素（高）之间，

拍照时请和照相馆说明是美国签证照片)，用来为学生在线填写 DS160  

 

营地费用 

日期：        2014年 7月 5日 - 2014年 7月 25日 

费用为：      $6,780 

 

费用包含：     

报名费（50美金）、营地费、美方接送机费、保险费、申请材料审核、材料邮寄、签证预约、

签证辅导、行前辅导、与美方 24小时的紧急沟通与联络、其它辅助服务等。 

 

费用不包含： 

国际机票、签证费、赴上海领馆签证往返交通费、中国国内接送机交通费、个别课程的试验

费、书本费、一切个人花费及上述“费用包含”中未提及的一切其它费用。 

 

 

注：杜克校区不提供床品，学生可自行携带，也可租用杜克的床品套装（1套床套，1套床

单，1个枕头，1个枕套，1条毯子，4条脸巾，4条浴巾）共计$47，如需租用，请跟项目

老师确认后，汇款时一并汇出此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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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Q&A 

 

1.我参加杜克的暑期项目，是不是就可以视作杜克大学的候选者身份被录取了呢？ 

参加杜克大学暑期学院的经历的确可以成为大学招生官考量的因素。但是影响升学的因素有

很多，招生官也会对你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估。被杜克暑期学院录取并不能确保你一定会被杜

克本科录取。但是你这段经历会为你的简历加分。 

 

2. 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被录取了？ 

一般情况下，你将会提交一份完整的申请表格 2-3周后得到是否录取的通知。 

 

3.Summer School的住宿是哪种形式？ 

项目的国际学生都需在校内住宿。为了让学生们更好的体验不同的文化，促进交流，住宿被

打乱分配。 

 

4. 每个班的师生比例有多少？ 

根据每个班的实际安排，通常情况下，日常班规模在 15-18人。 

 

5.我将持何种签证入境？ 

学生需持 B1/B2签证进入该项目。 

 

6. 我可以要求和朋友住在一起吗？ 

杜克注重一个独立的学生体验，并提倡学生感受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所以分宿舍时会考虑将

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分在一起。所以并不会考虑学生提出的请求。 

 

7. 是否会组织团队活动 

会组织丰富的娱乐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乔治华盛顿社区，去OUTLETS 购物或hiking 等。 

 

8. 我可以从杜克图书馆借书吗？ 

你可以同杜克大学本科生一样，使用学校的资源。杜克大学图书馆拥有超过 500 万卷的藏

书，论其规模，排名于全美私立大学图书馆系统前三。距西校区近的图书馆是 The William R. 

Perkins Library，暑期学院的学生可以使用电脑，打印，复印及学习，你也可以使用你的

DUKE CARD 来借书。DUKE CARD 在你入学时会发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