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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主要針對本科在讀生和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畢業生，讓他

們有興趣在特定管理領域進行深入的學習（課程列表請參閱下一

頁），並在學習過程中提高自身的英語水平。 

課程為全日制的英語授課，並提供活動時間。對於那些有英文

理解困難的學生們, 還有這樣一個體驗英語浸入式課程的選擇 

– “商務英語 - 第一課” 

  

本課程項目由拉文大學（University of La Verne）與里卡

多-布里托（Prof. Ricardo Britto）教授負責。  

 

這些機構聯合提供的課程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包括

本科在讀生和畢業生）提供參加美國工商管理強化課程的

機會。這些課程會在每年的1月和7月舉辦，專注於年輕

專業人士感興趣的主題領域。 

                  課程為期3

週，授課時間為周一至

週四。為確保教師與學

生之間的密切聯繫，課

程的參與人數在15到

30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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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工

商管理知識，為學生提供

先進視野和有關所選科目

主題的不可或缺的國際化

體驗。  



  

 

根據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這些課程會讓學生在該國際項目中充分利用自身所學，同時接軌於國內的大學學習內容或工

作。這些課程對於學生們來說相當於一次擴展學習,該計劃將於一月或七月舉行, 在學習過程中

還學生們可以在世界上最熱門的旅遊地區之一享受3個週末的假期。 

 

證書詳情（參見下文有關認證的信息）將根據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而頒發給他們。該課程沒有

考試,但學生每週會參與研討會和撰寫相關論文。課程目標是構建具有參與性和具體詳細的計

劃，讓學生可以真正參與其中，並通過實踐活動取得自身發展。 

GRADUATE 

 課程化內容 

 

營銷策略與市場管理 – Strategy & Marketing （SM）  

戰略思維; 策略計劃; 營銷和市場征服。公司訪問和商業案例，商

務英語 

 

财財務與會計 – Finance & Accounting（FA） 

金融環境; 全球金融; 全球會計。公司訪問和商業案例，商務英語  

  

领領導和管理人力組織 – Leading & Coaching The Human 

Organization （LCO）  

組織理論專題; 指導, 輔導; 管理人力資產。公司訪問和商業案例，

商務英語 

 

公共行政當代主題 – Contemporary Topics in Public Adminis-

tration （PA ） 

基礎理論和當代方案;公職人員;政策制定,預算和審計。公司訪問和

商業案例，商務英語 

商 商務訪問活動 

該項目計劃在課外活動中提供

兩次與美國行政高管會面的機

會。參觀訪問小組成員將可以

有機會受到當地行政高管的接

待，有機會同美國當地的商務

諮詢情況進行全方位的接觸。

同時我們還會為學生提供一份

公司和機構的建議訪問名單，

學生可利用空閒時間進行自由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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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ADVANCED          

課程化內容 

 

商業戰略高級話題- ADVANCED TOPICS IN BUSINESS 

STRATEGY （ATBS） 

環境分析和機會掃描。從戰略規劃到戰略思維。執行和控制方

法。公司訪問和業務案例。商務英語。 

 

財務決策和公司政策的高級主題– ADVANCED TOPICS IN FI-

NANCIAL DECISIONS AND CORPORATE POLICY (ATFD) 

金融理論和金融決策。 企業法人政策。理論，證據和應用。 國際

財務管理。公司訪問和業務案例。商務英語 

 

營銷管理中的高級主題– ADVANCED TOPICS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ATMM) 

在全球化世界中管理客戶。國際產品和品牌。管理全球市場和產

品。公司訪問和業務案例。商務英語 

 

項目管理高級主題– ADVANCED TOPICS  IN PROJECT MA-

NAGEMENT (ATPM)  

項目管理，戰略及戰略思想。基於項目公司的管理模式。進行人際

交往的挑戰。風險管理。公司訪問和業務案例。商務英語 

商 商務訪問活動 

該項目計劃在課外活動中提供

兩次與美國行政高管會面的機

會。參觀訪問小組成員將可以

有機會受到當地行政高管的接

待，有機會同美國當地的商務

諮詢情況進行全方位的接觸。

同時我們還會為學生提供一份

公司和機構的建議訪問名單，

學生可利用空閒時間進行自由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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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英語 - 基礎課程 - Business English（BE） – 拉文大學校區（Campus 

ULV） 

 

 

商務英語背景基本架構，語法技能和流利程度的提升。 無翻譯輔助。  

 

 

行前須知:學生將在課前4個月收到一系列全英文的學術文章，以便可以提前熟悉

將在課堂上使用的術語，為課程做好充足的準備。 

 

*根據相關規範可能會有部分調整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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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亞州最為古老正統的教育學院之

一, 拉文大學（University of La Verne）

確認了合作交流關係。該學院將提供多個

管理方面的交流課程項目。除同ELS語言

中心合辦的英語課程之外，拉文大學還開

設財務，市場營銷，項目管理以及領導等

相關課程。 

  

ULV（University of La Verne） 是美國

最為傳統古老和受人尊敬的大學之一。它

成立於1891年，是一所非盈利性質的私立

大學，而ULV的主要校區在La Verne 市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離洛杉磯僅40 

分鐘的車程。 ULV同時也是為新興國家教

育的基礎建設做出自身貢獻的幾所院校之

一。 

 

該次加利福尼亞的假期課程計劃由里卡多

布里托（Ricardo Britto）教授負責協

調。我們將為學生們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以便學生做好充分的行前準備並確保課程

的順利進行。 

 

我們的服務目標是提供立足於國內專業現

實情況的國際化教育。意識到中國學生在

海外課程學習方面的困難，我們將為學生 

 

 

此外，您還將收到以下文件： 

 

• 主題課程的學生預讀的課本，目的是使能夠提前數週完成課程的相關準備工作; 

• 同該次活動其他學生的在線會議邀請，分享信息並了解其他將一同參與課程的成員; 

• 關於如何以優惠價格購買機票和解決食宿問題的指導 

• 如何獲取美國入境簽證文件的指南; 

• 關於旅遊，觀光，購物和訪問的相關建議. 

課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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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的拉文大學短期學習項目將由Prof. Ricar-

do Britto全權代理, 負責管理來自新興國家學生的

獎學金申請計劃事宜。 

通過該獎學金計劃，學生們將享受在課程費用方面

的大幅優惠。請參閱下表的相關課程費用。 

 

您可最多分16次進行課程分期付款，課程費用將根據

您出發時間的變化會有小幅度浮動  
 

計劃費用:   

 

住宿 : 對於在拉文大學（ULV）就讀該課程的學生, 我們有

為學生提供在Ontario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tel的酒店住
宿，價格約為U$ 50 每日/人，標準雙人間含早餐，在酒店

大堂和停車場均設有WiFi。  

 

機票:學生須在行前確認自己心儀的航空公司，一次性洛杉

磯往返機票的價格約為1000美金。  

用餐: 大學內午餐費約為U$ 10. 

 

課程 
總費用+報名

費 

含60％折扣的

獎學金優惠費
用 

 

SM, FA, LCO,  

PA 
 

US$ 6.478,70 

+ US$ 90,00 
  US$ 2.682,00 

 
BE 

 

US$ 4.532,00     
+ US$ 90,00   

US$ 1.903,00 

ATBS, ATFD 
US$ 7.560,20 
+ US$ 90,00  

  US$ 3.114,00 

ATPM, ATMM 
US$ 6.859,80 
+ US$ 90,00  

  US$ 2.834,00 

課程日期 

已開放報名的課程項目 : 

 

 

2021年7月-課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時間將在 07/05 

課程的結束日期為07/22 

 

 
 

 

2022年1月-課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時間將在 01/10 

課程的結束日期為01/27 

 

 

 

2022年7月-課程正式開始的具體時間將在 07/11 

課程的結束日期為 07/28 

 

費用問題 

*所有費用須在課程開始前付清 

 

  

報名註冊具體步驟 

通過申請表和校方認可文件或個人成績單的提交，完成課程

報名 註 冊 的第 一 步。請 聯繫 我 們 獲取 獎 學 金申 請表 格。 

在您的申請請求獲批和項目名額開放後, 通過學生申請表的評

估，我們會進一步核實和確定該項目的具體名額。學生將與

由拉文大學（University of La Verne）簽訂課程合同，學生參

與課程資格情況將在一周內確認回复。 

證明 計劃參與者將獲得兩份證書: 

 

行政管理證書-由拉文大學（La Verne）簽發 

商務英語資格證書– 由ELS（拉文大學校區）簽發的商務英語等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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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還可以點擊下方鏈接 : 

觀看參與該課程學生的經歷分享視頻 
https://www.youku.com  

 

 

 

認識拉文大學 
www.lavern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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