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大学
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系统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官方冬校

美国大学学习技能学分课程

欢迎10 - 12年级学生参加

2022.2.6 – 2022.2.13
上海市浦东新区

♦ 唯一无需提供托福雅思成绩且可让低至

  高一年级学生收获美国大学学分的课程

♦ 最短时间内获取大学学分

♦ 无需出国便可帮助学生提升背景

获取美国大学学分最便捷的方式 全方位支持中国学生体验美式教育

♦ 面授课和每日不到两小时的直播课均由加

 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师团队教学

♦ 双语助教全程提供支持

♦ 使用被常春藤盟校和加州大学各分校广泛

  采纳的Canvas学习管理系统

收获颇丰

♦ 获得2个大学学分的难得机会 

♦ 大学官方个人推荐信，可用于未来大学

 或其他学术项目的申请

♦ 大学官方成绩单，可在大学申请时提交

♦ 大学官方证书



优势专业

♦ 农学、食品科学及兽医学位列全美第1

♦ 经济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专业位居前列

校园氛围

♦ 多元化和国际化位列QS美国大学排行榜第1

♦ UC Davis被国际绿能组织UI GreenMetric评为“最环保的大学”

♦ 文化气息浓厚，艺术画廊众多，每平方公里公共艺术品数量第1

♦ 戴维斯大学城被CNN评为美国受教育程度第二高的城市

加州大学

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系统，由10所分校组成。据《华尔街日报》/

《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21年美国最佳公立大学排名，加州大学戴

维斯分校与排名第1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排名第2的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一起占据了榜单前5中的3席。加州大学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

立大学系统，其教师及研究人员迄今已获得70项诺贝尔奖，每年产生近

500亿美元的经济影响。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隶属于著名的加州大学系统，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共同构成该系统内最大的三所高校。

作为一所资金充裕的“公立常春藤”大学，UC Davis拥有超过20 间研究

中心和博物馆。

2022 U.S. News 
美国大学排名

38th

学术排名

2021  WSJ/THE 
美国公立大学排名

5th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Campanile钟楼



体验美国大学的优质教学

无论学生是在国内学习，还是计划出国留学，掌握美国大学注重的学习技能都十分

重要。本次面授课程将让学生体验互动式学习，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表达自

己的想法，并且，课堂参与也将成为学生成绩的一部分。

学生还将使用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Canvas学习管理系统，该系统为大学生提供学

习支持，目前已被所有常春藤盟校、加州大学系统内所有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采纳

使用。本次冬校让广大中国学生无需出国，便能获得体验纯正美国课堂的机会。

为什么学分、证书及推荐信很重要？

绝大部分美国大学在录取国际生时，非常注重他们是否能够适应西方教育，这正是

为什么提供大学官方成绩单便能有效证明学生已为海外求学做好充分准备的原因。

学生申请大学时，通常会在申请系统里被问及是否参加过大学水平课程，课程是否

带有学分。学生完成本次冬校后，可将正式成绩单寄送至他们正在申请的大学。推

荐信将由UC Davis的教授为学生量身定制，含大学官方抬头，很多大学在申请或学

生在候补名单时会接受额外的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对学生申请大学或其他学术项目

非常有帮助。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官方证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签发的推荐信

大学官方成绩单，可按学生要求提交或
寄送至其他大学

近900所大学接受
Common App申请，包
括8大常春藤盟校，均
询问学生是否参加过大
学学分课程。

加州大学系统使用
UC Application，亦
会询问学生是否参
加过大学学分课程。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欢迎中心，招生办公室



课程概述

课程设置

美国大学学习技能课程

此课程的重点是让学生了解美国大学，并培养有助

于学生在日后的大学学习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学习技

能。在课程介绍的诸多学习技能中，包括哈佛大学

所用的阅读策略、康奈尔笔记法等。另外，学生还

将通过工作坊了解大学申请的过程，并着手撰写个

人陈述。此课程包含2个大学学分，通常为美国大

学选修课。

学分课程评分标准

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和讨论          25%
测验及完成写作任务                      25%
作业和课程相关阅读       25%
最终演示文稿展示                        25%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了解及申请

美国大学

大学必备

学习技能

闭营演讲展示

美国大学 & 专业

美国大学申请 & 建立

优质个人档案

时间管理 & 保持井然

有序

快速阅读 & 如何做

笔记

思路创新

学术写作 & 公众演讲

最终演示文稿展示

证书颁发典礼

时间 主题 内容 时间 活动安排

第八天

所有课程均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老师或受过加州大学戴维

斯分校系统培训的老师讲授，并由双语助教提供全程支持。

日常安排

10:50 - 11:50 

11:50 - 13:00

早餐

课堂教学·线上

课间休息

午餐

课堂教学·面授

13:00 - 15:00

15:00 - 15:20

15:20 - 16:20 

工作坊·面授

课间休息

运动或团队活动

8:00 - 8:30 

8:30 - 10:30 

10:30 - 10:50

16:20 - 17:30 

17:30 - 18:30 

18:30 - 20:00 

寄宿生回宿舍休息

晚餐 

兴趣课程或小游戏

双语助教作业辅导

洗漱就寝

20:00 - 21:00

21:00

注：学生也可选择走读

入营 & 破冰游戏第一天 冬校开营仪式



教师团队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师团队将教授和指导学生，在整个课程中为学生提供全面支持。以下是最近一期课程的师资介绍。

S. Simon
♦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硕士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英语讲师

♦ 擅长教授学术技能

A. Jones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育系硕士

♦ 加州州立大学海沃德分校语言人类学硕士

♦ 教育、语言学和文学方面的专家

♦ 主要教授学习技能

D. Pendleton
♦ 弗吉尼亚大学德语博士

♦ 加州洪堡州立大学写作教学硕士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文学科教授，所授科

  目包括世界语言、英语和文化

♦ 近5年都在教授美国大学学习技能课程，深

受学生欢迎

N. Ma�y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硕士

♦ 萨克拉门托城市学院副教授

♦“Global Grace ESL”课程协调官、首席讲师

♦ 近5年都在教授美国大学学习技能课程，深

受学生欢迎



“老师所教的是一些记笔记的技巧，还有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些都对我大学生活很有帮

助，可以帮助我以后更有效地去学习，在大学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 Jackie W│高中生 上海                                                                                    

“双语助教有给我们很多帮助，包括和老师沟通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课程

教授的学习技巧，包括大学申请技巧，都是非常有用的。”

                                                                                 

冬校地点 

浦东红窑基地

教室 多功能教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秋荷路33弄88号

庭院 教学楼走廊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将在上海浦东红窑举办本次学分冬校。该基地占地面积超过100亩，周边还有私人
公园和草地，环境十分优美。其教室、活动室、各类户外运动场、食堂、宿舍楼等设施一应俱全，实
行24小时封闭管理，是一座集研学教育、文化艺术、自然生态和拓展训练为一体的国际研学基地。

我们将于冬校开营和闭营当日在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为学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宿舍 

篮球场

食堂

网球场

浴室

沙滩排球场 私人户外区域

绘画室



学生及老师反馈 

“老师所教的是一些记笔记的技巧，还有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些都对我大学生活很有帮

助，可以帮助我以后更有效地去学习，在大学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 Jackie W│高中生 上海                                                                                    

— 李老师│重点高中国际部 合肥

“对于国际高中的同学来说，这个可以作为大学的提前预热。因为他们经过三年的高中

学习之后，本科是要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对于中国普通高中的同学来说呢，这也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融入美国大学文化，以及拓展自己视野的一个很好

的机会。”

— Ryan C│高中生 上海  

“双语助教有给我们很多帮助，包括和老师沟通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课程

教授的学习技巧，包括大学申请技巧，都是非常有用的。”

                                                                                 

— Carolyn T│大学生 深圳  

“Dorothy教授非常幽默，非常能够带动课堂气氛，吸引学生参与课堂。她会告诉我们

辩论该是怎么进行的，辩论会一辩二辩三辩分别要做什么，让我们去体验这一个过程。”

— Gary S│大学生 北京

“我找到了我想要学习的专业，也找到了我最喜爱的专业以及以后想要从事的工作。我

的目标也有了。”

扫码联系我们
Gowell Education
13/F, Tung Che Commerical Centre
246 Des Voeux Road West, Hong Kong
+852 2730 7121 info@golearnworld.com

Gowell Academic Programs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的“蛋头”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