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寒假 SAF 华盛顿大学语言文化项目     

  

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始建于 1861 年，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最大的一

所大学，也是美国西岸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大学。全美排名 40 左右，是一所世界顶级的

综合性大学。 

 

地处西雅图，一部《西雅图不眠夜》，让这里众所周知，

这里是美国最佳居住地之一，也是美国最安全的五大城市

之一。有绿宝石之城（The Emerald City）常绿之城（Evergreen 

City）之称。 

西雅图是众多知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例如波音公司、

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的总部。同时西雅图也是星巴克的发

源地。至今为止，在这里可以购买到世界上第一家星巴克独一无二的咖啡豆。 

 

顶尖学科与领域：拥有世界上一流的医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

美术学院、音乐学院、信息学院和海洋科学学院等。 

 

一、项目概况： 

项目 内容 

目标学校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简称 UW） 

学校所在城市 美国 - 西雅图 

项目时间 2015 年 1 月 26 日-2 月 16 日 

项目内容 

2015 年 1 月 26 日- 2 月 13 日：华盛顿大学学习 

2015 年 2 月 7 日-8 日：旧金山参观 

2015 年 14 日-2 月 16 日：洛杉矶参观 

签证类型 B-1 商务签证 



 

  

二、课程部分（2015 年 1 月 26 日- 2 月 13 日） 

 

1. 课程目标 

 

 词汇：以独特的教学模式构建商业领域专业词汇系统 

 能力：掌握通过邮件制定需求、计划、安排的能力 

 模式：全面了解西雅图商业环境，增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商业思维模式 

 平台：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提供一个商业交流与沟通技巧锻炼的平台 

 环境：学习并实践美国商业模式，建立国际化商业的文化背景适应能力 

 领域：提升商业领域比如：商务洽谈、交际、会议、面谈等背景下所需的沟通、

演讲、聆听能力 

 

2. 课程特色 

 

 小班授课，每班最多 18个学生，配备商业领域专

家教学，保证每个学生与老师的有效讨论 

 时间合理，课程集中在上午进行，鼓励学生有效

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 

 科学授课，每周 15个小时的课堂教学，保证学生

有效吸收课堂知识 

 课外实践，课内学习基础上拓展课外实践，保证

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学习商业运作模式与理念 

 课程结束后，获得校方结业证书与官方评估 

 

3. 课程内容 

 

课程重点培养方向是商业英语口语与写作学习两部分，每天 3 个小时的课堂教学，

集中在每天的上午进行，学校还将利用下午的时间组织西雅图游览文化活动。 

报名截止时间 2014 年 10 月 20 日 

 

住宿安排 

1. UW 学习期间，将安排入住寄宿家庭； 

2. 游览参观期间，安排入住酒店 

项目参与者 

要求 

1. SAF 会员大学学生优先； 

2. 面向所有专业学生； 

3. 年满 18 周岁； 

4. 大一、大二学生优先录取； 

5. 英语成绩要求：托福 65 分，雅思 6.0 分，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及格，如没

有英语成绩，则需要提供老师写的推荐信，证明具备有上述要求相符的语言

能力； 

6. 需通过 SAF 组织的面试 

项目结业 顺利完成学习的同学将获得华盛顿大学颁发的项目结业证书 



 

 

口语能力将从以下方面提高： 

 Formal introductions, networking 

 Socializing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Scheduling/making appointments 

 Reporting on progress 

 Making suggestions and expressing opinions 

 Planning and delegating tasks 

 

写作能力将从以下方面提高： 

 Making requests and inquiries  

 Making arrangements, expressing thanks and appreciation  

 Reporting on progress  

 

4. 课程拓展主题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Puget Sound area 

 Major companies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rt-up company 

  Entrepreneurship 

 

5. 学校活动安排 

Orientation 

UW campus tour 

Pike Place Market  

The Seattle Art Museum 

The Ballard Locks 

Pioneer Square 

Bainbridge Island 

Other Seattle landmark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三、住宿安排 

 

项目期间，UW安排学生在当地家庭居住，单人/两人一个寄宿家庭。每个同学都有

独立的卧室，卧室配有单人床、床上用品、桌子、椅子和衣橱等家具。学生有权利

使用该家庭的所有公共空间。寄宿家庭提供为学生提供周一至周五每日早晚两餐，

周末每日三餐。一般寄宿家庭位置距华盛顿大学车程约为 45分钟到一小时左右，

并且靠近公共交通站点。 

 

住宿优势：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学生居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

可以让学生面对新的文化和家庭环境时提升自信，鼓励学生与家庭成员用英文交流。

同时，这也是深入理解美国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并与当地家庭建立良好的跨国友

谊。  



 

 

四、游览参观： 

 

项目进行期间的第二个周末会安排去旧金山的游览参观，项目结束后会安排去洛杉矶的

游览参观。游览部分均为 SAF 合作旅行社进行安排，费用不包含在项目费用里面。 

 

日期 项目 

2 月 7 日-8 日 旧金山参观 

 访问斯坦福大学 

 九曲花街、艺术宫 

 渔人码头、金门大桥 

2 月 14 日-16 日 洛杉矶参观 

 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中国戏院、明星大道、柯达影院 

 好莱坞环球影城 

 

五、SAF 服务 

 

1. 项目咨询及申请指导：SAF 将详细解答同学们可能存在的有关项目详情的咨询，在

确定报名后，指导学生准备申请材料； 

2. 机票预订：SAF 将协助同学安排国际往返团体机票，机票费用不包含在项目费用中； 

3. 保险安排：SAF 将为学生统一安排保险相关事宜； 

4. 赴美签证：SAF 将指导学生准备签证申请材料并指导学生进行面签； 

5. 行前指导：SAF 将提供完善而细致的行前指导，从而使同学在赴美之前了解在当地

的学习生活，以便学生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6. 带队服务：SAF 项目带队老师将协助同学们办理机场登机、住宿、组织学生参加新

生培训、组织学生参加学校活动、协助同学们解决项目期间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六、 费用说明： 

 

SAF 海外学习基金会以 NPO 非营利机构性质为保证，以促进高校国际化的公益事业为使

命，以让学生低价享受优质服务为原则，因此在组织该项目时，只收取成本服务费用。

项目费用均以美元计价。 

 

SAF 华盛顿大学语言文化项目费用                            合计： USD 3200 

其中包含：UW 提供的教学、学生活动及各类参观活动、在当地寄宿家庭住宿费、餐费、

机场接送机服务，24 小时应急保险，活动纪念品及 SAF 提供的各类支持服务。 

机票及旅行部分预估费用（由旅行社管理）                     合计： RMB 19000 

其中包含：往返国际机票及旅行部分地接费用，不包含在项目费用中。旅行部分费用包

括美国境内段机票、车费、司导小费、景点门票、餐费等。 



 

个人花费预估 

 赴美签证申请费：1024 元人民币 

 个人零花钱：150 美元/周 

 其他非可预见花费由学生自行承担 

 

八、项目费用支付方式及退款政策 

 

项目费用退款政策（申请项目时支付） 

 

学生通过面试确定申请后，需一次性支付项目费用 3190 美元，项目费用直接电汇到 SAF

美国总部。如学生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项目，相关退款政策如下： 

 

 UW 项目申请费 44 美元需在申请时支付，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予退还； 

 SAF 项目申请费 100 美元需在申请时支付，并在任何情况下均不予退还； 

 如学生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参加项目（需提供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将扣除

SAF 项目报名费 100 美元，UW 项目申请费 44 美元及 UW 项目罚金 300 美元及可

能产生的机票定金 1000-2000 元，返还剩余的费用。 

 如果学生申请签证不成功，将扣除 SAF 项目报名费 100 美元，UW 项目申请费

44 美元及 UW 项目罚金 300 美元之后返还剩余的费用。机票定金损失将由学生

与 SAF 共同承担。 

 特别注意：12 月 15 日之后退出项目，校方规定无论申请者是什么原因退出，项

目费用都不予以退还。 

 

机票及旅行费用退款政策（获得签证后支付） 

 

旅行部分费用将直接缴纳给 SAF 的合作旅行社（费用由学生直接电汇至旅行社帐户）

旅行部分费用目前预估为 19000 元，具体费用将在报名人数确定及航空公司票价确

定之后公布。学生将在获得赴美签证之后向旅行社缴纳该部分费用。该部分费用退

款政策如下： 

 

 机票部分费用：团体票一旦确定，将无法改签和退款。因此出票后如退出项目

（不管任何原因），根据航空公司规定，机票部分费用将无法退还。 

 旅行部分费用：在项目开始前一个星期或一个星期以上通知退出项目，地接费

用可退还 70%左右。如果在项目开始前一个星期之内退出项目（不管任何原因），

地接费用均无法退还。 

 

十、报名方式： 

 

1.  登陆 SAF 官方网站，下载报名表发至 grace.cheng@studyabroadfoundation.org 

2.  咨询电话：SAF 国际项目办公室  成老师 （010-84856337/010-84468398） 

 

附件：Sample Schedule（下面课程为 2014 年参考版本，2015 年具体课程会有所调整） 

mailto:grace.cheng@studyabroadfounda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