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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01 牛津 - 梦想开始的地方
NGO实习-梦想实现的奠基石



简介

牛津大学坐落在古老的英格兰牛津市，并且以其高
质量的教学研究而享誉全球，也捧红了牛津城。牛
津大学与牛津城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有据可循
的教学经历能够追溯到1096年。牛津大学因此稳坐
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和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第
二古老的大学。

. 

教学

牛津大学设立了很多研究中心，其中最为著名的就
是38所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物馆和出版
机构以及全英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牛津大学没有
主校区，而是由各个学院独立运作。这也是牛津大
学独具特色的学院联邦制。

牛 津 大 学



王牌学科
经济学

迄今为止，从牛津大学
毕业的经济学及相关专
业包括4位英国国王4 8位其他国家国王8 最近11任英国首相里的

6位6

经济学作为牛津大学王牌专业，常年都是牛津大学最
难考取专业之一。有着最强大的师资力量和最优秀的
学生生源，它代表着最为传统的英式严谨教育方式。
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毕业生也基本统治了英国的上流和
精英阶层。



绿色经济协会（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由牛津大学知名

校友米里亚姆·肯尼特创立于2004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经

济研究国际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之一，在4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

绿色经济协会由20多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以及学者组成，以及

遍布世界各地的5000位合作者。 绿色经济协会长期提供牛津大

学的绿色经济学课程以及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培训以及实习。

创立历史

ü 作为代表参与了从第15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到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

ü 世界绿色经济学重要机构之一，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绿色经济学
ü 旗下出版社出版了过百本图书，出版自己的杂志，同时通过组织

活动，国际绿色项目咨询，国际演讲和教育等扩大世界影响力。
ü 每年在牛津大学举办的绿色经济年会是绿色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会

议之一

重要影响力活动

绿色经济协会
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



绿色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在可持续发展

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经济学

学科。它企图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对

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

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理论构建，并对传统理

论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计算指标进行重

新确定，革新经济决策、行动的功利特征

和伦理道德属性。

Green economics is "Progressive 
Economics, reclaiming economics 
for all people everywhere - women, 
nature, other species, the planet 
and its systems”

经济学 Vs	绿色经济学



项目简介

新经济学人- 绿色经济先锋

02



8月11-8月24日（14天）

课程时间

授课地点：牛津大学
授课老师：牛津大学经济学以及英国其他著名高校相关
专业教授或者学者

授课地点及授课老师

项目组将选拨优秀学生参加英国工作实习项目，
并提供英国知名经济学NGO颁发的实习证明

实习时间

基 本 概 况



030201

牛津学习生活真
实体验

牛津经济学强势学科
教授授课

优秀学生可获得英国知
名经济学NGO实习和

学术杂志发表，并且获
得推荐信的机会

课 程 亮 点



经济学核心课程

牛津大学经济学学者和教授带给大家最新
的经济学和相关专业的咨询和最新行业案

例分析

英国金融机构参访

英国银行以及金融机构伦敦总部参观，相
关负责人对热门话题召开讨论

英国工作实习工作坊

英国经济学NGO为优秀学生提供实习课程，
所有报名学生均可参加实习工作坊的实习
筛选，最终选拨的优秀学生可选择在线或

者英国实地实习工作。

牛津大学校友和工作人员分享牛津大学和
英国名校申请难点和心得

英国名校申请直通车

课 程 设 计



专业课程 机构参访 机构实习

定制化专业课程

• “新经济学人”培养计划：
将专注于经济学、经济学
案例分析，交叉学科以及
国际最新经济趋势的发展

• 伦敦ACCA总部参访
• 伦敦知名银行参访
• 行业聚焦：行业专家

就最新的金融趋势做
出分析

• 将带领学生参观牛津
当地的研究中心或科
研实验室

• 针对毕业后有工作／
留学计划的学生提供
相关职业规划指导／
留学申请指导

• 留学经验分享会：牛
津大学和英国留学的
前辈们将为大家讲述
留学过程中的酸甜苦
辣

英国实习工作坊

• 英国工作签证最新申
请技巧

• 英国知名NGO机构
实习选拔测试（面试
和简历）

• 优胜者将有机会完成
国际知名NGO的远
程或者英国本地实习

课 程 核 心

名校申请



注：以上课程安排仅为参考，以实际为准

Economy Finance Green

绿色经济金融

Global Macroeconomics -
Financial Crises and Responses

全球宏观经济学-财务风险及企
业责任

Economic Balance Theory

经济平衡论
Game theory

博弈论

Green Econom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绿色经济与青年职业发展

Behavioural Economics

行为经济学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全球银行与金融

Financial and Taxation

财务与税收

经济学主要课程



远程实习（2周）

通过Skype实习完成牛津导师布置的任务0 1 /

关 于 实 习

导师定期沟通项目计划0 2 /

顺利完成项目实习之后，方可得到官方实习

证明
0 3 /

优秀的学生可将作品发表到英国的经济学学

术杂志以及导师推荐信
0 4 /

和项目导师完成项目计划并且帮助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  组织国际经济学会议
0 2 /

顺利完成项目实习之后，方可得到官方实

习证明
0 3 /

优秀的学生可将作品发表到英国的经济学

学术杂志以及导师推荐信
0 4 /

英国本地实习（1-2周）

在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 总部英国雷

丁实习
0 1 /



通过英国美食来了解英国的文
化和礼仪

英式下午茶

泛舟领略牛津古镇的绮旎风光

英伦撑船

感受英国传统的高桌晚宴，学
习社交技巧

传统高桌晚宴和
红酒鉴赏会

英国贵族文化体验



住宿条件：自由选择

牛津大学古
老学生宿舍

现代化宿舍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现代宿舍：
建筑现代，设施条件现代，独
立卫浴，单人间，每五到六个
学生可以共享厨房和休闲区

牛津大学学生宿舍：建筑古朴，
宿舍设施延续了牛津大学古老的
风格，学生有独立的房间（一人
一间），洗手间和浴室需要共享



项目收获项 目 收 获

ü 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以及牛津大学教授签字的交流证明
ü 经济学项目成绩单
ü 优秀学生可获得牛津大学知名教授推荐信
ü 通过实习的面试可获得远程实习或者本地实习机会（实习时间
由项目组和学生讨论）

ü 成功完成实习者可获得世界知名NGO Green Economics Institute
的实习证明

ü 优秀实习生可获得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机会



实习单位将对申请学员进行一对一面试，

并对表现优异者发放实习offer

实习面试及发放offer

对实习机会感兴趣的同学需在项目期间

提出相关相关申请

实习申请

学员到英国参加为期两周的项目

参加项目

项目组将对申请者提交的CV材料进行审

核并统一安排相关测试

CV审核及项目考核

学生需准备提交个人CV及其他报名材料

提交报名材料

项 目 流 程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Day	7

Morning

Arrive	in	the	UK;	Check	
in;Ice-breakers.

Induction	Ceremony Academic	Lecture	I Academic	Lecture	III Academic	Lecture	IV London	Visit	(Parliament,	
London	Eye,	Tower	

Bridge,	Big	Ben,	Thames	
River,	etc.) Weekend	Free

day
Afternoon Oxford	Tour Academic	Lecture	II Punting Laboratory/	Research	Center	

Visit

Evening Welcome	Dinner British	Customs	and	
Etiquette

Workshop:	Choosing	a	
career Wine	Tasting or Open Opera Industrial/Enterprise	Visit

Day	8 Day	9 Day	10 Day	11 Day	12 Day	13 Day	14

Morning Academic	Lecture	V Academic	Lecture	VI Internship Interview Academic	Lecture	VII Academic	Lecture	VIII Student	Presentations

Return	to	ChinaAfternoon Internships Interview

Visit	Windsor	Castle Visit	Bath

Afternoon	Tea Academic Lecture IX Certificate	Ceremony

Evening Summer	Ball Workshop:
Postgraduate	Application

Workshop: Internship
Briefing Gala	Dinner

课 表 示 例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