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暑期政治学交流项目
地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项目时间：2020 年 7 月 9 日至 8 月 7 日
课程时间：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7 日（四周）
学分：四周课程，三学分。
成功完成课程的学生将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授予的成绩单和项目结业证书
项目特色：


学生选择以下其中一门课程：
o Track I: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Cooperation
课程 1:国际发展和合作



o

Explor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探索国际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
 Compare regions including Asia, Af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Latin America
比较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地区的发展
 Gai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深入了解国内外机构
 Learn to think critically about development theory & practices
培养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思考能力
Track II: Political Economy,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课程 2: 政治经济学,哲学与政治
 Explore “opennes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trategies, migration and open
borders, the politics of free speech, and censorship.
探索“开放性”：国际贸易策略，移民和边界开放，言论自由政治和审查
制度
 Read both contemporary and classic literature from economics,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研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当代和古典文学
 Engage in the intensive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openness”
深入研究“开放式”的哲学，经济和政治层面

项目活动日程：
迎新
7月9日
7 月 10 日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抵达美国，入住。
迎新项目介绍会
第一周 （7 月 13 日- 7 月 17 日）
政治学课程每周一至周五： 9:30am – 12:00pm
参观
o 州议会大厦
o Chazen 美术馆
o 威斯康星历史博物馆
逛麦迪逊农夫市集
第二周（7 月 20 日- 7 月 24 日）
政治学课程每周一至周五： 9:30am – 12:00pm
参加篝火晚会，烤棉花糖。
看美式棒球
体验 Atwood 音乐会和市集
参加州议会大厦广场音乐会
第三周（7 月 27 日- 7 月 31 日）
政治学课程每周一至周五： 9:30am – 12:00pm
威大-麦迪逊在校生文化交流会
参观本校制冰厂，品尝学校自产自销的冰淇淋
州立公园 Devil’s Lake 一日游
第四周（8 月 3 日- 8 月 7 日）
政治学课程每周一至周五： 9:30am – 12:00pm
项目结业式
结业晚餐
返程回国

选拔对象：
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尤其是对政治学领域以及名校留学有兴趣的学生。
要求：
1) 英语成绩
托福（iBT）80 分；雅思 6.5 分； 托业 690 分
2) GPA：3.0 以上（4 分制）

申请材料
1） 成绩单
2） 托福/雅思/托业成绩单
3） 护照信息页
4） 资产证明

项目费用
（以下费用仅做参考，请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实际收取的费用为准）
四周费用预估为 6,649 美金，其中学费及杂费为 4,888 美金，生活费预估为 1,761 美金。
SUMMER 2020

4-WEEK SESSION

Estimated Tuition & Segregated Fees*

$4,888

Based on minimum of 3 credits in the 4-week

Estimated Living Expenses
This amount includes mandatory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Plan (SHIP),
housing with utilities, food, books & supplies, and incidentals.

Total Estimated Cost

$1,761

$6,649

奖学金
录取学生将获得 2000 美元奖学金，额满为止。
备注：
1) 请同学尽快办理护照（有效期为十年），办理护照会节省你的项目申请时间。
2) 项目网站：https://visp.wisc.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