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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线上学术课程 2022 暑假 

官方结业证书、成绩评定报告、导师推荐信、优秀小组嘉奖信 

 
 

 
项目背景 

 

 

剑桥线上学术课程项目由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哈默顿学院多个主题的系列专业课程、剑桥大师云课堂

两部分组成，为期六周，总学时约为 28 小时 (37 课时) ，开设“商业与管理”、“人文学与西方文化”、

“国际医学与医疗”、 “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 “全球领导力与英国文化”多个专业方向。项目旨在让学

员在短时间最大程度体验剑桥的学术特色、提升自身知识储备。每个主题，均分为专业课、研讨课、

大师讲堂三个部分，均通过 Zoom 平台直播授课。专业课和研讨课由剑桥大学格顿/哈默顿学院举行 

(其中格顿学院课程使用剑桥大学官方课程平台 Moodle) ，由剑桥大学专业领域教师讲授专业课，由

助教讲授研讨课，最终以项目陈述方式进行考核。大师讲堂作为项目的延伸，由各主题领域的不同剑

桥导师进行授课，最终以小组形式进行结业汇报。 

项目结束后，学员将获得由剑桥大学主办学院颁发的 官方结业证书 与 成绩评定报告，并将获得由

剑桥大学导师签发的 推荐信，优秀小组还将获得 嘉奖信。 

 

 
项目主题 

 

 

编号 主办学院 课程主题 开课日期 结课日期 时长 项目费 详情 

UCGO1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国际医学与医疗 7 月 23 日 8 月 28 日 6 周 8980 元 附件 1 

UCGO2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 7 月 23 日 8 月 28 日 6 周 8980 元 附件 2 
 

 
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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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采用书院联邦制，坐落于英国剑桥，是罗素大学集团成

员，被誉为“金三角名校”和“G5 超级精英大学”。剑桥大学是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学，八百多年的

校史汇聚了艾萨克·牛顿、开尔文、麦克斯韦、玻尔、玻恩、狄拉克、奥本海默、霍金、达尔文、沃森、

克里克、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图灵、怀尔斯、华罗庚等科学巨匠，约翰·弥尔顿、拜伦、丁尼

生、培根、罗素、维特根斯坦等文哲大师，克伦威尔、尼赫鲁、李光耀等政治人物以及罗伯特·沃波尔 

(首任) 在内的 15 位英国首相。 剑桥大学在众多领域拥有崇高学术地位及广泛影响力，被公认为当今

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Girton College, Cambridge)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是剑桥大学 31 个学院的其中一所，于 1869 年成立，学院占地 33 英亩，建筑以

典型的维多利亚红砖设计居多，大部分由建筑师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于 1872 年至 1887 年间建造。

学院以招收大量英国公立学校学生、社区氛围和音乐天赋而闻名。格顿学院的著名校友是女王丹麦玛

格丽特二世、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夫人赫尔夫人、赫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喜剧演员作

家桑迪·托克斯维格、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斯恩。 

 

 

项目收获 
 

 

顺利完成在线课程的学员，将收获： 

1. 剑桥大学主办学院签发的 结业证书 

2. 剑桥大学主办学院签发的 成绩评定报告 

3. 剑桥大学导师为每位学员签发的 推荐信 

4. 剑桥大学导师为优秀小组签发的 优秀小组嘉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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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结业证书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成绩评定报告 

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 

结业证书 

剑桥大学哈默顿学院 

成绩评定报告 

  
剑桥大学导师签发推荐信 剑桥大学导师签发优秀小组嘉奖信 

 

 

学习平台 
 

 

授课平台：所有课程均为直播课，使用 Zoom 进行授课； 

课程系统：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课程，使用剑桥大学官方课程系统 Moodle 平台进行课程管理。 

 
Zoom 直播课 

 
剑桥大学 Moodle 课程平台 

 
学员反馈 

 

 

赵同学，同济大学，2021 暑假班 (商业与管理方向)  

本次感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课程内容本身，作为一个专业背景不太相关的同学，课程内容比较基础，很适合作为入门基础

来听，理解起来也很容易，让我对管理学有了比较基础的认识。足够的交流讨论时间和问答环节也让

每个具体部分的知识细节变得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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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课程模式，网课的形式让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比起实地进行体验我的其他时间可以更好地支

配，我希望这种模式在疫情结束之后也可以继续下去，可以为许多同学提供便利。 

然后是整个课程安排，不仅有课程，研讨课，还有校友的一些分享和学校的参观和分享，体验到了和

中国大学完全不同的教育模式。课程上可以随时和教授进行交流，研讨课上也有 TA 帮我们更好的消

化课程内容，分享课程外的案例，校友的分享也真的让我受益良多，不仅是对剑桥这个学校或者说贾

奇商学院的了解，还有对整个申请研究生过程的一些分享，在此之前我的了解本身是不太充足的，她

还分享了对自己人生和职业的规划，非常认真的在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也非常感谢她的分享。 

最后是文化环境，作为没有体验过西式教育环境的人，但以后想要出国，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这能够让我体验不仅是教育模式，还有文化氛围，体验到了在国内教育环境下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谢同学，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 暑假班学员 (人文学与西方文化方向)  

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我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Shakespeare’s world”暑期学习项目也顺利结业。回

想这次的课程，可以说得上是挑战不断但收获满满。还记得第一次上课前，为了能尽快适应课堂，我

仔细且反复阅读了 Moodle 上的阅读材料。阅读材料是全英的，而且还会涉及一些学术名词。刚上手

阅读时，我感到有些吃力，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就这样一章一章地“啃”下来。最后，我发现我阅

读的速度越来越快，理解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无疑是对我个人能力的一次锻炼。 

课堂被分为了 lectures 与 close-reading 两种类型。在正常的授课方式下，教授将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英

国的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结合，详细地为我们勾勒莎士比亚的时代。即使是连上两个小时，我也

未曾感到乏闷。教授总是将戏剧的中心思想凝练为一个关键词，贯穿始终，从而让我更好理解。此外，

在精读课上，教授总会带领大家细细体悟莎士比亚的戏剧，从语言的修辞、节奏、韵律，到台词背后

的人物关系、中心思想。同时，教授还鼓励同学们在精读课上交流想法，最后还会邀请同学来分享自

己的观点。都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交流过程中，我会发现与我截然不同的观点，也会

与持相同观点的同学会心一笑。对戏剧的理解也在交流的火花中更加深刻。 

最后的小组 Presentation 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也就三分钟左右。但短时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敷

衍了事。相反，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一个难题。如何在短短三分钟内说清自己的理解，传达自己

的观点，有一定难度。但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和提前演练，我对最后呈现的效果感到十分欣喜。每一

位同学的都有独特的视角，深刻的理解，让我受益匪浅。 

莎士比亚在西方人文史上地位显著。记得有人说过，西方人家里一定都有两本书——《圣经》与《莎

士比亚全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莎士比亚对于西方历史、文明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在这次课

程中，我第一次了体验国外大学的授课模式，感受到了精读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我重新认识了莎士

比亚，经历了他的时代，也更懂得了那些舞台上各色各异的角色。 

 

 
项目成果 

 

 

学员将在导师的指导下，与小组成员协作，将知识学习应用于实践与研究，进行结业汇报展示。以下

为往期学员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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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国际医学与医疗方向 
 

 课程概览 

 

本课程将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医学挑战进行有针对性的全球观察。课程内容包括传染性和慢性病，

对全球当前趋势和结果的见解，并提出相应的问题和挑战，以激发学生的思考讨论。学生在项目

中根据课题启动自己的研究和调查，并完成展示。讲座将涵盖不同疾病的临床和科研，以及有关

诊断，治疗，感染控制，疫苗接种以及相关公共卫生措施的内容。此外，还将探究医学领域国际

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并向学生们展示介绍医学研究领域的最新争议和挑战。 

 课程师资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专业课程导师 

Dr F. Cooke (菲奥纳·库克)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副院长；格顿学院，讲师 

她是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的医学微生物学顾问，也是一名医生，从事细菌感染的诊断和管理，结合实

验室和临床工作。关注控制医院获得性感染以及谨慎使用抗生素，研究领域涉及：沙门氏菌感染，艰

难梭菌，MRSA，抗菌素管理和一般细菌学。教学范围涵盖：本科临床及医护关于感染领域的课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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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医学科学基础。 

她是皇家内科学院的成员，也是皇家内科学院的病理学家。她有医学微生物学硕士学位，热带医学文

凭和沙门氏菌基因组特征的博士学位。她教授了众多传染病课程，并且是皇家病理学家学院的审查员。 

Dr C. Bell (查理·贝尔)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讲师，医学研究员 

他在剑桥大学接受过医学培训，完成了本科博士课程，并且取得了免疫遗传学博士学位。在临床试验

的背景下，主要确定参与自身免疫反应的遗传途径和新的免疫疗法。他目前是南伦敦和莫德斯利 NHS

基金会的临床学术研究员，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临床精神病医生。在他进行教学和学习的牛津大学取

得了研究生文凭，他是高等教育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医学领导和管理学院的副研究员。他还是英国皇

家艺术学会的会员。他参与了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全球 MBA 健康模块的建立，目前是 MBA

课程的一个模块领导者。去年，他在英国议会和国家审计办公室担任国家医学主任的临床研究员。教

学范围涵盖：本科生物化学。 

剑桥大师讲堂导师 

Dr E. St. John Smith (伊万·圣约翰·史密斯)  剑桥大学，药理学系，副系主任；基督圣体学院，院士  

他曾在巴斯大学学习药理学，之后在剑桥大学 Peter McNaughton FMedSci 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在德国 Max Delbrück 分子医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获得了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并在纽

约大学医学院 Niels Ringstad 实验室从事 1 年研究工作，他的教学领域包括神经生物学、药理学、

神经科学。 

Dr C. Coleridge (克里斯·柯勒律治)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管理实务高级讲师 

他在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教授的课程包括创业学 (MBA 核心模块) 、战略聚焦 (MBA) 、医疗技术

创新与商业化 (医疗数据-信息学、创新与商业化研究生课程，核心模块) 、高级战略 (MBA 选修

课) 、创业学实务 (MBA 选修课) 、生态系统战略 (EMBA 选修课) 。 

 项目日程 

 

时间 内容 详细介绍 

第一周 大师讲堂 课题：剑桥大学简史与学院制 (Cambridge History and its Collegiate System) 

导师：P. Horsley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专业课 课题：从全球的视角看细菌感染 (Bacterial infect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 

导师：Dr F. Cooke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 

- 我们将从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开始，从地方病、流行病和大流行疾病的角

度入手。然后，我们将继续研究不同类型的病毒爆发，如点源病毒、连

续病毒和传播病毒。将利用历史和当代细菌感染暴发的真实例子强调预

防和控制。病例研究可能包括医院感染(如 MRSA)、呼吸道和腹泻疾病(如

军团病和霍乱)，以及热带感染。 

第二周 专业课 课题：从全球的视角看病毒性感染 (Viral infect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 

导师：Dr F. Cooke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 

- 我们将以以前的课程材料为基础，将范围扩大到包括病毒感染的爆发。

示例包括诺瓦克病毒和流感的医院暴发、登革热、埃博拉等病毒性出血

热的社区暴发、SARS 等冠状病毒以及 COVID-19 全球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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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Dr F. Cooke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 

大师讲堂 课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历史及现状及剑桥医学研究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HS & Medical research around Cambridge) 

导师：P. Horsley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 剑桥医学研究 

第三周 专业课 

 

课题：癌症：全球化现象 (Cancer: an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 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从思考癌症的“特征”以及它作为慢性病的一个例子

的作用开始，并从这些特征中构建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法。然后，我们将

看看这些疗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提供情况——它们的有效性、可行性，以

及在不同情况下提供不同疗法的决定方式。我们将研究与癌症相关的风

险因素，并将其与潜在的生化损伤联系起来，且回顾一些不同的新疗法，

如免疫疗法和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大师讲堂 课题：疼痛产生的原理及机制 (Why does pain exist and how does it work?) 

导师：Dr E. St. John Smith (剑桥大学药理学系) 

- 疼痛感知神经元(痛觉感受器)的功能从健康状态转变为疾病的机制，主

要关注影响关节(如关节炎)和肠道(如炎症性肠病)的情况。 

第四周 专业课 课题：世界各地的临床试验：从实验室到临床 (Around the world in clinical 

trials: from bench to bedside)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 在这节课中，我们将从什么是临床试验开始。并从这一点出发，考虑药

物试验和其他医学干预的不同方式。我们将讨论临床试验的基本伦理和

实用性，然后从全球范围内，通过一些案例研究来说明该领域的成功和

失败。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大师讲堂 课题：裸鼹鼠的科学研究 (The naked mole-rat: Blind and naked, but oh so 

cool!) 

导师：Dr E. St. John Smith (剑桥大学药理学系) 

- 利用裸鼹鼠不寻常的表型 (如抗癌、长寿、耐低氧/高碳酸血症和变温) 

来发现更多关于其他哺乳动物的正常生理信息。 

第五周 专业课 课题：从全球的视角看真菌感染 (Fungal infect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 

导师：Dr F. Cooke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 

- 在对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爆发有了坚实的理解之后，我们将应用这些原则

来研究真菌感染的爆发，包括酵母、霉菌和二形真菌。同样，将考虑现

实生活中的例子，如酵母通过受污染的临床产品传播和通过医疗设备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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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Dr F. Cooke (剑桥大学临床医学院) 

大师讲堂 课题：医疗技术创新与商业化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 

Commercialisation) 

导师：Dr C. Coleridge (剑桥大学商学院) 

- 医疗技术创新 

- 商业化和创业 

第六周 专业课 课题：全球精神病学：它真的存在吗？(Global psychiatry – does it exist?)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 我们将简短地论述全球对精神健康和精神医学的不同理解，并提出问题:

当前的模式是否适合思考全球精神健康? 我们将特别讲解精神疾病和

人格障碍的概念，并就疾病、健康和社会行为之间的接口提出问题。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Dr C. Bell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医学讲师) 

结业汇报 小组项目陈述、学术文章写作 

小组结业汇报、导师评审 
 

 备注：以上课程时间安排为拟定，具体安排视情况会略有调整。 

 

 

 附件 2：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  
 

 课程概览 

 

本课程将介绍深度强化学习的最新发展。课程侧重于强化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基础知识 (包括卷积神经网

络、图神经网络、生成对抗网络和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以及机器人技术和游戏应用中的实例。本课

程旨在培养学员在深度学习高级领域的专业知识与研究技能，使学员能够编写软件，了解该领域与其他

领域的关系及其发展潜力，学习如何进行论文写作。 

 课程导师 

 

 

 
剑桥大师讲堂导师 

Dr T. Bohné (托马斯·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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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制造工程研究所，人机交互实验室主任 (该实验室专注于如何使用技术来增强人类

工作并提高人类在工业中的表现) ； 

• 剑桥大学工程系，高级研究员 (战略科技与创新管理) ； 

• 剑桥大学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协会，联合创始人； 

他的研究兴趣为人类能力和技术的交叉领域，以创造可以为更美好的未来做出重大贡献的解决方

案。他拥有剑桥大学工程系博士学位，他曾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在多个公共和私人组织担任

过职务。 

Dr T. Sauerwald (托马斯·索沃德) 

• 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 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研究主任 

他的研究兴趣包括：马尔可夫链和随机游动、随机算法、机器学习、数据科学、分布式计算、图论

等。他是计算机与系统科学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 

Dr C. Coleridge (克里斯·柯勒律治)   

• 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管理实务高级讲师 

他在剑桥大学贾奇商学院教授的课程包括创业学 (MBA 核心模块) 、战略聚焦 (MBA) 、医疗技术

创新与商业化 (医疗数据-信息学、创新与商业化研究生课程，核心模块) 、高级战略 (MBA 选修

课) 、创业学实务 (MBA 选修课) 、生态系统战略 (EMBA 选修课) 。 

 项目日程 

 

周数 时间 内容 

第一周 

大师讲堂 
课题：剑桥大学简史与学院制 (Cambridge History and its Collegiate System) 

导师：P. Horsley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专业课 

课题：基础知识 (Fundamentals) 

导师：剑桥大学专业课程导师 

- 马尔可夫决策过程 

- 贝尔曼方程 

- 价值、政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剑桥大学研讨课程导师 

第二周 

专业课 

课题：策略梯度 (Policy Gradients) 

导师：剑桥大学专业课程导师 

- Actor-Critic 方法、强化学习、蒙特卡罗方法、动态程序设计等 

- 集群机器人示例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剑桥大学研讨课程导师 

大师讲堂 

课题：监督式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导师：Dr T. Sauerwald (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 模型 

- 数据结构 

- 分类器 

- 策略和算法 

第三周 专业课 课题：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实践练习 (Multi Ag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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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剑桥大学专业课程导师 

- 多智能体深度强化学习，游戏、机器人技术与图像中的应用 

- 网络学习 

- 通用人工智能 

- 可理解性，可解释性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剑桥大学研讨课程导师 

大师讲堂 

课题：非监督式学习 (Unsupervised Learning) 

导师：Dr T. Sauerwald (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 使用场景 

- 无监督学习算法 

第四周 

专业课 

课题：理论；应用；实践 (Theory, Applications, Practice) 

导师：剑桥大学专业课程导师 

- 智能体的认知行为 

- 机器人中的启发式算法 

- 自我监督学习方法 

- 机器推理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剑桥大学研讨课程导师 

大师讲堂 

课题：人机系统 (Cyber-human Systems) 

导师：Dr T. Bohné (剑桥大学工程系) 

- 剑桥大学人机系统实验室 

- 增强现实 

- 训练实验 

第五周 

专业课 

课题：理论；应用；实践 (Theory, Applications, Practice) 

导师：剑桥大学专业课程导师 

- 卷积神经网络、图神经网络 

- 生成对抗网络 

-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 

研讨课 
研讨课 

导师：剑桥大学研讨课程导师 

大师讲堂 

课题：科技与创新管理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导师：Dr T. Bohné (剑桥大学工程系) 

- 技术转移 

- 创新战略 

- 创新管理 

第六周 结业汇报 
小组项目陈述、学术文章写作 

小组结业汇报、导师评审 
 

 备注：以上课程时间安排为拟定，具体安排视情况会略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