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简介
• 在为期三周的美国文化与社会游学项目中，

同学们将展开一场关于美国传统文化、历
史、种族和移民等有关话题的密集式交流与
对话。

• 课程主要关注美国文化史上的3个重要时刻：
上世纪初、二十世纪中以及当下。

•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民权、非裔运动、波多
黎各战后移民以及美国亚裔少数民族的故事
也是我们本次课程的焦点。

• 我们还会对美国的一些暴力现象，非法移民
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同时还会涉及美国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美国文化与社会暑期课程通过围绕美国部
分代表性和冲突性历史文化问题进行讨论，让学生独立而深刻的思考美国社会在本国内以及全球的文化体
现。

• 本项目专业课集中在每天上午，总课时为25小时。其他的时间，同学们将参加一些专题讲座以进一步了解
美国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职业规划以及领导力发展。我们还会组织大
家参观MSU校园及重要设施和景点。

• 我们将安排一些密西根州内的短线游览和参观，包括底特律，安娜堡，以及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欣赏
大湖美景，蓝莓园采摘蓝莓等）。

• 游学的最后一周，同学们将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美国的
社会、文化、教育、政治和历史。

美国文化与社会

游学费用：

3880 美元

2019 全球青年暑期游学项目
Learn. Create. Grow.

游学时间：

7月17日至8月8日

参与学员将会获得VIPP颁发的结业证书。
这种别样的学习经历不容错过！

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ety



Mon 15 Tue 16 Wed 17 Thu 18 Fri 19 Sat 20 Sun 21
上午

抵达/报到

导学，团队组建 早期美国历史

底特律游览
安娜堡游览，
奥特莱斯购物

午餐

下午
  校园参观，
超市购物

图书馆参观

Mon 22 Tue 23 Wed 24 Thu 25 Fri 26 Sat 27 Sun 28

上午 移民国家 西部大开发 民权法案 移民法的变革
殖民主义，电
影，大众文化

密西根湖之
旅

自由活动午餐

下午
参观兰辛市国会

大厦
研讨会：职业发
展与领导力

项目：学生课题
研讨会：美国研

究生生活
项目：学生课题

Mon 29 Tue 30 Wed 31 Thu 1 Fri 2 Sat 3 Sun 4

上午
洛杉矶暴乱，黑
人权利，争论

当代移民政策及
争论

学生课题汇报，
颁发证书

美国东海岸之旅（8月1-8日）午餐 收拾行李

下午 项目：学生课题 与美国同学对话 结业烧烤派对

美国文化与社会项目日程安排
授课时间：上午 9 点到 12 点，中间 休息 30 分钟，下午 2 点到 4 点或 5 点

项目优势（项目费用3880美元，包含）：

报名须知：
 

1. 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

2. 适合所有专业，尤其是社会学、公共政策和管理、社会工作、历史、英语、文化学、教育学等专业。

3. 费用不包含：国际机票、美国国内机票、晚餐以及其他生活消费。
4. 抵达/报到时间：7月17日；MSU东兰辛校区：7月17-31日；东海岸之旅：8月1-8日。本项目抵达机场

为底特律机场，离境机场为纽约机场（JFK, LGA, EWR 任意机场均可）。
5. 如果同一大学参与学生超过10人，领队教师的费用为1900美元。

校内住宿MSU校内餐厅 美国境内交通，
文化考察

医疗保险美国校园经历 美国东海岸
之旅

 申请网址: www.vipp.isp.msu.edu/programsadmission/global-summer-school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咨询邮箱: vippmsu@msu.edu

APPLY TODAY!

vipp.isp.msu.edu www.facebook.com/vippsummer/ VIPP MSU



全球企业创新
课程简介
• 本次全球企业创新课程将为学生介绍电子革新的概念、准

则以及过程。学生将围绕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低成本信息存储等领域来探讨电子革命和
现代企业创新。

• 通过来自亚马逊,Whole Foods Market, Airbnb, Uber和阿里
巴巴等企业的实例，学生们将共同学习探讨关于创新与管
理的话题，了解这些公司是如何在电子革新这一领域超越
其他企业的。

• 学生将以3-4人小组为单位，通过研究、竞赛、写报告等形
式，展示企业电子革命创新发现。

• 以下论题都将可能被涵盖到：电子革命的意义，经济发展与财富转移，经济混乱现象，互联网全球化，无人
驾驶，人口老龄化现象，高阶机器人与自动化工作，现代管理技术和创新等。

• 可持续性发展是本课程核心，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团队的有效合作是课题成功的关键。课程将采用哈佛商学
院案例，帮助学生学习电子革命与现代管理理论。

• 本项目专业课集中在每天上午，总课时为25小时。其他的时间，同学们将参加一些专题讲座以进一步了解
美国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职业规划以及领导力发展。我们还会组织大
家参观MSU校园及重要设施和景点。

• 我们将安排一些密西根州内的短线游览和参观，包括底特律，安娜堡，以及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欣赏
大湖美景，蓝莓园采摘蓝莓等）。

• 游学的最后一周，同学们将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美国的
社会、文化、教育、政治和历史。

授课教师：
Erika Butler博士，密西根州立大学商学院教师

2019 全球青年暑期游学项目
Learn. Create. Grow.

Glob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游学费用：

3880 美元

游学时间：

7月17日至8月8日

参与学员将会获得VIPP颁发的结业证书。
这种别样的学习经历不容错过！



Mon 15 Tue 16 Wed 17 Thu 18 Fri 19 Sat 20 Sun 21

上午

抵达/报到

导学，团队组建
课程简介：
工业4.0

底特律游览
安娜堡游览，
奥特莱斯购物

午餐

下午
校园参观，超市

购物
图书馆参观

Mon 22 Tue 23 Wed 24 Thu 25 Fri 26 Sat 27 Sun 28

上午 互联网概念 全食超市案例 双边市场人际关系
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

亚马逊，苹果，
脸书，谷歌

密西根湖之旅 自由活动午餐

下午 全食超市参观
研讨会：职业发
展与领导力

项目：个案研究
研讨会：美国研

究生生活. 小组课题

Mon 29 Tue 30 Wed 31 Thu 1 Fri 2 Sat 3 Sun 4

上午 案例演示 小组课题
学生课题汇报，颁

发证书

美国东海岸之旅（8月1-8日）午餐 收拾行李

下午 小组课题 与美国同学对话 结业烧烤派对

全球企业创新日程安排
授课时间：上午 9 点到 12 点，中间 休息 30 分钟，下午 2 点到 4 点或 5 点

项目优势（项目费用3880美元，包含）：

报名须知：
 

1. 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

2. 适合所有专业，尤其是商科与管理专业。

3. 费用不包含：国际机票、美国国内机票、晚餐以及其他生活消费。
4. 抵达/报到时间：7月17日；MSU东兰辛校区：7月17-31日；东海岸之旅：8月1-8日。本项目抵达机场

为底特律机场，离境机场为纽约机场（JFK, LGA, EWR 任意机场均可）。
5. 如果同一大学参与学生超过10人，领队教师的费用为1900美元。

校内住宿MSU校内餐厅 美国境内交通，
文化考察

医疗保险美国校园经历 美国东海岸
之旅

 申请网址: www.vipp.isp.msu.edu/programsadmission/global-summer-school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咨询邮箱: vippmsu@msu.edu

APPLY TODAY!

vipp.isp.msu.edu www.facebook.com/vippsummer/ VIPP MSU



现代包装
课程简介
• 虽然说不以貌取人，不以封面给一本书下结论，但竞争激

烈的商品社会，包装的确会决定任何商品的市场命运。设
计精美的包装，无疑会有效地推销内装的产品。但现代包
装学并不是简单的好看诱人。包装的功能性，材料与安
全，环境与废物，企业文化与成本，很多学问都在这大大
小小，形形色色的外包装上。

• 本期暑期课程将系统介绍现代最新包装理念和技术；全方
位学习包装功能、材料、系统、过程和集散。学生们将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与包装设计和包装科学有关的课题项
目，并且着重探讨包装供应与物流。这对当今大规模的电
子商务是至关重要的。

• 通过暑期密集学习和课题设计，学生将对虚拟设计和可持续包装有深刻理解。为未来从事相关研究和职业发
展，比如食品科学包装，材料学等，打下基础。

• 本项目专业课集中在每天上午，总课时为25小时。其他的时间，同学们将参加一些专题讲座以进一步了解
美国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职业规划以及领导力发展。我们还会组织大
家参观MSU校园及重要设施和景点。

• 我们将安排一些密西根州内的短线游览和参观，包括底特律，安娜堡，以及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湖（欣赏
大湖美景，蓝莓园采摘蓝莓等）。

• 游学的最后一周，同学们将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华盛顿和最大城市纽约，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美国的
社会、文化、教育、政治和历史。

授课教师:

• 密西根州立大学学包装学院有着65年的历史，2017年全美排名第1，领导全球包装专业教学与科研。本次暑
期课程将由多位著名教授授课，包括Patrick McDavid, Dennis Young 和 Cimberly Weir。

2019 全球青年暑期游学项目
Learn. Create. Grow.

Modern Packaging

游学费用：

3880 美元

游学时间：

7月17日至8月8日

参与学员将会获得VIPP颁发的结业证书。
这种别样的学习经历不容错过！



Mon 15 Tue 16 Wed 17 Thu 18 Fri 19 Sat 20 Sun 21
上午

抵达/报到

导学，团队组建 项目介绍

底特律游览
安娜堡游览，奥
特莱斯购物

午餐

下午
   校园参观，

超市购物
参观葡萄
酒厂

Mon 22 Tue 23 Wed 24 Thu 25 Fri 26 Sat 27 Sun 28
上午 纸/纸板 塑料 食物和饮料原料 传统和进阶包装  分配

密西根湖之
旅

自由活动
午餐

下午 参观 MSU FPIC
研讨会：职业发
展与领导力

小组课题
研讨会：美国研

究生生活
参观包装
公司

Mon 29 Tue 30 Wed 31 Thu 1 Fri 2 Sat 3 Sun 4

上午 分配与物流 包装机器
学生课题汇报，

颁发证书
美国东海岸之旅（8月1-8日）午餐 收拾行李

下午 小组活动 与美国同学对话 结业烧烤派对

现代包装日程安排
授课时间：上午 9 点到 12 点，中间 休息 30 分钟，下午 2 点到 4 点或 5 点

项目优势（项目费用3880美元，包含）：

报名须知：
 

1. 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

2. 适合所有专业。

3. 费用不包含：国际机票、美国国内机票、晚餐以及其他生活消费。
4. 抵达/报到时间：7月17日；MSU东兰辛校区：7月17-31日；东海岸之旅：8月1-8日。本项目抵达机场

为底特律机场，离境机场为纽约机场（JFK, LGA, EWR 任意机场均可）。
5. 如果同一大学参与学生超过10人，领队教师的费用为1900美元。

校内住宿MSU校内餐厅 美国境内交通，
文化考察

医疗保险美国校园经历 美国东海岸
之旅

 申请网址: www.vipp.isp.msu.edu/programsadmission/global-summer-school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咨询邮箱: vippmsu@msu.edu

APPLY TODAY!

vipp.isp.msu.edu www.facebook.com/vippsummer/ VIPP MSU



智能交通工程

课程简介
• 自动驾驶汽车已不是科幻，未来几年我们将开始

和无人驾驶汽车分享公路。你准备好了吗？密西
根州立大学国际访学项目（VIPP）举办的全球青
年暑期游学之交通工程与智能汽车项目是未来工
程师的精彩起点。

• 为期三周的交通工程与智能汽车游学项目将提升
学生们在全球工程职业领域的技能。通过提供由
专家指导的实验室实践和工程课题研究，该项
目力图提高大家的创造性思维，强化实用工程技
能，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大家将来进一步
的海外留学和深造做好准备。

• 在游学期间，同学们将参加与跨领域工程研究有关的密集式实验室学习，课程涉及交通技术与工
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计算机模拟等。与此同时，学员们还将以小组为单位实地采集数据，参与
交通工程科研课题，实际运用大家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参观MSU智能汽车实验室及无人驾车基地
会是本次游学最值得期待的精彩之处。

• 本项目专业课总课时为30小时。其他的时间，同学们将参加一些专题讲座以进一步了解美国学生
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如何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院，职业规划以及领导力发展。我们还会组织大
家参观MSU校园及重要设施和景点。

• 我们将安排一些密西根州内的短线游览和参观，包括底特律，安娜堡，以及五大湖之一的密西根
湖（欣赏大湖美景，蓝莓园采摘蓝莓等）。

• 游学的最后三天，同学们将在芝加哥度过，以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美国的社会，文化，教育，政治
和历史。 

2019 全球青年暑期游学项目
Learn. Create. Grow.

Smart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游学费用：

3880 美元

游学时间：

7月17日至8月6日

参与学员将会获得VIPP颁发的结业证书。
这种别样的学习经历不容错过！



Mon 15 Tue 16 Wed 17 Thu 18 Fri 19 Sat 20 Sun 21

上午 导学，团队组建
项目介绍/校园历
史/研究生计划

底特律游览
安娜堡游览，奥
特莱斯购物午餐 抵达/报到

下午
   校园参观，

超市购物
图书馆参观

Mon 22 Tue 23 Wed 24 Thu 25 Fri 26 Sat 27 Sun 28

上午
CAD 介绍/数据
资料/参观

交通流量特征/项
目数据提案

交通流量理论 室外数据收集 数据分析

密西根湖之旅 自由活动午餐

下午 小组课题
研讨会：职业发
展与领导力

参观流动性
工作

研讨会：美国研
究生生活

小组课题

Mon 29 Tue 30 Wed 31 Thu 1 Fri 2 Sat 3 Sun 4

上午
高速公路容量
要素/模拟交通

交叉流量/项目
报告

车辆动力
高速公路及街道

设计
学生课题汇报，颁

发证书
芝加哥之旅（8月3-6日，三晚）

午餐

下午 小组活动 与美国同学对话 结业烧烤派对 小组课题 自由活动/收拾行李

智能汽车与交通工程日程安排
授课时间：上午 9 点到 12 点，中间 休息 30 分钟，下午 2 点到 4 点或 5 点

项目优势（项目费用3880美元，包含）：

报名须知：
 

1. 年满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

2. 项目适合感兴趣的同学，尤其是工程、交通、计算机、电子工程等专业。

3. 费用不包含：国际机票、美国国内机票、晚餐以及其他生活消费。
4. 抵达/报到时间：7月17日；MSU东兰辛校区：7月17-31日；芝加哥之旅：8月3-6日。本项目抵达机场

为底特律机场，离境机场为芝加哥机场。
5. 如果同一大学参与学生超过10人，领队教师的费用为1900美元。

校内住宿MSU校内餐厅 美国境内交通，
文化考察

医疗保险美国校园经历 芝加哥之旅

 申请网址: www.vipp.isp.msu.edu/programsadmission/global-summer-school 
 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5月31日  
 咨询邮箱: vippmsu@msu.edu

APPLY TODAY!

vipp.isp.msu.edu www.facebook.com/vippsummer/ VIPP MS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