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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在线学术课程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主办 
 

 
 

 
项目背景 

 

 

为了让中国大学生有机会体验世界一流名校的学习氛围，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将为学员提供在线学习的

机会，课程将在剑桥大学在线学习平台 Moodle 上展开，由专业领域教师授课，项目涵盖专业课程、

辅导课程、结业汇报等内容，最大程度的让学员在短时间体验剑桥大学的学术特色、提升自身知识储

备。课程结束后，主办学院将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与成绩定报告（Transcript）。 

 

 
项目主题  

 

编号 主题 日期 时长 项目费用 

UCGO1 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2021.01.23 – 2021.02.28 6周 7980元 

UCGO2 商业战略与管理 2021.01.23 – 2021.02.28 6周 7980元 

UCGO3 人文学与西方文化 2021.01.23 – 2021.02.28 6周 7980元 

 

 
学院简介 

 

 

 

 

 

 

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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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顿学院是剑桥大学 31 个学院之一。学院成立于 1869 年，由艾米丽·戴维斯和芭芭拉·波迪肯创立，

是剑桥的第一个女子学院。1948年，被剑桥大学授予它完全的学院地位，标志着女性可以正式进入剑

桥大学。1976年，它成为剑桥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女子学院。格顿学院有着改变世界的光辉历史，一直

在平等和包容的问题上走在前列。从成立之初到现在，格顿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并塑造着人们的

未来。 

现在的格顿学院是一个充满活力、热情的学者社区。格顿学院的主校区在格顿，位于剑桥大学城西北

2.5英里处（4公里）处，占地 33英亩（13.4公顷）。大多数建筑都是由建筑师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

(Alfred Waterhouse)在 1872年至 1887年间建造的，采用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红砖设计。格顿的著名校友

包括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黑尔夫人、《赫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阿丽安娜·赫芬

顿、喜剧演员兼作家桑蒂·托克斯维格、喜剧演员兼播音员菲尔·哈蒙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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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完成在线项目的学员，将获得由剑桥大学主办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与

成绩评定报告（Transcript）。 

结业证书（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顺利完成在线课程的学员，将获得由剑桥大学主办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既是对学员顺利结业的认可，

也是对课程学习的证明。 

成绩评定报告（Transcript） 

学院根据每位学员的课堂参与贡献度、结业展示等进行评分，由学院项目主任签发官方的“成绩评定报

告”。 

 

 

结业证书 成绩评定报告 

 

  



3 

 师资介绍 
 

 

拉姆博士 

剑桥环境经济学和公共政策讲师 

他教授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法律与经济学。他的研究集中于环境经济学，法律和经济学，以及人们如

何从冲击中学习。 拉姆博士在诸多顶级期刊发表过文章，包括《经济学季刊》、《法律研究杂志》和《自

然气候变化》。拉姆博士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澳大利亚财政部，那时他是一名经济学家并且在多个政策领域

任职，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税收政策、卫生政策以及水和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他于 2012年在伦敦大学学

院法律与经济学中心完成了博士学位，博士期间的论文调查并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法律多元化的法律

与经济学。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 

莱昂内尔博士 

剑桥 Judge 商学院讲师 

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成员 

他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然后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HESS）取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获得管理和组织科学硕士学位（巴黎第十大学），并获得战略博士学位（巴黎 HEC）。 

莱昂内尔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探讨市场类别（一组具有认知和文化相似性的公司）如何影响组织的社会评

价和绩效，特别是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和伊斯兰银行业中。他目前在MBA课程中教授核心战略课程，并且

他还参与了有关专业服务公司和战略课程的高级管理人员课程。 

他于 2017 年获得了剑桥商学院教学奖，并获得了 2018 年 MBA 学院奖（由学生投票），他在 2019 年被

Poets and Quants评为 40位 40岁以下最佳教授之一。 

德维利博士 

剑桥历史学院讲师 

他曾就读于都柏林大学学院，都柏林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他是近代和近代英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对国

际关系，文化交流和宗教文化特别感兴趣。他的授课内容包括早期的现代英国和爱尔兰、现代爱尔兰、早

期的现代英国和欧洲政治、文化、社会课程和经济史。 

（注：以上师资为往期师资，实际授课将根据教师时间安排有所调整。） 

 

 
学员感想 

 

 

I learned so much from my international peers and lecturers that I never would have learned in a traditional 

economics course. Would highly recommend to those that hope to learn about economics in an international light. 

我从各位同学和讲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在传统经济学课程中学不到的东西。我强烈推荐那些希望从国际角

度学习经济学的同学参与。 

往期项目学员 Hailie 

This summer was undoubtedly the best of my life and I would not have had it any other way. Thank you, Cambridge, 

for one month full of learning, love and fun! 

毫无疑问，这个夏天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没有彼此更好的度过这段时光的方式。谢谢你，剑桥，这

一个月充满了学习、爱和乐趣! 

往期项目学员 Mad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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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主题 1：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课程概览 
 

 

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微观经济学工具，以评估和指导经济决策。学生将学习政府何时以

及如何干预市场以改善社会福利。本课程将首先介绍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并展示市场如何具有有

效交付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其次，本课程将探讨政府干预市场的三种经济原理，外部性、公共物品和

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分析社会决策过程和投票；研究行为经济学及其与政策制定的关系。本课程的最

后一部分将探讨法律和经济学，包括犯罪和责任经济学，相称性和法律内在化。 

本门课程理论可以参考的教科书： 

Varian, H (2014),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A Modern Approach, 9th edition, W.W. Norton 

 

 课程结构 
 

 

# 内容 课程大纲 

第一周 专业课程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 

福利经济学概览 

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 / 帕累托和卡尔多-希克斯决策规则 / 福利函数（罗尔

斯和实用主义） / 福利最大化以及各种衡量福利的方式 

第二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基本福利定律 

埃奇沃思框 /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 /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 

第三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正负外部性 / 公共物品 / 离散公共物品和可变公共物品 / 从博弈论看公共物品 

第四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信息不对称，投票和偏好汇总 

逆向选择与柠檬市场 / 保险的作用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特殊问题  / 投票规则

（例如，成对比赛和等级排序）及其问题 / 中位数选民定理和单峰偏好的作用以

及中位数选民定理的经验有效性 

第五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公共政策中的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基本概念与理论 / 行为经济学对政策决策者的影响 

第六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公共政策中的法学与经济学 

法律与经济学 / 犯罪与责任经济学 / 比例和法律内在化 

小组结业汇报展示&项目结业仪式 

注：以上课程时间安排为拟定，具体安排视情况会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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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主题 2：商业战略与管理 

 

 课程概览 
 

 

为什么有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更成功？这是战略的根本问题。由于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会获得卓越的绩

效，因此本课程将研究公司如何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战略是为帮助总经理（与负责特定职能（例如

财务，生产，营销，人力资源，IT等）的职能经理相对）而开发的管理领域。从长远来看，这将改善

组织的竞争地位，并为其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战略领域由所有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组成，

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使用这些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来确保组织的盈利和长期增长。 

学习目标： 

- 分析行业结构和环境趋势以评估行业潜力 

- 评估公司的竞争地位并评估公司级的资源和能力 

- 制定业务部门和企业战略，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获得竞争优势 

 

 课程结构 
 

 

# 内容 课程大纲 

第一周 专业课程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 

行业分析 

本单元将主要介绍课程，并探讨战略的定义和基本概念。我们还将研究行业竞争

分析，重点关注传统和新兴行业的框架分析。 

第二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竞争优势的类型 

本单元重点讨论在同一行业内基本战略的定义，定位和实施（成本领导和差异化）。 

第三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战略创新：蓝海战略 

本单元介绍蓝海战略和价值画布的创新概念和框架。 

第四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企业战略 I：增长 

本单元探讨了公司如何选择增长战略并在不同业务中创造价值 

第五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战略转变：企业如何成功地改变其战略？ 

本单元探讨了企业如何努力摆脱下降的高峰以及战略变革的挑战。 

第六周 

在线研讨课 课题知识讨论、问答与陈述 

专业课程 

企业战略 II：获取新资源 

本单元探讨了访问新资源的不同方法，重点是“构建，借用，购买”框架。 

小组结业汇报展示&项目结业仪式 

注：以上课程时间安排为拟定，具体安排视情况会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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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主题 3：人文学与西方文化 

 

 课程概览 
 

 

英国君主制在变化和危机中幸存了数百年，仍然是英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英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

文学与诗歌的身影。本课程通过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与诗歌，来剖析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学生将

在课程过程中学习现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文化与艺术，了解英国历史与君主，感受语言与文学的发展。

同时，每周的阅读课，学生们还将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名著，来了解政治、种族、宗教、性别等重要部

分在历史变迁的进程中的发展。 

 

 课程结构 
 

 

# 内容 课程大纲 

第一周 专业课程 

项目导览&欢迎致辞 

现代早期英国社会 

- 16和 17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历史 

-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文化的影响 

- 莎士比亚在早期现代英国的生活经历及对其作品的影响等 

第二周 

阅读课程 凯撒大帝与政治 

专业课程 

莎士比亚戏剧 

- 莎士比亚戏剧艺术 

- 莎士比亚的艺术哲学及其作品对古代美学理论的影响 

- 莎士比亚是一个激进的天才还是保守的人物？是他那个时代文化假设的产物。 

第三周 

阅读课程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专业课程 

莎士比亚诗歌 

- 莎士比亚诗歌作品的多样性，包括他的长诗以及一系列十四行诗 

- 莎士比亚的诗歌风格与其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等 

第四周 

阅读课程 亨利五世与王权 

专业课程 

英国历史与君主 

- 英国政治与宗教历史 

- 王权与英国民族 

第五周 

阅读课程 驯悍记 

专业课程 

英国的黄金时代 

- 莎士比亚的舞台世界 

- 辉煌的新世界与文化教融 

- 英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六周 

阅读课程 奥赛罗 

专业课程 
小组结业汇报展示 

项目结业仪式 

注：以上课程时间安排为拟定，具体安排视情况会略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