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课程简介 上课时间 费用

高阶写作

作者如何将 初的想法发展为完整的小说作品？一门实用的课
程，涵盖了从角色创作、故事发展到 终编辑的小说写作的各
个方面。旨在为有抱负的小说家培养信心和良好的写作习惯。

在线出版机会的发展增加了自出版作者的商业成功。从调查如
何根据作者自己的经验创作小说开始，本课程将探索用于根据
商业上可行的标准开发和构建持续的原创散文的技术。我们将
研究各种类型的角色创建和发展。我们将学习如何评估当代小
说的主题内容，以及如何在情节进展中表达这一点。我们将研
究如何使用描述和隐喻来支持叙述目的。同时，我们将探讨作
者作为自编者的角色，以及仔细阅读和批判性思维如何能够提
高对发展独特、个性化声音的信心，从而吸引广大读者。

2022.01.10 --2022.03.25 5850CNY

高级生活写作

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有有趣生活故事的人。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
是异国情调。我们的生活由悲惨、振奋和幽默的经历组成，这
些经历塑造了我们个人。我们爱、抗争、道歉、解释和忍受我
们遇到的任何事情。这些挑战对体验它们的人和二手了解它们
的读者都产生了无休止的影响。我们将探索作家如何将自己和
他人的生活转化为令人兴奋和创新的文本，以便我们可以创造
自己的生活。

本课程培养在当前的“写作生活”在线课程中获得的技能和学
习。本课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介绍了与大学二年级/5 级学习相
称的主题、概念和方法，进一步鼓励了高度的个性和创新。建
议学生具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开展持续个人项目的强烈愿望以
及高级英语语言技能。作为课程要求的一部分，学生还应该准
备好撰写反思性批判性评论。

2022.01.10 --2022.03.25 5850CNY

动物行为分析简介

为什么动物会按照它们的方式行事？在本课程中，我们将研究
动物王国中发现的所有行为，从简单的逃跑行为到复杂的工具
使用及其演变。

作为一门科学学科不到 100 年的动物行为研究表明，与解剖学
和生理学类似的行为是由进化形成的，同时许多行为表现出惊
人的灵活性，允许个人学习和改变他们的一生。

因此，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自然界中发现的迷人行为
的范围，而且还增加了我们对动物伙伴以及 终对我们自己的
理解。在本课程中，我们将探索广泛的行为，同时全面介绍进
化思维。在课程中，我们将使用来自广泛动物群体的例子，包
括蜘蛛觅食、蚂蚁的社会行为、狗的学习以及鸟类和哺乳动物
的工具使用。

2022.01.10 --2022.03.25 4050CNY

创意写作入门

本课程为狂热的读者提供必要的技能，将他们对书面文字的热
爱转化为实践经验。它介绍了创意写作的关键特征，并在学生
吸收和实践一系列批判性和创造性方法的过程中得到分阶段指
导。除了导师对课程作业的反馈外，还将鼓励参与者在课程论
坛上讨论彼此的写作，并在提供建设性和有用的批评方面得到
指导。

本课程从小说写作入门开始，引导学生逐步了解技巧的基本要
素——包括人物塑造、情节、描述、对话和编辑——加深对小
说和故事的写作方式的理解。还有关于特殊主题的单独会议—
—例如构建有效的开场序列、创造性地使用图像以及使用实验
性或其他独特的流派——整个过程的重点是在完全支持的情况
下发展个人声音和自信的风格环境。

2022.01.10 --2022.03.25 5850CNY

简概微观经济学

该课程将使学生掌握思路使他们能够了解消费者和企业如何做
出日常消费和生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本课程将确保学生能
够将基础微观经济学理论与日常经济活动联系起来。该课程还
将使学生通过考虑与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市场
失灵的情况来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将学
习到尽管供求关系是由市场决定的，但仍有一些市场缺失的情
况，需要政府干预来代替价格机制。学生还将能够将在本课程
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日常情况。此外，本课程将为学生提供扎实
的基础，使他们可以用于进阶到微观经济学的更高水平的学
习，以及将在该课程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其他在线课程，例如
全球化，新经济实力和宏观经济学导论。

2022.01.10 --2022.03.25 4050CNY

英国在线研学课程（英国版）



心理学简析

本课程介绍心理学，探索人类功能的丰富性，揭开大脑的秘
密，揭示其复杂性。介绍了生物学、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
和社会方法的研究。本课程适合于了解心理学并为更专业的课
程做准备。心理学是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它采用多种不同方法
的形式，包括生物学、心理动力学、认知、行为和社会理论。
在本课程中，学生将了解每个领域的关键研究，并找出以下问
题的答案：大脑是什么样子？它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怎么想？
我们如何学习语言？我们如何记住，为什么我们会忘记？为什
么我们喜欢吃、喝、睡觉和做爱？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我们要
服从谁？我们为什么不服从？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坠入爱河？
关系如何破裂？本课程探索人类功能的丰富性并揭开大脑背后
的秘密，揭示其复杂性并回答有关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行为
（和行为不端！）的问题。该课程揭示了心理学家如何在实验
室条件下研究人类行为，并解释了这样做时遇到的一些困难。
本课程是为那些希望将心理学理解为一门科学，以及心理学家
在理解人类行为方面的贡献的人而设计的。

2022.01.10 --2022.03.25 4050CNY

论文写作：学术素养

在本科阶段学习是一种令人兴奋和有益的经历，但如果您是高
等教育的新手，或者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学习过，您可能会发
现提高阅读、做笔记和撰写论文的技能，以及重温标点符号和
语法的基本规则。

这门互动课程旨在为您提供学术素养的基础，而不管您的学科
如何。解决了学习、学术写作和参考文献中的常见问题，并为
您提供了通过一系列活动练习学术素养技能的机会。

建议英语能力：托福 600、基于计算机的托福 250、基于互联
网的托福 100、剑桥 CPE（C 级或以上）或雅思 7。或者，您
需要解释为什么您认为您的英语流利程度就足够了。            基
本课程信息
研究、阅读和做笔记
参考
如何处理你的任务
构建你的论文
提出论点
学籍、客观性和可理解性
提炼论文
反思性学习
审查你的工作

2022.01.12 --2022.03.25 4050CNY

批判性阅读（在线）

本课程适合任何想要学习批判性阅读和探索被视为“批判性”
或必不可少的阅读文本的人。

本课程将向您介绍批评和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它将帮助您
获得密切批判性分析的技能，使您能够学习、写作、欣赏，尤
其是享受文学作品。插图和练习取自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诗歌
和叙事小说。
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批判性阅读的功能/批评与“实践批
评/诗歌/比喻语言/叙事和叙事声音/对话/文学

2022.01.12 --2022.03.25

社会企业家

社会企业家因变革的渴望而获得国际关注，并希望看到世界的
真实状态，而不是真实的状态。该课程的学生将学习社会企业
家如何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社会问题。本课程的目的
是发展知识，了解社会企业家在创造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加深
学生对周围世界的理解，并激发您像甘地所说的那样运用自己
的技能和知识，您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本课程的学生将获得
有关社会企业家的知识，以及他们如何创建解决社会问题的解
决方案，学习如何开发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并使
您能够将社会企业家精神视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果您想
获得有价值的工具以准备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则为您设计
本课程。

2022.01.12 --2022.03.25 4050CNY

印象派：绘画现代生活

本课程介绍了 19 世纪法国开创性的画家群体。它探讨了塞尚
、莫奈、马奈和德加等艺术家的主要关注点以及他们与现代生
活的亲密互动。它扩展到包括卡萨特和莫里索等女性印象派画
家的影响，并调查印象派的跨国影响。梵高、高更、后印象
派，以及印象派的创作技巧，都被检验、分析和解释。

本课程介绍了 19 世纪法国开创性的画家群体。它探讨了塞尚
、莫奈、马奈和德加等艺术家的主要关注点以及他们与现代生
活的亲密互动。它扩展到包括卡萨特和莫里索等女性印象派画
家的影响，并调查印象派的跨国影响。梵高、高更、后印象
派，以及印象派的创作技巧，都被检验、分析和解释。

2022.01.12 --2022.03.25 4050CNY

国际劳务移民：经济
学，政治学和伦理学

这门全球课程分析了21世纪 具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之一：如
何规范国际劳工移民和移民工人的权利。该课程将经济学，政
治学和伦理学融为一体，全面讨论了世界各地劳务移民的决定
因素，影响和监管。这门全球课程讨论有关国际劳工移徙的主
要事实和虚构故事。它全面分析了劳务移民对东道国，移民及
其原籍国的决定因素和后果。该课程利用经济学，政治学和伦
理学，对基本的政策问题，权衡取舍和道德困境进行了辩论，
而这在劳务移民的规制中是不可避免的

2022.01.12 --2022.03.25 4050CNY



批判性推理：穿越逻辑

推理使我们能够获得知识、说服他人并评估他们的论点。但前
提是我们推理得很好。我们将学习如何识别、评估、构建和分
析论证，以及如何识别常见的谬误（看起来像好的论证的坏论
证）。这将使您对自己的推理能力充满信心。

推理是人类生活的核心。没有它，我们将仅限于通过我们的感
官和直接经验来学习。从字面上看，推理可以带我们往返月球
。推理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进行理论化，说服他人接受我
们的理论并评估他们的理论。但是，只有我们做得好，推理才
能做到这一点。糟糕的推理无处可去。在本课程中，我们将着
眼于如何识别和评估论证，如何构建和分析论证以及如何识别
常见的谬误（看起来像好的论证的坏论证）。到本课程结束
时，您应该对自己的日常推理、向他人展示好案例的能力以及
区分好论证和坏论证的能力更有信心。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探索宇宙

宇宙多少岁了？太阳系有多不寻常？我们怎么知道星星是由什
么组成的？这一切将如何结束？牛津天文学家 Chris Lintott
（BBC 的 Sky at Night）和 Robert Simpson（zooniverse.org）
概述了过去 137 亿年的宇宙演化以及宇宙的未来，回答了这些
问题以及更多问题。该课程将带学员了解天体物理学的前沿。

涵盖天体物理学的前沿思想、技术和发现，旨在讲述世界上
大的望远镜拍摄的美丽图片背后的科学故事。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学习现代艺术

很多人觉得从1900年到现在的现代艺术比过去的艺术更难理解
。通过查看和讨论范围广泛的作品，本课程旨在提供有关如何
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现代艺术以及如何发现早期艺术与我们自己
的艺术之间的连续性的指南。

本课程将寻求提供有关如何以开放、批判和分析的方式看待从
1900 年至今的现代艺术的指南。我们将致力于回答一些关于
早期和晚期现代艺术的 常见问题。为什么它看起来与过去的
艺术如此不同？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它？哪些不断变化的想法旨
在改变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看法？为什么工艺显然已成为过去？
当代艺术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们将尝试理解现代艺术发生的原因以及它的一些文化、哲学
和历史原因。我们将更加熟悉拼贴和装置等概念，并讨论为什
么绘画、雕塑、建筑和设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导致许多作
品难以归类。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艺术家延续了传统的题材、
技巧和方法，从而使过去的艺术和我们自己的时代保持了连续
性。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学习视觉艺术

您是否曾经看过博物馆或画廊中的图片，并且能够看到和感受
到它的特征，但没有将您的想法转化为文字的词汇？本课程让
您有机会学习如何研究和分析绘画、素描和版画，并学习“观
看语言”来传达您对艺术的欣赏。

在本课程中，您将了解构成图片的品质，包括构图、空间、形
式、色调和颜色，为什么每个元素都很重要，以及它们如何相
互关联以创造图像的美学外观。您还将学习了解主题、原始功
能和图片设置在欣赏其视觉意义方面的重要性。

教学和学习将通过引导阅读、互动和问答环节，通过欣赏从
15 世纪至今的一系列绘画来促进视觉理解。该课程的一个关
键要素是艺术批评，您将参加指导性的绘画观看，然后有机会
将新的视觉词汇付诸实践，与同学一起完成任务。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政治经济学

我们中的所有人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特别重视经济政
策。本课程涵盖有关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的一些 重要的问题
。它将使学生评估有关公共政策选择的经济论据。

我们所有人都是公民，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特别重视
经济政策。因此，这些在政治辩论和新闻中都很突出。然而，
很少有人了解能够评估索赔和反索赔的知识。本课程涵盖有关
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的一些 重要的问题，从竞争政策和监管
到产业政策，从公共支出选择到将行为心理学“推动力”纳入
政策决策，不等。它涵盖了国家相对于市场的作用，以及政府
对可持续性的责任。它将使学生评估有关公共政策选择的经济
论据。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不平等与劳动力市场

本为什么有些人富而有些人穷？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政府应如何应对不平等？本课程旨在回答这些问
题，这些问题已成为近期政治，经济和社会辩论的一部分。劳
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特别是 高收入者和 低收入者之间的收
入差异，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话题。许多政府都同意，
富裕者与 不富裕者之间的差距已经变得太大，并且这种结果
不公正，而且也不利于其他社会和经济结果。本课程着眼于决
定发达国家工资的因素，以及为什么它们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
。它研究了人力资本在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即工人的教育，能
力和技能，以及未来有望扮演的角色。但是，它超越了人力资
本方法，并考虑了雇主和机构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在更多的教
育和培训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政策如何减少不平等现象。

2022.01.17 --2022.04.01 4050CNY

学习西方建筑

本课程旨在使您能够以批判性的方式“阅读”西方世界的建筑
。您将学会识别和区分西方传统的主要建筑风格，从而更深入
地了解建筑物的建造方式，以及它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
建筑是典型的“公共”艺术形式。建筑师的工作围绕着我们所
有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以一种既微妙又不可避免的方式
塑造和调节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然而，建筑师的实践并不是—
—也从未发生过——在真空中：建筑师不断地参与过去的建筑
风格和实践，从其遗留下来的大量形式和风格中塑造现在的建
筑形式。西方建筑传统。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和概述该建筑传统，使学生能够以批判
性的方式“阅读”当代建筑环境的建筑。

2022.01.19 --2022.04.01

宏观经济学简介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能够在本科一年级水平批判性地评估现实
世界的宏观经济发展。此外，学生将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他在线
经济学课程中的材料，例如“新经济力量”和“全球化”。

2007-2008 年的全球信贷紧缩对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生活产生了
重大影响。这门短期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传统的宏观经济思
维，以便他们能够理解民族国家宏观经济在全球化世界中如何
运作的基本原则。一旦学生完成本课程，他们将更好地了解通
货膨胀和失业的原因以及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处理此类经济
问题方面的相关性。因此，学生将能够利用所获得的知识来了
解日常宏观经济事件。此外，学生将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
基础上他们可以升读宏观经济学的更高水平，并能够将所获得
的知识应用于其他在线课程，如“全球化”和“新经济力量”
。

2022.01.19 --2022.04.01 4050CNY

公共政策经济学

我们所有人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特别重视经济政策。
本课程涵盖了一些关于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的 重要问题。它
将使学生能够评估关于公共政策选择的经济论点。

作为公民，我们所有人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政府特别重视
经济政策。因此，这些在政治辩论和新闻中都很突出。然而，
很少有人具备评估索赔和反索赔的知识。本课程涵盖了一些关
于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的 重要问题，从竞争政策和监管到产
业政策，从公共支出选择到将行为心理学“推动”纳入政策决
策。它涵盖了国家与市场的作用，以及政府对可持续性的责任
。它将使学生能够评估关于公共政策选择的经济论点。

2022.01.19 --2022.04.01 4050CNY

跨文化交流

我们经常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动，我们需要以有效的方
式进行交流。本课程让您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自己的文化
身份，并更清晰地了解他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您。它将使您成
为更有意识和更有效的跨文化交流者，以及在不同群体中更有
能力和更有价值的参与者。

我的文化，我自己？

我们是我们认为的自己，还是别人认为的我们？我们生来就有
偏见吗？能不能谈“民族特色”？在多元化的社会和全球化的
世界中，我们如何才能 好地接触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我们怎
样才能在这个星球上 好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问过自己这些或类似的问题，这门课程会让你感兴趣。
它不会提供所有答案，甚至大部分答案，但它会引导您考虑并
批判性地评估自己的文化身份，考虑群体凝聚力的需要，考虑
不同的人格类型和文化特征，认识到其含义文化多样性，并更
好地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您遇到的大多数人！）进行交流和
创造性地工作。

2022.01.26 --2022.04.08 4050C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