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学金

SCHOLARSHIPS
俄亥俄州立大学（莫里兹法学院）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Moritz College of Law)面向获得中国法学士学位的律
师，并取得了卓越学术学业成就、具备领导力和克服困难的
精神的律师设立了中国优秀奖学金奖项（China Excellence
Scholarship）。

STUDENT EXCHANGES & INTERNSHIPS

学生交流和实习机会

伯恩茅斯艺术大学（Arts University Bournemouth）始建
于1885年， 致力为学生提供高质的专才教育。领域涵盖艺
术、设计、媒体和表演等专业并向创意行业输送大量富有激
情和才能的毕业精英。作为艺术类的专业性高等教育院校，
许多专业课程在全英首屈一指。

游学

TRAINING AND STUDY TOURS
美国东海岸高等教育研修团
适合人群：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教育部门行业管
理人员
费用：

JOINT & ARTICULATION PROGRAMS

合作办学和校际交流

为顺应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开拓我国师资的国际教育
视野、促进中西方教育结合，由CHE（China Higher Ed）
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州教育厅联合组织，邀请中国教
师及准教师进入州政府下属公立学校，为回国后的国际课程
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机构寻求人才

INSTITUTIONS SEEKING CANDIDATES
/JOBS IN CHINA
新东方总部校园正在招聘主管岗位，主要负责雇主品牌的活
动策划推广，校企资源整合等等。要求，曾经在乙方全面组
织实施校招各项工作或有甲方大型知名企业校招工作经验者
优先；请投递邮箱yaohe@xdf.cn

教育活动

UP COMING EVENT
APAIE是由个人会员组成的会员制组织。目前有1000多
名国际教育专家会员，涉及教授、校长以及国际交流协调
员。APAIE致力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代表会员处理相应事
宜。第12届APAIE将于2017年在台湾地区举行。
日期：2017年3月20 - 2017年3月23日

010 8586 6220 吉先生

地点：台湾高雄

educonnect@chinahighereduc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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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
UP COMING EVENT
机构寻求人才
2017年亚太教育者年会暨教育展

INSTITUTIONS SEEKING CANDIDATES
/JOBS IN CHINA

APAIE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17
APAIE是由个人会员组成的会员制组织。目前有1000多
名国际教育专家会员，涉及教授、校长以及国际交流协调
员。APAIE致力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代表会员处理相应事

新东方总部校园正在招聘主管岗位，主要负责雇主品牌的活

澳中同学会（Australia China Alumni Association）于

动策划推广，校企资源整合等等。要求，曾经在乙方全面组

2007年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的主持下在北京正式成立，至今

织实施校招各项工作或有甲方大型知名企业校招工作经验者

已在大中华地区拥有16,000多名澳大利亚大学校友会员，并

优先；请投递邮箱yaohe@xdf.cn

在上海、广州地区设有分部。现北京地区正在招聘“联络及
业务拓展经理”的职位，主要工作内容：与北京地区同学会

美联国际教育集团分别于深圳、北京、纽约设立总部。自
2006年年开创至今，已覆盖14个省份、21个城市，拥有90
多家教学中心。为全球超过20万名学员提供专业、高端的
英语教育。深圳总部正在招聘短期培训外教。要求：英语母
语，有教学初三到高二教课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及内容：

现有合作伙伴进行联络，组织并开展校友联谊活动，以及开
拓和发展潜在合作伙伴和赞助方等事宜。此职务可以根据申
请人的需求以兼职或志愿者的形式加入。如需申请或咨询,请
发送邮件至hr@austchinaalumni.org, 也可登录ACAA网

宜。
第12届APAIE将于2017年在台湾地区举行。
日期：2017年3月20 - 2017年3月23日
地点：台湾高雄。
https://www.apaie.org/conference/2017/

站http://www.austchinaalumni.org.cn了解更多。

为初三到高二的学生提供3天为一期教学及体娱文化活动教
学，包吃住，1,200元一期。有意者请联系：张丽丹（Linda）,电话：18664567101，邮箱：linda_zld@meten.
com

03

04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CHINAEDUCONNECT

合作办学和校际交流
JOINT & ARTICULATION PROGRAMS
澳洲国际学历教育（高中）项目

Victor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课程介绍
•

国家教育部官方认证的高中学历教育，颁发给成功完
成维多利亚州大学预科课程（相当于我国高中课程）

合作办学和校际交流

的学生的毕业证书。
•

该证书由权威机构VCAA（维多利亚州高考课程评估
当局）对参与课程的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审核和评估，

JOINT & ARTICULATION PROGRAMS

合格后颁发。获得该证书的毕业生即视为完成了澳洲
高中课程或大学预科课程，具备申请澳大利亚任意一
所大学的学历条件，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

国际教育师资海外研修项目

澳洲国际学历教育（高中）项目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Design

项目背景

Victor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VCE目前有129门学科供院校选择，常规课程包括数学、

为顺应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开拓我国师资的国际教育

历史、劳技、外语、生物、地理、物理、政治、体育、信

视野、促进中西方教育结合，由CHE（China Higher Ed）

息技术等；另开设经济、会计、设计技术、食物科技、心

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州教育厅联合组织，邀请中国教

课程介绍

理、环境科学、文学、戏剧、健康和人类发展等兴趣课

师及准教师进入州政府下属公立学校，与当地教师互动教

•

程，配合学生的多元发展。

学，在参与实际课堂教学中了解和实践所学到的国际教育知

国家教育部官方认证的高中学历教育，颁发给成功完
成维多利亚州大学预科课程（相当于我国高中课程）

•

识，为回国后的国际课程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的学生的毕业证书。

合作垂询 Contacts

该证书由权威机构VCAA（维多利亚州高考课程评估

电话:

当局）对参与课程的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审核和评估，
合格后颁发。获得该证书的毕业生即视为完成了澳洲

人员要求

+86 10 8586 6387 王女士

必须为具备一定英文水平的优秀教师或准备从事教学工作的

邮箱： ylyuan@chinahighereducation.org

高中课程或大学预科课程，具备申请澳大利亚任意一
所大学的学历条件，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

+86 10 8586 6220 袁女士

国际教育师资海外研修项目

网址：

应届毕业生；

gloriawang@chinahighereducation.org

外语要求：能听懂国外高中课程，大学六级或雅思6分以上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为佳；
每批次总人数不超过15人。

课程设置 Curriculum Design
VCE目前有129门学科供院校选择，常规课程包括数学、

项目背景

咨询方式

历史、劳技、外语、生物、地理、物理、政治、体育、信

为顺应我国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开拓我国师资的国际教育

电话： +86 (10) 85866220/85866387

息技术等；另开设经济、会计、设计技术、食物科技、心

视野、促进中西方教育结合，由CHE（China Higher Ed）

邮箱： ylyuan@chinahighereducation.org；

理、环境科学、文学、戏剧、健康和人类发展等兴趣课

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州教育厅联合组织，邀请中国教

程，配合学生的多元发展。

师及准教师进入州政府下属公立学校，与当地教师互动教

gloriawang@chinahighereducation.org
网址：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学，在参与实际课堂教学中了解和实践所学到的国际教育知
合作垂询 Contacts

识，为回国后的国际课程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电话:

每批次总人数不超过15人。

+86 10 8586 6220 袁女士
+86 10 8586 6387 王女士

邮箱： ylyuan@chinahighereducation.org
网址：

咨询方式

gloriawang@chinahighereducation.org

电话： +86 (10) 85866220/85866387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邮箱： ylyuan@chinahighereducation.org；
网址：

www.chinahighereduc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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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

TRAINING & STUDY TOURS

美国东海岸高等教育研修团

USA East Coast: Understanding US
Tertiary Education through 8 Module
Studies
适合人群：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机构负责人，教育部门行业管
理人员
日程安排（略）
费用：

奖学金
SCHOLARSHIPS
美国

US

教师澳大利亚中小学实战教学培训

School Teachers’ Shadow Training
Program through Australian Schools
法国

France

俄亥俄州立大学（莫里兹法学院）The Ohio State Univer-

昂热高等商学院（ESSCA）成立于1909年，距今已有100多

sity (Moritz College of Law)面向获得中国法学士学位的

年的历史。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ESSCA造就了建校史上

律师，并取得了卓越学术学业成就、具备领导力和克服困难

的奇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天，它已经成为法国最有声

的精神的律师设立了中国优秀奖学金奖项（China Excel-

望的高等商学院（即大学校）之一。ESSCA由昂热西部天主

lence Scholarship）。获得此奖学金包括两个学期（每

教大学法学院院长创建。它从仅有一个班级，8名学生的学

年）减免50%学费。申请日期截止到2017年2月1日。

校起步，迅速发展壮大，到1967年，ESSCA已经成为一所拥

适合人群：中小学教师| 中学国际班教学人员
日程安排：
费用

有独立校舍的大学。
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moritzlaw.osu.edu/admissions/llm/financial-information/scholarships/

ESSCA正面向中国学生设立了2017年研究生奖学金项目。
此奖学金针对申请2017年8月入学的管理学（英文或法语）
学生，奖学金可用于所有学费开销，但不可用于生活费用

英国

UK		

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面向中国国际生设
立了校长荣誉奖学金（Vice-Chancellor’s Honorary In-

高中国际班课程考察团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Selection Tour

开销。申请截止日期2017年5月16日。有意者请发送申请
到：infomaster@essca.fr。
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www.essca.fr/

适合人群：筹建国际班的中学负责人
日程安排：
费用：

ternational Scholarships）：卡迪夫大学校长荣誉国际奖
学金是卡迪夫大学最负盛名的本科奖学金，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的具有卓越学术水平的国际学生进行申请。美零留学网英
国部金牌留学顾问闻婕老师介绍说，申请卡迪夫大学国际预
科和本科课程的国际留学生。获得该奖学金的国际留学生，
将免除在卡迪夫大学本科期间所有的本科国际留学生标准的
学费，同时，该奖学金包括每年8,000英镑的生活费。
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http://www.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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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
CHINA HIGHERED (CHE)
CHE俱乐部是一个精英会员组织，对国际以及中国高等教育
机构开放。
作为CHE俱乐部的会员，您的机构将获得以下福利：
1.

享受15% 以上会议，培训和其他活动的会员优惠价

2.

参加会员专享活动

3.

刊登信息优先权

4.

在国内举办会议、活动，CHE将每年免费提供一次行政
后勤支持（在场地推荐、联络、资源预留协议过程中提
供协助）

5.

CHE定制新闻推送（可选择两种类的新闻，中文或英
文）， 如合作办学，科研，国际快报等。

6.

会员期内在ChinaEduCoonect期刊上免费刊登信息
（两条/年），或 在CHE News Bulletin刊登免费信息
（两条/年）

7.

通过CHE 网站，活动，各类期刊等渠道推广您的产品
品牌

注册成为会员，您可以下载会员注册表格，填写完成后以
PDF格式发送邮件至info@chinahighereducation.org。
您也可以点击链接在线注册成为会员！
更详细地了解关于您的机构如何可以成为一个CHE俱乐部的
会员，请立即点击查看链接，或发送邮件至info@chinahighereducation.org.
会员注册及相关信息		

会费：人民币2,600元/年

我们的会员

OUR CLUB MEMB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