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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下一代全球领导者和创新者。

我们帮助年轻人实现他们作为个人和领导者的全部潜力。我们的课

程安排力图在学习知识与训练直觉之间达成平衡，同时培养百折不

挠的精神，批判性思维，坚韧不拔的适应能力，社会责任意识，以及

核心领导力技巧。我们的学生在结业时将掌握世界上最优秀的创造

性领导者拥有的工具和技能，为进入常青藤名校做好准备。

我们的学习模式

把握自我：如何成为一个领导者

并释放你的全部潜力

与人合作：如何与同侪及周边的

生态系统建立信任和关系

创造变化：如何与企业和品牌合

作，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

Alex Trisoglio, 教学主任

“通过教导高资质的年轻人如何

把金融资源、基础设施资源和智

慧资源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融会贯

通，我们启发他们去发现21世纪

的最佳机遇。”

Lee Feldman, 联合创始人

“明日学院让学生融入一个由

精英和创造者组成的全球性社

区——这是一个由高素质、紧密

联系的平等成员组成的全球性社

区，他们能够把握和利用21世纪

的机遇。”

May Lee，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
院长，明日学院董事会成员

“明日学院为我们的高中生提供

了创新和领导力的基本工具，反

过来，这些工具让他们带着自信

和进取精神创造诸多新的可能性 

——这种技能正是我们当今的世

界所迫切需要的。”

Steve Vranakis，谷歌公司执行创意总监及明日学院董事会成员

“参与改变世界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年轻人发挥其创造性超

能力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心和工具。我们要让他们明白，他

们挺身而出的时机就在当前。现在就是轮到他们去创造新

现实、创造新可能的时候。”

了解领导力项目更多信息：theacademyoftomorrow.com | +1 888-507-2112

获得有关我们项目的更多信息：reach@theacademyoftomorrow.com

地址：Suite 100-510 Beatty Street | Vancouver BC | V6B 2L3 |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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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学院的领导力课程为15至18岁的高素质青少年提供了难得的机

会——帮助他们未来在大学、职场乃至人生中获得成功做好准备。我

们在各实践领域屡获殊荣的专家名师来自业界领先的咨询公司，著名

大学和世界500强企业，他们教导学生如何怀着执着的信念领导团队，

如何怀着热烈的激情从事创新，以及如何解决现实世界的挑战。

“4C素质” 

下属于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的未来学习研究

院(Future of Learning Institute)发现，学生要把

握21世纪最佳机遇需要掌握如下技能：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

(Collaboration)，和创造力(Creativity)。明日学院正是

为帮助学生掌握和驾驭这些技能而设置。

“当我们从一种稳定、线性的经

济模式转向创新性和动态的经

济模式，我们不仅需要对成功重

新定义，还需要一种全新的学习

方式。我们建立的明日学院着眼

于培养下一代批判性思想者，创

意人才，以及重新规划世界的领

导者。”

Lital Marom, 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

未来的最大机遇将属于那些具有创新意

识、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终胜出

的领导者。明日学院帮助年轻的领导者

识别、开发和拓展这些机遇。 学习成果

暑期加速器特别强化班的学生将学到世界上最优秀的创造性领

导者所掌握的工具和技巧：

•	 批判性和创造性地思考以解决复杂的问题

•	 结交具有影响力的导师

•	 组建创造性的团队

•	 应对不可预知性，并从中获益

•	 欣然接纳多样性和差异性

•	 以引人入胜和令人触动的方式讲述个人故事

•	 增强自我决心和韧性

•	 建立和维护人际网络和关系

•	 产生新的想法，并向财富500强企业报告陈述解决方案

我们的故事
未来工作室 

我们的课程中有一个“未来工作室”

环节，学生们通过实际操作进行学

习，他们与导师及小组团队密切合

作，接触并参与同个人志趣和优势相

一致的广泛议题。他们将亲身体验创

造性流程，也就是把新想法商业化，

并使之可持续发展和产生影响力背后

的严谨方法和过程。利用以人为本的

设计工具和批判性思维，他们将合作

拓展解决方案的界限，打造清晰的愿

景，通过建模和反馈不断学习，并把

他们的尝试进行规模化以产生最佳效

应。总之，同学们将在相应领域专家

的指引下，体验作为高层次创新者和

企业家的工作之道。

专家论坛 

走出传统课堂！在明日学院，学生通

过与专家和著名创业者就青年领导

者应该了解的题目进行直接对话来

学习。我们的专家论坛环节注重互动

性、灵活性，激发学生兴趣，鼓励学

生放飞自己的求知欲，构建能够帮助

他们获得所需信息的问题——总之，

他们将学到帮助他们启动成功人生

的工具。

课业安排及教学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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