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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赴美夏令营活动简介 

 

 

1. 本活动由美国华仁协会，美国国际交流基金会和美国鹏达旅行社联合

主办，并受到纽约州议会、ROCKLAND县政府和教育机构的全力支持。本活动在美

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使、领馆有良好的签证记录，并被列为“美国国际教育交流

活动常年项目”。 

2. 2014 年的夏令营活动有 15天、 16天 和 19天 三种行程安排，本着

“精中取精”的原则，让营员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领略美国教育、政

治、经济、人文和自然景观之最，使他们对美国有一个整体了解。 

3. 将美国启发式和积极诱导学生参与的教学方式溶入整个活动中。“清

一色”由美国中学在职老师讲授包括美国政府机构、教育体制、体育、音乐、文

化在内的六个不同主题课程，使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了解美国，提高英

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4. 通过参观美国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及其他社区机构，带领同学深入美国

社会，实地了解美国社会体制的运作过程。 

5.参观美国最著名大学，使同学们对美国的教育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初步的

了解，以激发同学们更高的学习热情。 

6. 活动范围广泛，参观景点涵盖了美国东、西两岸主要城市和地区，包括

世界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的尼加拉大瀑布。 

7，学习期间，营员住宿美国大学生宿舍，有电话、冰箱、微波炉和室内卫

生设施；旅行期间，营员住宿三星级以上酒店的双床标间, 使同学们在一天的紧

张活动之后，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8，旅行车辆为大型空调巴士，安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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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地地址：St. Thomas Aquinas College 

    125 Route 340, Sparkill, NY 10962 

 

    联络方式：美国华仁协会 

联络人：Angie Ngai（魏青青） 手机： （201）723-1526 

         

    办公地址： 120 Van Nostrand ave Suite 202, Englewood Cliffs, NJ 07632 

    办公电话： (201) 585－8288 中国：95040427509 

     

    电邮：ccc07024@gmail.com 

    网站： www.chineseamericanfamily.org 

 

 

    组团要求：35 人以上成团，每团最好在 40-50 人之间，原则上不超过 55 人。 

 

        

 

    费用包括：在美国期间的学习费、餐费、住宿费、交通费、游览费、小费、

服务费等，即包括吃、住、行、学、游在内的所有“地面费用”。 

 

    费用不包括：护照证件费、签证费、国际机票、美国东 - 西两岸机票、电

话费、洗衣费及其他个人消费。 

 

    优惠：对于带队的老师，有 20 位同学免 1 位老师费用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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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营 15 天行程 

                           （此行程仅包括美国东海岸) 

 天数                     活动内容 住宿 

第一天 离开中国赴美，同日到达美国纽约机机场。入住营地。 大学生公寓 

第二-四天 全天英语课。 由当地学校的在职教师授课。 每天六节课。  

课程包括：美国政府系统，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各种标记，美

国校园文化，音乐课-教唱美国最流行的歌曲，体育课-教橄榄

球或棒球的规则并组织同学练习。 

晚上:开营仪式，美国大学申请讲座，联欢活动。 
 

大学生公寓 

第五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联邦大厅历史纪念馆，国家储备银行，自由女神岛

和爱丽斯移民岛， 华尔街和 9/11遗址。 

晚上：观看纽约夜景，乘车经过时报广场. 

大学生公寓 

第六天 美国教育系统课实地考察：波士顿地区 1) 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  

2) 麻省理工学院* 。游览市容。 

酒店 

第七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上午参观纽约州首府， 下午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的尼加拉大瀑布，彩虹桥及大瀑布夜景. 

酒店 

第八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美国首都华盛顿 国会*、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航

天航空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等 

酒店 

第九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华盛顿参观:  林肯纪念堂，白宫.华盛顿纪念碑等 酒店 

第十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独立宫和自由钟 大学生公寓 

第十一天 美国文化课实地考察：纽约地区 联合国大厦*, 大都会博物馆*,洛克菲勒中

心和时代广场，NBA 专卖店*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十二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了解世界著名军校-西点军校的成长史，参观美国唯

一的四任总统罗斯福诞生、成长和安息的地方。通过罗斯福的一生了

解美国历史。  

大学生公寓 

第十三天 课程结束总结：上午结业典礼， 发结业证。 

下午：美国东部最大名牌直销店奥特莱斯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十四天 收拾行装、发车去机场， 飞机 

第十五天 到达中国，都市游学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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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 16 天行程 

                          （此行程包括美国东-西两岸) 

天数                    活动内容 住宿 

第一天 离开中国赴美，同日到达美国纽约或波士顿机场。 大学生公寓 

第二天 美国教育系统课实地考察：波士顿地区 1) 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  

2) 麻省理工学院* 。游览市容. 

大学生公寓 

第三-五天 全天英语课。 由当地学校的在职教师授课。 每天六节课。  

课程包括：美国政府系统，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各种标记，美国校园文化，

音乐课-教唱美国最流行的歌曲，体育课-教橄榄球或棒球的规则并组织同学

练习。 

晚上:开营仪式，美国大学申请讲座，联欢活动。  

大学生公寓 

第六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联邦大厅历史纪念馆，国家储备银行，自由女神

岛和爱丽斯移民岛， 华尔街和 9/11 遗址。 

晚上：观看纽约夜景，乘车经过时报广场. 

大学生公寓 

第七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8:30-9:30,   全团活动 

10:10 – 12:00由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介绍美国政府的运作. 

13:30 – 14:30 由美国警察带领亲身体验美国警察训练基地。 

14:40 – 15:40 在美国社区图书馆学习用英语使用计算机索引系统找寻图书。 

16:00 – 17:30 参观美国超市。 

18:00 -19:30 西餐礼仪及实践课 

大学生公寓 

第八天 美国文化课实地考察：纽约地区 联合国大厦*, 大都会博物馆*,洛克菲勒中

心和时代广场，NBA 专卖店*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九天 课程总结：上午结业典礼， 发结业证。 

下午：参观西点军校*， 奥特莱斯名牌店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十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独立宫和自由钟*。  

华盛顿参观，林肯纪念堂，白宫，越战纪念碑，华盛顿纪念塔 

酒店 

第十一天 美国文化课实地考察：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

航天航空博物馆*等） 

酒店 

第十二天 由华盛顿机场飞往西海岸的洛杉矶市， 市容参观，圣莫妮卡海滩 酒店 

第十三天 全天游览世界著名的好莱钨环球影城* (影视世界) 酒店 

第十四天 全天游览人造儿童天堂-迪斯尼乐园* 酒店 

第十五天 收拾行装、发车去机场， 飞机 

第十六天 到达中国 上海. 都市游学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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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令营 19 天行程 

                          (此行程包括美国东 - 西两岸) 

天数                     活动内容 住宿 

第一天 离开中国赴美，同日到达美国纽约机机场。 大学生公寓 

第二-四天 全天英语课。 由当地学校的在职教师授课。 每天六节课。  

课程包括：美国政府系统，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各种标记，美国校园文化，

音乐课-教唱美国最流行的歌曲，体育课-教橄榄球或棒球的规则并组织同学

练习。 

晚上:开营仪式，美国大学申请讲座，联欢活动。. 

大学生公寓 

第五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8:30-9:30,   全团活动 

10:10 – 12:00由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介绍美国政府的运作. 

13:30 – 14:30 由美国警察带领亲身体验美国警察训练基地。 

14:40 – 15:40 在美国社区图书馆学习用英语使用计算机索 

引系统找寻图书。 

16:00 – 17:30 参观美国超市。 

18:00 -19:30 西餐礼仪及实践课 

大学生公寓 

第六天 美国文化课实地考察：纽约地区 联合国大厦*, 大都会博物馆*,洛克菲勒中

心和时代广场，NBA 专卖店*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七天 美国教育系统课实地考察：波士顿地区 1) 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  

2) 麻省理工学院* 。游览市容. 

酒店 

第八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上午参观纽约州首府，下午参观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的尼加拉大瀑布，彩虹桥及大瀑布夜景. 

酒店 

第九天 了解大瀑布的起源,参观公羊岛及三姐妹岛。乘车去华盛顿. 酒店 

第十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美国首都华盛顿 国会*、国家图书馆*、美国国家航

天航空博物馆*, 现代艺术博物馆*等 

酒店 

第十一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华盛顿参观活动:  林肯纪念堂，白宫.华盛顿纪念碑

等 

酒店 

第十二天 美国历史课实地考察：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独立宫和自由钟 酒店 

第十三天 美国政府系统课实地考察：联邦大厅历史纪念馆，国家储备银行，自由女神

岛和爱丽斯移民岛， 华尔街和 9/11 遗址。 

晚上：观看纽约夜景，乘车经过时报广场. 

大学生公寓 

第十四天 课程结束总结：上午结业典礼， 发结业证。 

 下午：参观西点军校*， 购物 

大学生公寓 

第十五天 由东海岸纽约机场飞往西海岸的洛杉机市，市容参观明星大道等 酒店 

第十六天 全天游览世界著名的好莱钨环球影城 (影视世界) 酒店 

第十七天 全天游览人造儿童天堂-迪斯尼乐园 酒店 

第十八天 收拾行装、发车去机场， 飞机 

第十九天 到达中国. 都市游学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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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基准行程，每团实际行程将根据航班、天气等情况做合理微调。 

 带 * 的为入内参观项目，其余为外景参观项目。 

 

    课程介绍： 

    所有课程“清一色”由美国高中在职教师授课。同学们在领略纯正美式英语的

过程中，同时领略美国活泼的教学氛围。以下六种不同类型的课程设置，将从不同

的角度介绍美国，为团员将来迈进美国打好基础，增强信心。 

1. 美国政府系统： 从美国政府的组织系统和构成及选举机制，了解美国政府的运

作机理和方式，从而对中、美政府机构的不同有所了解。 

2. 美国教育系统：通过对美国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的介绍，从而

了解美国的教育体系，以期对如何申请美国大学有所帮助。 

3. 美国校园文化：通过介绍美国中学生文化，让营员更多地了解美国同龄人的学

习生活和校园环境。 

4. 标记课：通过对美国常见的一百多种标记的介绍，能使营员在初入美国时就不

会迷茫，因为他们对美国特有的商店、游览场所、公路、学校、医院或网上的

标记已有了了解，同时为他们今后步入美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5. 音乐课：学习美国人喜爱的英文歌曲，使营员将来在若干场合容易有一种融入

感。 

6. 体育课：在人人喜爱橄榄球的国度，对橄榄都的了解是社交场所必备的知识，

也是营员今后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敲门砖。体育课将重点介绍橄榄球规则，并做

初步的尝试。 

 

 

 

                                                  美国华仁协会 

                                                  2014.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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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夏令营之旅花絮 --------------------- 

 

开营仪式                           美丽的营地 

   
 

 

美国政府机构课                       美国文化课 

   
 

 

体育课                               在市议会厅-市长和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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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夏令营之旅花絮 --------------------- 

 

 

夏令营老师和基金会负责人合影       工作人员在机场接从国内来的团队 

 

     

 

当地警察带领同学参观训练基地                  西餐礼仪 

 

    
 

         为同学庆祝生日                       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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