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城市 详 细 行 程 安 排 住宿 

7/5 中国-新泽西 抵达美国新泽西纽瓦克机场，接机，入住宿地休息。准备美国夏令营之旅。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第一周 

7/6--7/12 

新泽西 

纽约 

周一至周四： 9 点前到学校营址，开始英语强化训练课（详细课程内容附后） 

周五：与学校夏令营孩子一起去游乐园体验过山车、木马等，大小孩各取所

需，下午 5-6 点在崭新的室内旱冰场尽享轮滑的乐趣。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本周末

午晚餐自

理） 

周末：7/11 上午搭乘游轮，观赏美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及横跨哈德逊河和东

河的布鲁克林大桥，下午至傍晚看电影，晚上回宿地。 

 7/12 参观世贸大厦遗址，华尔街，唐人街，联合国总部，洛克菲勒中心，第

五大道，帝国大厦，时代广场，航空母舰，大都会博物馆，中央公园等，晚上

回宿地。 

第二周 

7/13--7/19 
新泽西 

周一至周四：9 点前到学校营址，继续英语强化课程训练。 

周五：与夏令营孩子一起去雕塑公园欣赏极富艺术美感的几百件名家雕塑作

品，下午整装出发开始夏季露营体验。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露营帐篷 

 

周末： 7/17 到达露营地，一起动手搭帐篷、营地晚餐 ，篝火 Party，整个周末

在享受美丽怡人的阳光沙滩、蓝天白云及湖光山色之余，钓鱼、划船、爬山、

烧烤、篝火 Party，体验美国家庭夏季最流行的休闲方式，7/19 傍晚回宿地 

第三周 

7/20--7/26 

新泽西 

费城 

华盛顿 

周一至周四：继续英语强化课程训练。 

周五：与夏令营孩子一起去水上乐园嬉水游泳、水上漂流，享受水花四溅的无

尽欢乐，下午 5-6 点室内旱冰场继续轮滑。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酒店 

 

（本周末

早午晚餐

自理） 

周末： 7/25 早上驱车前往与哈佛齐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参观。随后前往美国的

诞生地 – 费城，参观自由钟，旧国会大厦，国家独立公园，独立厅等。在自

由参观期间，可乘坐费城水陆两栖敞篷战艇船。游毕，如时间允许，前往兰卡

斯特，造访阿米希人村庄。晚餐后入住酒店。 

   7/26 早上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国会大厦（外

观）、白宫（外观）、杰佛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

碑、韩战纪念广场，如果时间允许，还有机会参观有着 44 位美国总统蜡像的

华盛顿总统蜡像馆。下午 7:00 返回新泽西。 



  

 

 

 

第四周 

7/27--8/2 

新泽西 

纽约 

周一至周四： 继续英语强化课程训练。 

周五：与夏令营孩子一起去水族馆与成千上万种美丽的稀有海洋生物亲密接

触，观看海狮表演，观赏大鲨鱼，下午 5-6 点继续旱冰。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8/2 午

晚餐自

理） 

周末： 8/1  前往高尔夫球场挥杆。自然开阔的碧绿球场在蔚蓝天空映衬下抒写

着无可比拟的绮丽景致，运动中尽享心灵深处的愉悦与尊贵！ 

       8/2 上午参观世界著名的军事院校、将军摇篮--西点军校，下午到国人必去

的 Outlets 名牌折扣购物中心 Woodbury 购物，云集的世界名牌却有您想不到

的超低价格，定能让您满载而归。晚上回宿地。 

第五周 

8/3-8/9 

新泽西 

波士顿 

周一至周四： 继续英语强化课程训练。 

周五：与夏令营孩子一起打保龄球，畅享时尚的高雅运动。下午 5-6 点旱冰。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酒店 

 

（本周末

早午晚餐

自理） 

周末：8/8 早上出發波士顿，沿途參觀神秘水族館，可以觀賞白鯨，接着前往

位于罗得岛上的海滨小镇新港，参观奢华的云石别墅和听涛山庄，亲身感受到

美国淘金时期的财富荣耀。傍晚時分到達波士頓。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8/9 上午游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感受古老的校园氛围。接着参观政府

大楼、母亲大教堂、圣三一教堂。（如果时间允许，将安排 12 岁以上孩子的

哈佛大学招生介绍会，与招生委员会成员面对面沟通）。而后乘坐波士顿港邮

轮从水上游览波士顿，见证这里的历史、人物、遗址及故事。午餐后， 可以游

览波士顿市中心和美国最古老的市集--昆西市场。下午前往参观排名第三绿树

成荫的耶鲁大学。最后，返程纽泽西。 

第六周 

8/10--8/16 

新泽西 

宾夕法尼亚 

周一至周四：继续英语强化课程训练。 

周五：与夏令营孩子一起去动物园参观，下午 5-6 旱冰。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露营帐篷 

（8/16 午

餐自理） 

 

周末： 8/15 出发前往海边钓螃蟹，然后前往露营地享受美味新鲜的螃蟹大

餐，晚上露营帐篷。 

8/16 一早开始宾夕法尼亚州的 Pocono Whitewater 激情漂流之旅，漂流历时 4-

6 小时，大小孩分开，尽享远离城市、挑战大自然的快感！傍晚回宿地。 

第七周 

8/17--8/23 

新泽西 

尼亚加拉 

大瀑布 

周一至周四：英语课程至本周结束，您孩子英文的明显进步定让您惊喜万分。 

周五：全日彩排，傍晚与全体夏令营学生参加本届夏令营大型汇报演出，精彩

纷呈的节目将给您的孩子留下终身难忘的美丽记忆。 

寄宿家庭 

或出租屋 

酒店 

 

（本周末

早午晚餐

自理） 

周末： 8/22  从新泽西出发，前往千岛湖，乘千岛游船游览该区，碧蓝的湖水

与天际相接，湖里千舟竞发，白帆点点。成为北美许多富裕的大亨、商业界巨

子、艺术家与世隔绝而隐居假日的完美天地。晚上返酒店休息 。 

8/23 乘坐雾中少女号（或喷射快艇自费）游览震撼人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可

选择参加尼亚加拉深度游--游览漩涡公园和尼亚加拉古要塞，晚上返新泽西。 

8/24-8/25 新泽西-中国 整装回国，结束近两个月的美国生活体验及游学夏令营之旅  



  

 

  一、费用每周美金$1080，包含： 

1、行程中所列巴士费、导游费 

2、住宿费 

3、英文课程费及夏令营费 

4、每周五郊游门票 

5、露营地费用、漂流门票、高尔夫球场费 

6、纽约自由女神环岛游，华盛顿总统蜡像馆或波托马克河巡航（二选一），波士顿港邮轮，听涛山

庄，尼亚加拉雾中少女号游船，千岛湖游船 

7、所有未特别列明自理的餐费 

费用不包含： 

1、中国飞至美国飞机票，签证费 

2、未列明的景点门票 

3、酒店单间差费用 

4、行李托运或超重费用 

5、因客观原因需要更换上述酒店所产生的房费差价 

6、去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及尼亚加拉的司机和导游小费（每人每天支付$8，共 8-12天），儿童/婴

儿按成人标准支付小费。 

7、特别注明的餐费或酒水（导游只负责安排） 

8、任何酒店房间内私人性质费用，如洗衣费、电话费等 

9、因营员疏忽、违章或违法引起的经济损失或赔偿费用 

10、境外旅行意外伤害保险、境外医疗保险  

二、住宿标准：  

1、行程中所列酒店标准为三星级的酒店，标房（一个成人带两个 13岁以下儿童共 1间，美国法律规

定，每间标房有两张单人床或一张双人床） 

2、寄宿家庭或租用的房屋（一个成人带两个 13 岁以下儿童共 1间，美国法律规定） 

三、所有夏令营成员需要自行准备旅行中需要的护照及签证 

四、导游: 专业的中英双语或中文导游将全程陪伴；将根据夏令营成员具体情况配备导游 

五、教学师资: 经验丰富的外教团队 

六、陪同家长： 

1、自行安排住宿及旅游的，所有费用自理，学校不收费 

2、陪同小孩同住的，每周仅收费 480美金（不参加周一至周四课程，周五至周日活动全可参加，费用

包含项目与小孩相同） 

七、招生对象： 

1、一直有家长陪同的，9岁以下儿童均可 

2、需要夏令营老师陪同的，9岁至成人  

八、以上为参考行程，行程有可能因天气、交通状况等原因略有调整，实际行程以最终安排行程为准 

 

 

 

 

 



  

 

 

附：英语强化训练课程内容、 安排与分班 
 

7/6/2015 – 8/23/2015 

 
内容/主题 课堂活动 

第一周 
7/6--7/12 

我看到的美国 

1. 美国和中国的差异 

2. 各地气候、人群、建筑物差异 

3. 漫步小镇实地体验美国生活 

高低年级按英文程度分班： 

低年级以词汇、句型为主；高年级以词汇、句型、阅

读理解为主，写作按照程度做相应要求。 

每班要求讨论或演讲。高低年级海报制作。 

第二周 

7/13--7/19 

中西饮食 

1. 各种食物名称 

2. 认识食物及餐饮文化 

3. 与外教在咖啡馆实地练习订餐 

高低年级混合班（小班制）： 

每个班级都有高年级及低年级学生。训练学生的团队

合作精神。强化词汇、句型、阅读理解及会话练习。

要求段落及场景写作。 

第三周 

7/20--7/26 

了解美国历史（简史） 

1. 介绍首都华盛顿、费城 

2. 了解人物名及名胜地名 

3. 了解国会及讨论政府职能 

高低年级按英文程度分班： 

低年级以词汇、句型为主；高年级以词汇、句型、阅

读理解为主，写作按照程度做相应要求。 

每班要求讨论或演讲。 

第四周 

7/27--8/2 

我爱海洋 

1. 海洋动物名称及介绍 

2. 你所见过的海洋生物 

3. 海洋生物及环境保护 

高低年级按英文程度分班： 

低年级学习词汇、句型及会话。提高语言沟通能力。

高年级学习词汇、句型。提高日常生活英文会话能

力，强化相关主题阅读理解及写作训练。 

第五周 

8/3--8/9 

中美教育 

4. 美国学校是怎样上课的 

5. 中美老师及中美课外活动 

6. 特邀名校学生入学讲座及问答 

高低年级按英文程度分班： 

低年级含词汇、句型、对话及儿歌 

高年级含大量会话及讨论。提供大学介绍及答疑课程

（互动形式）。 

第六周 

8/10--8/16 

我爱露营 

1. 我所知道的露营 

2. 露营器具、食材 

3. 怎样搭帐篷或烧烤（含演讲） 

高低年级混合班（小班制）： 

词汇、句型及会话。各班老师组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

下分组讨论如何准备一个有趣的野营。教学重点强化

听力、会话及语言组织及表达能力。 

第七周 

8/17--8/23 

好壮观的瀑布！ 

1. 阅读有关瀑布文章 

2. 互动及讨论旅游经历 

3. 瀑布海报制作 

高低年级按英文程度分班： 

低年级含词汇、句型、会话及查找图片资料。高年级

要求阅读理解、会话、写作及在老师的知道下以小组

为单位制作海报，锻炼团队工作能力。 
 

说明:    

1、英文课程均为 1:8 的小班制 ，入营第一天经测试按程度年龄分小班上课  

2、英语课程期间将安排针对 12 周岁以上学生的 1-3 间纽约或新泽西大学的

招生说明会，并根据课程与学生灵活安排，此处不作具体时间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