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令营

2020年7月12日至8月2日2020年7月12日至8月2日

and MORE!
American English

信德国际培训中心

美式英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

本立鹏初高中



详细内容

课程内容

招生标准

课程特色

时间

地点

人数

在美国为期3周的夏令营

10-16岁具有基本英语水平的
学生

提高英语水平，建立自信，学习新课程，结识
美国同学，了解美国教育和文化，参观美国知
名大学以及参加其他有趣活动

2020年7月12日至8月2日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美国东海岸）

仅有70个名额！

课程内容

招生标准

课程特色



时间

抵达

亚特兰大机场
（ATL）

上课地点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
7月13至23日和7月28日至8月1日

旅行至

华盛顿特区
7月24日至27日

到达

7月12日

离开

8月2日



        你们当中真正能够讲英语的有多少？

这时只有5-10%的人举手。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学过英语？

大约90%的人会举手

Jon Keith 作

我们的英语课程

“300个小时”课程是什么？请容我解释一下：在过去的10年间，我去了中国40多个不同城
市进行过家长讲座。每一次讲座我都会问在场的中国家长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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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张图片。你们觉得熟悉吗？

那么，到底是缺少什么导致我们英语学成这样呢？缺的是真正语言发展中最关键的部分…

和地道的母语者练习相关的（常见的）口语

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他们学英语的方式和你当初一样吗？你的孩子可以每天一小时坐在教室里背单词，即使背上
10年，也仍然无法真正地学会理解英语或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 除非你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凯斯国际美式英语夏令营就是“不同的事情”。除了拥阅读，写作和词汇课程以外，我们还提供300个小时与英语母
语者讨论相关话题锻炼口语的机会（每天15个小时，共20天）。我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讲英语，课堂上，兴趣
社团以及吃饭时都在讲英语。

300个小时！

成果

您孩子的英语口语，理解能力，以及自信心都会获得大幅度的提高

然后开学后老师一定会惊讶地问：“您的孩子这个暑假经历了什
么？”

如果和大多数的中国人学英语的方式一样，一个班级
里50到60个学生，你坐在那儿每天花一小时背一些自
己不太会读的单词。这种方法有效吗？答案可参见上
面的两个问题。

英语

阅读

写作

词汇

+

单词拼写
英语拼读
写作
词汇

个小时

个小时



关于

信德国际培训中心/凯斯国际/本立鹏中学
凯斯国际（简称KG）中国西安信德国际培训中心的一个部
门，本立鹏中学位于南卡罗纳州哥伦比亚，是本次的夏令营
的主办方。凯斯国际致力于帮助那些想通过美国教育经历来
补充自己孩子在中国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此外凯斯国际还会
举办夏令营，提供以下服务（面授课程，网络课程，集体课
程或者一对一形式）

� 美国高中就读服务   � 美国留学预备课程
� 面试预备课程   � 家长和学生的美国旅行
� 育和家庭养育方面的讲座  � 教师招聘和培训
� 英语课和一对一辅导  � 学校和家庭咨询顾问

Jon Keith 		
营会总监
Jon Keith先生从事青少年相关工作已有35年了，在过去的10年里和

超过1000名的中国学生工作交流过，他到访过中国40多个城市的学

校和家庭，这3年里也在中国生活居住。这些经历使得他更加有资

历来帮助中国学生实现他们的潜能。他所举办的英语夏令营以及国

际生项目在美国被公认为最好的项目。 

夏令营领导者

主办方



地点

本立鹏((Ben Lippen))初高中
以及哥伦比亚国际大学
我们的夏令营将会在位于南卡州哥伦比亚的本立鹏

(Ben Lippen)学校和哥伦比亚国际大学这两所姊妹学

校的校园进行。本立鹏是一所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私

立学校，就读人数800 余名。本立鹏学术课程优秀，

拥有者20多项AP课程，先进的技术课程，以及100%的

大学录取率。在其80年的历史中，本立鹏举办了许多

国际生项目，而今年有25名国际生就是来自中国。哥

伦比亚国际大学是一所传统的4年制大学，拥有24个

专业和近百年的历史。有许多中国学生参加哥伦比亚

的网上课程。



全英语浸泡环境 和 双语员工帮助学生

经验丰富的美国老师 和 5比1 的学生和老师

ESL英语辅导课程 和 精彩的选修课程

中国学生 和 和美国学生互动

参观多所顶尖大学 和 游览一些美国著名城市

和中国的城市有直达飞机 和 点到点陪同人员

特色



时间安排

工作日的每日安排

周末时间安排

时间 获得内容

6:45-7:30 AM 准备时间

7:45-8:15 AM 早餐

8:30-10:00 AM 第一堂课

10:15-11:45 AM 第二堂课

12:00-1:00 PM 午餐

1:15-2:45 PM 第三堂课

3:00-4:00 PM 社团

4:00-5:00 PM 自由时间

5:00-6:00 PM 晚餐

6:30-7:30 PM 集体时间/聚会

7:45-9:30 PM 晚间活动的选择

9:30 PM 在宿舍

10:00 PM 在室内

10:30 PM 熄灯/电子设备关机

时间 获得内容

9:00-10:00 AM 准备时间

10:00-10:45 AM 早午餐

11:00 AM - 5:00 PM 各种出行

5:00-6:00 PM 晚餐

6:30-9:30 PM 特别 周末活动



学生们将会有4天的时间到访美国的东海岸，欣赏大西洋美景，参观一些著
名的大学，历史景观，以及在美国首都各种活动机会。

景点

大学

我们将会在华盛顿特区参观以下的景点：林肯纪念堂，白宫，史密森尼博
物馆，国家广场和使馆区

美国东海岸有许多著名的大学例如乔治城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州
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克莱姆森大
学

在美国国内旅行



课程

我们会根据学生们在报名表上所填写的兴趣提供以下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将会根
据学生年龄分班。每个学生挑选至少一门课程。

英语

写作提高 数码多媒体 阅读提高

演讲和辩论 数学竞赛

美国俗语 美国历史 文学分析

商业原则 新闻报道 时事

STEM课程

机器人

工程

编程

技术

趣味科学

科学

数学

全球问题

法律入门

儿童发展

服装设计

医学职业与道德



兴趣社团

我们将会根据学生们在报名表上所填写的兴趣提供以下的社团活动。每个星期学生们将
会挑选一个新社团。

摄影 户外烧烤 NBA篮球 电影院

舞蹈 美式橄榄球 模拟法庭 逻辑推理游戏

足球 美国政治 心理学 艺术和手工

商业原则 乒乓球 即兴社团 中美文化

健康生活

戏剧

户外野营

羽毛球



年轻人非常需要这些….

美式英语营会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

5C 能力：学生将会学习到在众多优秀学生及成功人士身上的关
键因素，即我们常说的5C 能力：批判性思维，合作，创造力，
信心，和沟通。这些都为他们将来的成功添砖加瓦。

生活技能：学生将会学到50多项生活技能例如设定目标，整理
策略，如何理智地使用资源，化解冲突，解决问题，如何提问
题，以及谈话中礼仪等。

科技：学生将会了解辨别正确和错误使用科技的方法，并且建
立一个健康的使用科技的规则。

文化理解：学生将会学习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的过程
中，如何更好地了解包括本土文化和其他不同文化。

领导力：每个学生将会了解不同的领导力风格，并且会学习如
何更好的提高自己的领导力。

文化理解：学生将会学习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了解包括本文化和其他不
同文化。

职业探索：学生将会学习如何将个人的喜好和不同大学专业和职业进行连接匹配。

美式学术：学生将会了解美国的课堂、老师和作业和自己国家的不同之处。

大学申请：学生将会了解美国顶尖大学除了参考高分成绩以外，还会考察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让自己增
加进入顶尖大学的几率。

辅导员：每个学生将会有一名成年人作为辅导员和他们一起互动学习。学生们一天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和挑战都可以寻求辅导员的帮助。

and MORE!  Items
还有更多精彩！



保险
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会提供一些医疗意外保险。鼓励家长们课单独
购买额外保险。

监管/安全
将会提供一些双语的专业的陪同人员和他们一起出行照顾他们。主
办方的大学和中学校园环境安全，拥有24小时的警察和安保人员。
每位学生会分发学生证，上面有营会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教学生们
在遇到紧急情况下该如何处理。

食物
学生们会在大学食堂享用自助式的一日三餐，提供多种健康食物供大家选择，也会有亚洲主题包括热水
和茶

住宿
学生们会住在大学或中学的5个大宿舍家。每个宿舍家中会有一个大人监管。每个房间里有2张单人
床，2张书桌，2个衣柜。每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学生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随时联系老师。如果外
出旅行，学生们可能会住在酒店里。

沟通
家长们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联系营会管理人员。我们也会在在微信家长群里发
送每天营会活动的更新。学生们可以携带手机，我们鼓励学生和家长多联系沟
通。可以购买美国的电话卡。营会期间在规定时间内可以无线上网。

课程/社团
所有的课程都是美式教育方式，非正式的课堂设置，活跃的课堂参与。所有准备工作或者作业会在课堂
完成。学生将会选择3门课程，每门课程会持续3周。每周可以选择一个新的兴趣社团。在报名的时候，
学生们可以填写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社团。

家长
欢迎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美国的旅行，但是一旦报道后，家长不可因此在营会逗留。孩子们的独立性和成
长在没有家长的环境下会更快。同时营会无法为家长们提供额外的住宿或交通。

其他细节



我们认为当学生们的努力和成果得到认可，学生们是会有所响应并且喜
欢的。所以在营会结束的毕业典礼上颁发以下的奖励 。

奖项评比和鼓励

每个学生都会收到毕
业证书

每门课程最佳学员 每个社团最佳成员

最佳英语演讲者 屈原奖
权威的学者

马云奖
创新精神

邓小平奖
远见的领导力

海伦凯勒奖
毅力

奥巴马奖
最佳演讲

JK罗琳奖
杰出作者

苹果奖
科学技术

卓越进步奖
进步最大

勤奋学习奖
最佳学习态度

特别奖项



“作为一位20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学生，

我深知留学生面临的种种挑战。作为一名在加州洛杉矶任教的教

授，我非常了解凯斯国际的项目， 并且强烈推荐 凯斯国际美式

英语夏令营（The American and More Camp) 。 ” 

吴霜博士

“凯斯国际的课程帮助我学习英语，让我了解到美国学校和文化，

而且真正提高了我的信心。我非常相信这里的营会，所以若干年

后我仍会回到这里以一名翻译的身份工作。” 

Lilac Lai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预科专业（来自中国厦门）

“参加了Keith的课程之后，我在演讲方面的信心得到提高，更加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提高了团队合作，同时也获得了顺利过渡

到美国高中以及现在加拿大大学的技能。”  

Praise Feng
加拿大魁北克麦吉尔大学历史/政治科学/传播学学生
(来自中国广州)

“我初次来美国参加夏令营的时候，英语水平不高。但是老师们

给了我机会，鼓励我，帮助我学习了许多。我的营会经历对我就

读美国顶尖高中以及后来进入杰出美国大学学习都起到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参加夏令营改变了我的人生！”

Kevin Bi

美国普杜大学 管理专业学生

(来自中国大连)

过往学员分享



报名

提前报名获得优惠价格！

缴费日期 价格（美元） 价格（人民币） 优惠

3月1日 $4,950 35000 30%
4月1日 $5,800 41000 15%
5月15日 $6,950 48700 0%

机票和B-2旅游签证：营会费用不包括往来美国的机票和签证申请费用。学生的家庭需要自行承担这些费用。

缴费指示：当我们收到申请后会向您发生银行汇款信息。若想享受优惠政策必须在相应的指定日期结束前缴费。家长需要承
担汇款相关的手续费用。

退款：当学生遇到特殊疾病下无法参加营会，可退还部分费用。学生在4月1日前两次签证申请失败后，可退还90%的费用。

营会日期

Aimee Yang (双语)

位于中国西安
电话: 13389181126
微信：KeithGlobal
邮箱: CustomerService@KeithGlobal.com

2020年7月12日至8月2日
7月12日到达亚特兰大
8月2日离开亚特兰大

价格

报名方式

Jon Keith
位于中国西安
电话: 133009256205
微信：JonKeith_USA
邮件：JonKeith@KeithGlobal.com

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填表报名

填表报名时请确保有孩子的护照复
件和和登记照

缴费，在报名合同上签字并返还
给主办方。

收取邀请函，申请B-2旅游签证

购买机票，提交航班信息

1

2

3

4

问题？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jinshuju.net/f/enrSV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