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际协 E⒛ 14〕 6号

关于启动 2015■2016学年度

“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昆 山市、泰兴市、沭阳县教育局,各市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

为扩大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满足我省中学生参与国

际教育文化交流的需求,自 ⒛OO年起,我会与美国有关教育

机构合作,开展了以
“
学生使者

”
命名的面向全省在校中学生

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经多年实践,“学

生使者
”IsE项 目已成为我省中学生赴美国学习交流的重要途

径。⒛15-⒛ 16学 年度
“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已于近

期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中学生学年交流项目ISE是美国国务院批准的,旨 在通过

国际青年间的交流与学习,增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了解。

该项目通过美国国务院指定专门的教育机构选拔优秀国际学

生,持交流访问 (J-1)签证进入美国志愿者家庭,并在美国

公立高中就读一学年,深度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生活,

丰富学生的阅历,增加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独立自主能力以及跨文化交往能力。

项目结束,学 生回国后可申请直接升入美国本科大学、私

立高中或回原所在国内中学学习。

二、申请条件

1.年龄为 15至 18周 岁(1∞7年 3月 1日 至2OO0年 6月

30日 之间出生 )的应届初三至高二年级在校生;

2.品德良好,身 心健康,性格开朗,有较强自理能力和

适应能力;

3.愿意赴美交流、在校成绩符合项目要求;

4.家庭在经济上有能力支付学生赴美交流所需的费用。

三、报名

1.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在校中学生均可报名 ;

2.报名者须填写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学生

申请表》、《“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学生申请信》;

3.报名者须经本人所在学校同意并报市教育局各案;

4.首批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 11月 30日 。



四、考试与录取

1.考试内容:ELTis;

2.考试方式:笔试 (含听力 )和 口试 ;

3.选拔考试时间:拟于十二月上旬举行。

符合报考条件且考试合格者即为项目录取。

五、工作要求

1.请各市及中学安排专人负责该项目的宣传、申报以及

后续管理工作;并坚持规范操作,按项目规定和程序办理相关

手续;

2.各有关部门须向学生、家长实事求是地介绍项目,让

学生、家长全面了解项目内容、实施的意义及要求,为 学生、

家长决策提供详实的资料;

3.学生和家长应坚持量力而行、自愿报名 ;

4.各校应按照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为参加
“
学生使者

”

学年交流项目的学生保留学籍一年,如学生回国后愿意回原所

在中学学习,该 中学应为其安排适当年级学习。

六、其他

1.为 配合各地做好项目宣传与申报工作,我会秘书处将

根据各地需要派员协助开展项目咨询等工作。

2.详细了解 ISE学 年交流项目,可登录江苏省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网站,或来电咨询。



联系人:鲍老师;

电 话:025-83335208, 1365517728旯

传 真:怩5-833352”;     )

邮 箱:219“2弭48@qq。GOm,

icaie baOvl@ec。 is。 edu.cn;

协会网址:http哟 eaie.ecjs。 edu。 cn;

协会地址:南京北京西路 15号省教育厅 20楼 ,邮编 :

210024。

附件:《2015-2016学 年度
“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

手册》

抄送: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各有关中学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⒛14年 10月 ⒛ 日印发



附件

⒛15■⒛16学年度
“
学生使者

”

ISE学年交流项目手册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2014自F10丿目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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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简介

【项目国内主办方】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是全省性、非盈利性的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机构。协会自 2000年起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国际交换生项目,已派出

南京、常州、无锡、徐州、扬州、盐城等地众多学校超千名优秀中学生赴

美、德等十多个国家开展交流学习。在项目操作上协会拥有一支专业团队,

经验丰富;且与国外相关机构直接合作。近年来,经综合评价,协会主办

的国际学年交换生项目以IsE为 主,每年经我会派出的赴美交流生均在 100

名左右。

【项目美国主办方】

ISE(Intemational student ExGhange)成 立于 19拟 年,是美国一家非

盈利的国际教育交流基金会。总部位于纽约长岛,离曼哈顿仅绷 英里。ISE

自成立之日每年都被列入美国国际教育旅行标准委员会 (CsIET)的名单 ,

与世界上 57个国家 100多 个国际代表机构合作实施国际交换生项目,在

全美拥有 3000多名地区代表,以及丰富的寄宿家庭资源。每年均在中国

选送优秀中学生到美国公立高中进行交流。

【项目具体内容】

通过 IsE机构遴选合格的学生于每年七至八月份分批前往美国进行为

期一学年的文化交流。交换生将作为家庭成员,被安排居住在符合美国国

务院规定的当地爱心接待家庭中,深层次体验异国文化和生活方式,同 时

就近入读公立中学,如学生愿意入读私立高中,须额外支付一定的学费。

丰富多彩的交流经历将使学生在多方面得以提高和成长,为将来进入世界

名校就读做好准各。项目期间,机构将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系列培训和全

面的支持服务;其原所在学校将为其保留学籍一年,如学生回国后愿意回

本人原所在中学学习,该 中学应为其安排在适当年级学习;协会也可为交

流生做好回国后继续赴美升学的后续服务工作。

【项目优势,

1.正规的国际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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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与美国国务院认可的机构合作,费用合理 ;

3.所有接待家庭都是合格的志愿者家庭,在美国具有稳定的工作、

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居住环境 ;

4.就读美国公立高中,IsE和学校都派专门辅导员帮助交流生尽快适

应美国的学习和生活;

5.享有国际学生医疗意外保险和以 小时紧急电话援助;

6.每季度机构提供学生的进度报告,汇报学生在美的学习和生活 ,

记录学生点滴成长历程 ;

7.提供多种校内外活动,鼓励学生和美国当地学生一样参与美国的

社区活动;

8.每一个交流学生都纳入
“
美国国土安全部

”
的 sEVIs数据库系统,

接受美国政府监管 ;

9.协会可为参加项目的学生提供后续赴美升学服务;

10.项 目主办方多年从事国际中学生学年交换生项目,渠道畅通;项

目工作人员经验丰富,工作质量高,办事效率快。

【项目流程】

项目宣传发动 → 申请报名、选拔考试 →  录取签约、协会收取

并向外方递交英文申请资料 → 办理签证、行前培训 → 办理按期回国

保证金手续 ~→ 美国家庭及学校安置 ~→ 学生出行安排 → 国外学习交

流 →
′
回国后办理国内学习手续或赴国外学习。

【项目费用】

项目费用为人民币捌万捌仟元整 lRMB8800ω 。

费用包含 :

1.项 目申请、资料审核、协助签证、行程安排等服务费用 ;

2.项 目期间与家长的沟通联络等服务费用 ;

3.在美国一学年学校学习和在接待家庭食宿的费用及安置服务费;

4.代美 (方 )政府收取的学生监控系统费 (即 SEⅤ IS费 、

5.项 目组织的各项辅导费用 ;

6.项 目期间医疗和意外伤害保险 (Hea1th and acciden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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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7.到达美国最终目的地接机及启程回国的送机费用;

8.项 目期间地区代表管理与辅导、入学安排、书面进度报告及 24小

时紧急援助服务费用。

费用不包含 :

1。 护照办理费用、签证费用、免疫注射费及体检费;

2.国 内居住地到中国出发田岸城市的费用,以及可能出现的海关关税

和行李超重费用;

3.中 国口岸城市至美国目的地的国际往返机票费用;

4.出发前集中培训的食宿及交通费用;

5.美国学校午餐费;

6.在美国学校的书本费、就学发生的交通费;

7.项 目期间外出旅行或参加其他活动的费用;

8.参加美国学校、接待家庭或当地社团组织的活动费用;

9.必要的额外语言辅导费用;

10.个人零用钱,如通讯费、购买个人兴趣书籍、交通费等;

11.学生选择私立学校的学费、杂费等;

12.因 学生原因提前结束项目或更换家庭等原因变更机票产生的费用;

13.参加交换生预各营的费用。

学年交流项目费用的内容及金额以签订的
“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

项目协议为准。

根据项目规定,在取得签证之后及出发之前,学生和家长须对按期回

国做出保证,并办理保证金手续,即在学生法定监护人名下和指定银行存

入定期存款人民币壹拾万元,冻结一年,学生按期回国后即由协会通知银

行解冻。

【申请条件】

1.申请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护照;

2.年龄为 15至 18周 岁 (19叨 年 3月 1日 至⒛00年 6月 30日 之间

出生)的应届初三至高二年级在校生;



3.热爱祖国、热爱党;品德良好,全面发展 ;

4.身 心健康,性格开朗,有较强自理能力和适应能力;

5.有志成为学生使者,进行国际交流 ;

6.愿 意赴美交流、在校成绩符合项目要求;

7.须提供健康证明和免疫注射证明;

8.家庭在经济上有能力支付学生赴美所需的费用 ;

9.学生和家长须承诺学生在项目结束后将按时回国:

【报名时间】

首批报名时间为 9月 1日 至 11月 30日 。

【申报材料及要求】

报名者须填 (写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学生申请表、学生申

请信,并按规定及时送 (寄 )至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表格等附后 ,

或登录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网站 http哟 eaie。 ecjs。edu.cn “学生使者-

资料下载
”
栏目下载 )。

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 省教育厅⒛ 楼,邮

编:210u4。 联系人:鲍老师,电话:Ⅱ5-S333520S,13甾 51刀 285。

【选拔与录取】

报名者须参加EETis中 学生英语水平考试 (含听力)与 面试,考试拟

于十二月上旬举行,符合申请条件且考试合格者可为项目录取。

【回国后升学路径】

项目结束之后,学生可有多种选择:

选择一:回 到国内所在学校跟读高二或高三,参加国内高考或赴海外

就读大学;

选择二:继续去美国完成美国高中教育再进入美国大学深造 (协会可

帮助学生申请赴美国私立高中就读 );

选择三:直接去美国接受美国大学教育 (协会可提供帮助 )。



申请资料

(一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学生申请表

学生姓名 `性另刂
出生年月日

(须 LJ户 口本—致)

贴照片处

(2寸彩色

证件照 )

学校名称 现就读年级

学校地址 邮̄编

第一外语 学习时间 水平

家庭地址 由阝嘲鬲

本人手机号码 家庭电话 QQ号码

本人电子邮箱

有无饮食禁忌 是否晕车 有无宗教信仰 是否过敏

是否有重大疾病史

学校联系人 职务 电话

父亲姓名 出生 日期 职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母亲姓名 出生 日期 职业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紧急联系人
(父母除外 )

与本人关系 手机号码

有哪些主要亲属在美国 :

在美原因 长期居住 ( ) 长期工作 ( )  短期工作/学习 (  )  其他 (  )

本人申请

签证情况

1.申请时间:

3.签证类别:

5.是否已申请或正在申请海外定居 :

2.前往国家 :

4.是否曾被拒签/驱逐出境 :

父母申请

签证情况

1.申请时间 :

3.签证类别 :

5.是否已申请或正在申请海外定居 :

2.前往国家 :

4.是否曾被拒签/驱逐出境 :



获奖情况

学生及家长

意见

根据项目规定,中请
“
学生使者

”
学年交流项目不可囚种族、家庭成员的构成、家庭条件、地理

位置等原因选择接待家庭及其所在城市和地区,而应由项目̂组织统t安排分配。

请选择是否服从安排:是 (   ) 否 (   )

我们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该申请表所有内容,承诺所填信息真实有效,家庭成员一致同意该生参

加
“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我们将按照要求如实提供所需资料。如该生被 ⒙E项 目录取,我
们承诺遵守项目规定,并保证该生在项目结束后按时返回中国。

学生签名 : 父亲签名 : ∶ 母亲签名 :

年    月   日

学生 生理心

理健康状况
校医签名 :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校长签名 : 年    月   日 (盖章 )

填表注意事项:

1.本表需认真、准确填写;

2.填写时不得留有空白栏目,否则应填写
“无”

或 “
/” ,需详细说明

之处,可附纸说明;

3.所有签名须分别由当事人亲笔手签,不得代签。



(二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学生申请信

注:报名者必须书写申请信一封,此信系申请材料之一,如未完成,

学生的报名将不被接收。该申请信应包含下列 12点 内容,并且由学生本

人完成。要求字迹清晰,语言流畅,结构莞整:信的末尾一定由本人手写

签名。

1.本人姓名、就读学校、班级

2.本人个人性格            i

3.本人个人优点 (你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同龄人的长处 )

4.本人个人缺点 (你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同龄人的短处 )

5.本人家庭情况

0。 本人与父母的关系

7.你认为住在接待家庭里分别有哪些利弊

8.你与朋友的关系

9.你 的个人爱好与禁忌

10.个人习惯 (你特有的习惯或行为 )

11.你在课余时间里参加过的特别的课外活动

12.你此次参加交流活动的目的 (非 常重要 )



推荐学校 (盖章 ):

三、“
学生使者

”IsE学年交流项目报名信息汇总表

'            市教育局 (盖章 ):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另刂 出生日期 所在年级 家庭电话
家长姓名及联系方式

Emai1
父亲姓名 移动电话 母亲姓名 移动电话

1

2

△

J

4

<
J

6

7

8

9

10

注:本表由学校填写后报市教育局批准备案,并由市教育局于 11月 30日 前报至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