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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东西两岸名校 Homestay夏令营 

 出发日期 

2013 年暑假 7 月‐8 月（共 24 天） 

 报名资格 

 出发时 13‐18 周岁，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具备良好的主动性及适

应能力，愿意尝试学习、包容不同的生活及文化。 

 不接受曾被美领馆拒签的同学 

 

 费用：39800 元/人 

 费用包含：签证费，国际往返机票，国内交通费，保险费，全程食宿（行程表中特别注明

的除外)，课程费，活动费，境外交通费，旅游费用，小费，以及旅游期间每人每天一瓶矿

泉水。 

 费用不包含：护照办理费，公证费，行李超重费，个人消费（国际通讯费用、洗衣、当地

购物）等，及其他一切在行程中未涉及的费用。 

 

 项目内容 

1、 一周英语学习，加强英语交流能力 

 每周 12 小时英语课程 

 每周 2 次课外活动 

 小班授课模式，师生比例低于 1：15 

 所有语言和文化课程都在当地教学中心进行 

 欢迎和告别晚会 

 活动结束后颁发结业证书 

2、 学习期间居住在当地家庭（芝加哥、费城），亲身体验美国民俗和文化 

 经过严格筛选的爱心家庭 

 每个住宿家庭安置 1‐2 名学生，视住宿家庭意愿而定 

3、 观赏当地（芝加哥、费城）名胜风景和棒球赛（或其他比赛，视最终行程而定） 

 两周东、西海岸主要城市观光，包括旧金山、洛杉矶、波士顿、费城、纽约、华盛顿等。 

4、 零距离接触世界一流名校 

 校方代表陪同参观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西点

军校、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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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安排及旅游行程参考（基本内容不变，  具体安排视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1、 芝加哥团队的旅游线路： 

天数 地点 行程 

第 1 天 中国—芝加哥 
乘国际航班抵达美国芝加哥。 

随后由专车接至社区，与接待家庭会面。 

第 2-10 天 芝加哥 

上午的英语课程，下午丰富的课外活动如参观当地学校、体育活动、当

地景点参观。周中会有安排一整天的外出观光旅游。周末时间将与接待

家庭一起自由活动。（芝加哥当地景点：芝加哥历史景点、密歇根大道、

林肯公园、魔镜云门等） 

第 11 天 
离开营地-费城

—纽约 

上午 9:00AM 前往美国独立诞生地费城参观自由钟，独立宫。下午驱车

前往普林斯顿，参观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前往纽约入住。 

第 12 天 纽约 
纽约市区游：著名的第五大道，联合国总部(外观），洛克菲勒中心，华尔

街，被称为世界十字街头的时代广场，世贸遗址，自由女神。 

第 13 天 纽约 
上午到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然后前往名牌直销店购买优美价廉的

商品。 

第 14 天 纽约—波士顿 
离开纽约, 专车前往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 下午到历史文化之都波士

顿,前往昆西市场, 自由购物及品尝传统美食或观赏街头艺人表演。 

第 15 天 波士顿 
上午参观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图书馆、教学大楼和文化娱乐设施, 校方代

表将介绍教学环境及特点。下午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然后市区观光。 

第 16 天 波士顿—洛杉矶 

上午飞往洛杉矶，专业导游接机后，午餐后前往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随后前往好莱坞大道参观中国戏院，与喜欢的超级巨星的手脚印

合影留念，然后参观全世界 大的露天剧场。还可以去比华利庄名店街

Rodeo Drive 购物，也许会遇到大明星哦。 

第 17 天 
洛杉矶 - 圣地亚

哥 -洛杉矶 

早上出发，前往加州 美丽的海港城市-圣地亚哥市区观光。参观圣地亚

哥军港外观-美国太平洋舰队 大的军港，眺望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

舰等。跨越海湾大桥、参观美丽科罗那多岛、美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古

老的科罗那多岛酒店。随后返回洛杉矶，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 18 天 洛杉矶 

整日游览举世闻名的迪斯尼乐园,紧张剌激的太空飞车、探索海底生物奥

秘的潜水 艇、丛林鸟、熊家庭、鬼屋、小小世界中各国娃娃的欢乐、并

搭乘海盗船分享加勒比海海盗的疯狂与苦恼、身历立体声电影等项目、

不胜枚举,一直玩到关门为止。(午,晚餐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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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天 洛杉矶 

上午前往好莱坞星光大道，参观中国戏院，你可以与喜欢的超级巨星的

手脚印合影留念。随后参观拍摄电影的幕后世界–环球影城，亲身体验电

影世界神奇的一面，分别观游山洪爆发、海水分开、星际大战、大白鲨、

时光隧道等动态布景现场，亲临其境、趣味无穷。(午餐自理)。顺道参观

STAPLE 球馆。 

第 20 天 洛杉矶- 旧金山 

上午乘专车前往旧金山。途经充满欧洲风情的丹麦村。位于圣塔芭芭拉

县境、是一个北欧风光名满加州的纯朴小镇、Solvang 丹麦文的意思是

“阳光满溢的田园”、而这小镇整年是天朗气清、吸引不少游客.抵达后，

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第 21 天 旧金山 
全天旧金山市区观光游览项目：金门大桥、联合广场、财经中心、渔人

码头、市政中心、中国城、艺术宫等著名景点。 

第 22 天 旧金山 
上午前往斯坦福大学, 参观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教学大楼和文化娱乐

设施, 校方代表将介绍教学环境及特点。下午参观加州伯克利大学。 

第 23 天 旧金山—中国 搭乘国际航班飞回中国。 

第 24 天 中国 抵达中国，结束愉快的夏令营之旅！ 

 

2、 费城团队的旅游线路： 

天数 地点 行程 

第 1 天 中国—费城 乘国际航班抵达美国华盛顿，随后由专车接至社区，与接待家庭会面。 

第 2-10 天 费城 

上午的英语课程，下午丰富的课外活动如参观当地学校、体育活动、当地景点参

观。周中会有安排一整天的外出观光旅游（费城观光）。周末时间将与接待家庭

一起自由活动。 

第 11 天 
离 开 营 地 前

往华盛顿 

上午 8:30AM 前往华盛顿观光包括：白宫，国会大厦，越南战争纪念碑，林肯纪

念堂，杰佛逊纪念堂，太空航天博物馆。 

第 12 天 
华盛顿— 

纽约 

上午驱车前往普林斯顿，参观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前往名牌直销店购买优美价廉

的商品。之后前往纽约入住。 

第 13 天 纽约 
纽约市区游：著名的第五大道，联合国总部（外观），洛克菲勒中心，华尔街，

被称为世界十字街头的时代广场，世贸遗址，自由女神。 

第 14 天 
纽约— 

波士顿 

离开纽约, 专车前往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  午餐后参观康涅狄格州的耶

鲁大学, 晚上抵达历史文化之都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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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天 波士顿 

上午参观哈佛大学的实验室、图书馆、教学大楼和文化娱乐设施, 校方代表将介

绍教学环境及特点。下午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然后市区观光，前往昆西市场, 自

由购物及品尝传统美食或观赏街头艺人表演。 

第 16 天 
波士顿— 

旧金山 

上午飞往旧金山，专业导游接机后，前往大型直营购物中心 Premium Outlet，

任您采购世界名牌商品，价廉物美。 

第 17 天 旧金山 
全天旧金山市区观光游览项目：金门大桥、联合广场、财经中心、渔人码头、市

政中心、中国城、艺术宫等著名景点。 

第 18 天 旧金山 
上午前往斯坦福大学, 参观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教学大楼和文化娱乐设施, 校

方代表将介绍教学环境及特点。下午参观加州伯克利大学。 

第 19 天 
旧金山— 

洛杉矶 

上午乘专车前往洛杉矶。途经充满欧洲风情的丹麦村。位于圣塔芭芭拉县境、是

一个北欧风光名满加州的纯朴小镇、Solvang 丹麦文的意思是“阳光满溢的田

园”、而这小镇整年是天朗气清、吸引不少游客。抵达后，晚餐后回酒店休息。

第 20 天 洛杉矶 

整日游览举世闻名的迪斯尼乐园,紧张刺激的太空飞车、探索海底生物奥秘的潜水

艇、丛林鸟、熊家庭、鬼屋、小小世界中各国娃娃的欢乐、并搭乘海盗船分享加

勒比海海盗的疯狂与苦恼、身历立体声电影等项目、不胜枚举,一直玩到关门为止。

(午,晚餐自理) 

第 21 天 洛杉矶 

上午前往好莱坞星光大道，参观中国戏院，你可以与喜欢的超级巨星的手脚印合

影留念。随后参观拍摄电影的幕后世界–环球影城，亲身体验电影世界神奇的一

面，分别观游山洪爆发、海水分开、星际大战、大白鲨、时光隧道等动态布景现

场，亲临其境、趣味无穷。(午餐自理) 

第 22 天 

洛杉矶 — 

圣 地 亚 哥 —

洛杉矶 

早上出发，前往加州 美丽的海港城市-圣地亚哥市区观光。参观圣地亚哥军港

外观-美国太平洋舰队 大的军港，眺望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等。跨越海

湾大桥、参观美丽科罗那多岛、美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古老的科罗那多岛酒店。

随后返回洛杉矶，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 23 天 
洛 杉 矶 — 中

国 
搭乘国际航班飞回中国。 

第 24 天 中国 抵达中国，结束愉快的夏令营之旅！ 

 

备注： 

1. 以上行程安排内容仅供参考；由于需要航空公司、当地学校、交通和住宿等安排确认，具体行

程和先后顺序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2. 旅游期间 3星级酒店住宿（2人住一间房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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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景点介绍 

纽约 New York  

这里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这里是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是美国第一大都市和第一大商港，

它由五个区组成：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里士满。面积 828.8 平方公里，市区人

口 700 多万，包括郊区在内的大纽约市人口 1800 万。纽约还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总部大厦坐

落在曼哈顿岛东河河畔。 

 

波士顿 Boston 

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它濒临浩瀚的大西洋，是优良的海港城市。

它周围还有十多个市镇，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剑桥市等，这些城镇的结合体被称

为大波士顿区。波士顿已有 360 多年的历史，被称为美国“ 古老的城市”。 

波士顿的教育事业在美国首屈一指。这里学府林立，被誉为世界科技教育与研究的重镇。全

市现有大专院校 80 多所，为全国各州之冠。著名学府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

东北大学等，专业院校有波士顿音乐学校、马萨诸塞药学院等。波士顿还有美国一流的美术馆、

科学博物馆以及成立于 1881 年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等。 

 

迪斯尼乐园 

这里是梦幻与魔法的王国！每一个有童心的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童话！ 

1954 年时，这里只是一个种满了橘子树和胡桃树的小果园，没有城堡，也没有可爱的童话世

界。一年后，国动画片大师沃尔特·迪斯尼创办了第一座迪斯尼游乐园。它位于洛杉矶市区东南，

是世界上 大的综合游乐场。迪斯尼乐园有八个主题公园：美国主街、冒险乐园、新奥尔良广场、

动物王国、拓荒者之地、米奇卡通城、梦幻乐团、明日世界。 

 

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环球影城位于洛杉机市区的西北郊。20 世纪初，电影制片商在此发现理想的拍片自然环境，

便陆续集中到此，使这一块土地逐渐成为世界闻名的影城。 区内名胜有“好莱坞碗”(天然圆形

剧场)、“朝圣者”圆形剧场、希腊剧院、中国剧院、加利福尼亚艺术俱乐部等。许多新、老影星

居住在附近的贝弗利山上。 

在环球影城，你可以参观电影的制作，解开特技镜头之谜，回顾经典影片中的精彩片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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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分 3 个区，分别是电车之旅、影城中心、娱乐中心。影城出入口旁有一个 50 年代风格的购物

区——宇宙城，是个不错的步行区。游览之余，不妨也去那里逛逛。 

 

 部分名校介绍 

斯坦福大学——综合排名第四的大学，被誉为 21 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 

创建于 1886 年的斯坦福大学是美国 知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构建了闻名世界的硅谷的灵魂。入

学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与哈佛商学院齐名的斯坦福商学院，是美国“身价” 高的商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 有名的分校之一 

作为加州大学九所分校之一，伯克利加大是其中 著名的一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教育

委员会向 2000 名著名学者进行调查，结果伯克利加大以其“杰出的”和“适宜的”学科建设而

跻身美国一流学府之列。这所占地 1232 英亩、在读学生 3.5 万左右的“巨型大学”有 22 位教授、

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 有 8 位教授、校友获得过图灵奖有 8 位（其中 5 位是校友）。23 位教授荣

获过美国国家科学奖。 

 

哈佛大学——全世界 具影响力、竞争 激烈的大学之一 

建于 1636 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 著名与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在世界各大报刊以及研究机构提

供的排行榜上，经常排名世界第一。哈佛毕业生中，共出过 6 位美国总统，34 名诺贝尔奖得主和

32 名普利策奖获得者。 

 

麻省理工学院——21 世纪培养诺贝尔奖得主 多的大学 

创建于 1861 年的 MIT 是美国 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在科研和培养技术方面人才独树一

帜，已成为全世界极为重要的高科技知识殿堂及研发基地。 

 

耶鲁大学——综合排名第三，总统摇篮，人文主义高地 

成立于 1701 年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学校在师资力量、课程安排、教

学设施方面堪称一流，本科教育尤为突出。耶鲁以人文、艺术、历史、及法律专业 为有名，素

有“总统摇篮”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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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 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 

建于 1754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洲大陆 古老的学院之一，属于私立的常春藤盟校，有美国

早进行通才教育的本科生院。哥伦比亚的校友和教授中一共有 87 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学校的医学、

法学、商学和新闻学院都名列前茅。其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是美国文学和新闻界的 高荣誉。 

 

普林斯顿大学——综合排名第一，世界科学的中心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院校排行榜上，普林斯顿和哈佛总是交替排名第一。建于 1746 年

的普林斯顿，是美国东北部著名的“常春藤联盟”的“三巨头”之一，已经为美国培养了近百位

参议员和两位美国总统。 

 

西点军校——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美国军事学院，又称西点军校（West Point），是美国陆军的一个军事学院，曾经也是陆军的军事

堡垒。西点的校训是“责任、荣誉、国家”，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巴顿将军都是毕业于该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