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生的不二选择，提高英语，了解和适应美国
文化及旅游的项目

加利福尼亚
2019年7月12日至8月2日或6日

Fall 2018



暑期英语学校是什么? 
SEI为国际学生提供一次独一无二的经历，帮助他们提高英语，了解

和适应美国教育和文化，发展未来人生极为重要的核心能力，参观

著名的美国大学及探索美国。暑期英语学校 (SEI) 由美国历史最为

悠久、最负盛名的私立高中之一惠顿高中 (Wheaton Academy) 的办

事机构惠顿国际教育联盟 (WA Global Network) 举办。

有谁参与? 
欢迎年龄在11-18岁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参加SEI暑期英语学校。 另

外，获得惠顿联盟学校录取的学生均需参加SEI，接受美国学校入学

预备指导。 

暑期英语学校在哪？
学生首先飞抵洛杉矶，届时有暑期英语学校的工作人员在机场接机

并随行去到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里弗赛德的加利福尼

亚浸会大学（California Baptist University, 简称CBU）。暑期英

语学校所有的课程与活动都会在加利福尼亚浸会大学160英亩美丽的

校园里举办。加利福尼亚浸会大学是南加州一所顶级的私立大学，

有10000多名学生，提供上百个不同的专业，选修专业与项目，其中

包括工商管理，工程学，生物，护理学与生物化学。学生们将享受

加利福尼亚浸会大学美丽的校园，加州怡人的天气与先进的设施。

暑期英语学校是什么时候？
2019年7月12日–8月2日或6日
学生必须在7月12日星期五上午6:00至晚上8:00之间抵达美国洛
杉矶国际机场 (LAX)。学生家庭负责承担一切国际航班的费用。

参加完“西海岸游学周” (West Coast Active Learning Week) 
回国的学生，必须购买机票， 在8月2日上午6:00至下午7:00之
间离开旧金山。

参加“东海岸游学周” (West Coast Active Learning Week) 的
学生，应在8月6日上午6:00至晚上7:00之间离开纽约肯尼迪机场
（JFK）。

SEI的目标

提升英语能力

为接受美国教育做准备

塑造品格与自信

领导力与生活技能培养

文化适应能力培养

游访顶尖大学

暑期英语学校
为美国留学做最好的准备！

waglobalnetwork.org WAnet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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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办学历史
过去8年间，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1,000多名学生
亲身经历了改变生活、难以忘怀的 SEI 体验！

已有数百名国际学生从惠顿国际教育联盟举办的暑期英语学校毕
业，我们的员工都认为能和这些国际学生合作是非常幸运的事
情。许多 SEI 毕业生回到自己的祖国时，英语技能得以提高，
信心得到提升。其他一些毕业生在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里继续深
造，表现出类拔萃。

参加过暑期英语学校的学生往往都会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他们
往往会记得老师们的激励并帮助其提高英语水平，并且鼓励他们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他们在离开时，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他们在离开时，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生活技能，建立了持续一
生的友谊。

飞往美国学习一个月对于学生及其父母来说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
经历。惠顿国际教育联盟是是个值得信赖并帮助来自世界各地学
生成长的合作伙伴。我们尽最大努力关爱并尊重学生，同时为他
们提供优质而安全的学习环境。这是我们的殊荣和重大的责任。

“SEI是我在美国之行的第一站。它

帮助我下决心告别我的家乡，飞行13

个小时来到异国他乡，文化背景如此

不同。我被SEI的课程深深吸引:老师

与学生互动的方式是我从没见过的。

老师和学生的融洽超越基本的规则和长幼次序，师生之

间的关系基于彼此尊重。因此，我成为一个更加独立的

思考者和学习者，这意味着我不需要老师发命令就可以

自觉地学习。更重要的是，SEI 使我有能力发掘我的长

处，并给我勇气去追求我的兴趣爱好，这二者都是我未

来最重要的核心技能。SEI给予我美国高中生活和大学

教育一个 美好的开端。”

Peter Wang
SEI毕业生现在在伯克利大学读书

SEI的教职员都是从全美各地甄选出来的，包括大学生、在
全美顶顶尖私立高中任教且具教师证及经验丰富的在职老
师、商人及大学教授。WAnet谨慎甄选及面试所有员工，确
保只有最胜任和值得信赖的人才可以照顾学生。

每一年都有许多教职员工返回SEI任职，这是SEI的荣幸，他
们多年连续性的投入无比宝贵。我们的教职员工真诚地关怀
每一个学生，喜爱认识学生并挑战他们提升自己。每一个员
工不仅具备经验，为所担任的责任接受训练，而且成为学生
效法的榜样。

SEI的管理团队和教职员工致力于使每一年的SEI都成为我们
的学生一生中最难忘最有价值的时光。

SEI 的教职团队
每年，我们从美国各地顶尖的私立学校和大学招聘超过45名教师和职工组成团队，培养 SEI 的
学生。

WAnetUSA



SEI 的生活

waglobalnetwork.org WAnetUSA

英语水平定位与测试
学生会被根据以下可用的信息分到与其水平相应的 SEI 英语核
心课程：惠顿国际教育联盟通过 Skype 或 WeChat 视频面试进
行的评估；托福或 - iTEP SLATE 英语考试分数；在学生所在
城市举行的 SEI 会议上进行的团体面试评估；以及英语学习年
数。

监管
我们拥有超过45个训练有素、精心挑选的教职员
工。我们的员工学生比是1:3。这确保说英语的本
土人士能给予每个学生充分的关注。每位教职员工
都是富有责任感的督导和优秀的模范，激发学生仿
效他们积极的生活模式。此外，有一些城市还安排
工作人员在国际航班上相伴，确保学生安全到达美
国，安全返回祖国。

住宿
在上课期间，所有学生都将入住大学校园内配有空调的现代化
宿舍。这些宿舍在“加州最好的宿舍的评选名单”中排名第
三。每位学生都会有一名室友。宿舍内配有共用浴厕。男生和
女生会住在不同的宿舍楼，并且会被根据年龄分配。所有学生
在任何时间都禁止进入异性宿舍楼、走道以及房间。学生始终
受到密切的监督。他们的辅导员就住在隔壁。在游学期间，学
生将住在希尔顿或类似等级酒店的宽敞套房里。

伙食
加州浸信会大学 (CBU) 大学的伙食目前在“加州伙食最好的大
学评选名单”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
大学圣迭戈分校，在全美大学伙食中排名第7。学生每天将会在
大学餐厅里享用三餐。加州浸信会大学自助餐厅提供宽敞的用
餐环境和新鲜的蔬菜水果、传统美国食物以及亚洲风味餐饮。
学生宿舍里有亚洲面条和其它各种零食供学生购买。 

健康与安全
学生在 SEI 期间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加州浸信会大学
位于安全的封闭式社区。校园保安系统24小时监控着整个校
园。SEI 配备一位全职护士，同时还能使用距离校园5分钟车程
的医疗资源。成人监管人员住在宿舍里，在每个楼有学生的时
候都会在场。学生们在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里都能够方便地就
近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保险范围
SEI 的的费用已包括全面的医疗及旅游保险。每个参加 SEI 的
学生都从他们开始飞往美国的那一刻享受保险条款的保障。如
果学生突然生病或受伤，保险条款将涵盖学生在 SEI 期间的医
疗费用。但保险并不包括已有疾病、牙科护理或心理治疗。SEI 
员工会悉心照顾任何生病或受伤的学生。如欲了解保险条款，
请访问waglobalnetwork.org/sei/insurance查询详情。



多彩家族
除了受 SEI 的老师和员工的监督之外，每个学生还是 SEI 多
彩家族的一分子。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颜色，这能激发学生
的认同与自豪感。在整个暑期英语学校期间，各个家族之间会
开展友好而激烈的竞争。在四月，学生可以选择他们的家族识
别颜色的偏好。

奖项
为表彰学生卓越的表现及优异的品格，SEI 将于每周为学生颁发各
类奖项，包括：莎士比亚写作奖 (Shakespeare Writing Award)、丘吉尔
领导能力奖 (Churchill Leadership Award)、亚里士多德思想奖 (Aristotle 
Thinking Award)、卡内基进步奖(Carnegie Improvement Award)、 林书
豪活动奖 (Jeremy Lin Activity Award)、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冒险奖 
(Amelia Earhart Risk Award)、每周之星(Student of the Week) 等。学生会因
勤奋和成就而受到奖励。

家族集体时间
每天我们全体 SEI 师生都有“社区时间”，这样做能够提供学
生们重要的机会学习聆听、理解一些集体通知、参加团体活动
并且培养在人群面前展现自己的信心。每周会颁授嘉奖以表彰
同学在集体时间的出色成就和所付出的努力。

“SEI让我提升了英语水平，交到了
朋友，还让我带着自信走进我的新学

校。”                     
—Jan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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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 课程设置
按年龄和英语水平分班
所有SEI学生先分为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再按英文程度分基础

班，中级班和高级班。这样安排可以挑战每个学生以适当的速度配

合适当的内容学习和操练英语。

兴趣为本的学习
当学生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时他们都可以学得更好，因此，SEI

提供多种课堂和实践课程让学生选择。以兴趣为本的学习环境会极

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并产生最好的学习效果。

课程种类
SEI包括英语核心课程和英语选修课程。核心英语课程专注在阅

读、 写作、 口语和听力。选修英语课程在提供广泛而有趣主题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

二个非常重要的英语选修课:

核心技能课程: 教导并实践沟通技能，批判性思维，协作能力，

创造性思维，文化意识，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领导力以及西方文化

入门，美国课堂实践，认识美国家庭，大学预备及世界观。学生们

还会受到基本的西式礼仪，良好的财务管理原则，时间管理以及学

习技巧的教导。

ACT/SAT/TOEFL 预备课程: 学生将有机会专注在预备重要的美

国大学入学考试，课程由经验丰富 、受过专业训练的美国老师任

教。

美国学校入学预备课程
获得惠顿联盟录取的学生参加SEI的这个课程作为美国学校新生入

学预备。这个特别设计的课程比核心英语课难度更高，着重帮助学

生如何面对在新学校和寄宿家庭可能遇到的挑战。

课时 1 课时 2 课时 3 课时 4 课时 5 课时 6 社团活动

核心英语课

基础 
中级 
高级 

新生预备

选修课
你的选择！

选修课
你的选择！

选修课 
或  

选修课 
或   

 
你的选择！

英语选修课示例
生活技巧 ACT／SAT预备 托福预备

机器人学 领导力 演讲与辩论

美国运动 创造力写作 营养与健康

商务 环境科学 特殊专项学习

美国历史 时事 领导能力

世界文化 科学实验 工程 / STEM

摄影与设计 电影分析 平面设计/动画

拟定自己的课程表！
英语水平定位和课程选择：每个学生根据其年龄段（中学或高中）被安排在四个等级（基础、中级、高级、美国大学预备课程）。学生
能够选择他们的课程和社团偏好。

社团示例
机器人学

新闻报纸

音乐

摄影

户外烧烤

诗词

艺术与手工

烹饪

桌上游戏

书法

运动

游泳

辩论

电影预告

陶艺

领导力

网球

户外游戏

更多选择

特殊专项学习

waglobalnetwork.org WAnetUSA



专业方向
惠顿国际教育联盟与加州浸信会大学合作，提供由高素质知名大学教授所教授的3门专业选修课。学生可以选
择一门专业课程。

费用：800美元【名额有限】

工程 / STEM
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感兴趣的 SEI 学生可利用加州浸信会大学最
近完工的投资8,000万美元、建筑面积10万平方英尺先进的工程系大楼。在加州浸信会
大学成就斐然的教授的指导下，学生在学习和应用重要的物理和工程学原理的同时，
将参与一些动手项目。随着 STEM 相关领域的职业需求逐年增加，对于工程类学科的
专项学习是在学生青少年定型时期培养和发展其对 STEM 兴趣的重要途径。

领导能力
在领导能力方面，SEI 的学生将跟随加州浸信会大学的领导能力专家学习什么是富有
成效的领导能力以及如何培养优秀领导者生活中的品质。虽然 SEI 教授重要的生活技
能，如沟通、协作和创造性，但一个人只有知道如何领导自己和他人，才能有效地利
用这些技能。领导能力是一种能够运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技能，包括学校、团队、
家庭和职业。

平面设计/动画
在当今世界上使用智能手机和设备几乎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数字视觉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关和重要！对摄影、平面设计和动画感兴
趣的 SEI 学生将有机会在造诣非凡的专业人士和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在加州浸信会大学
的建筑、视觉艺术和设计学院 (CAVAD) 学习。学生将利用加州浸信会大学校园最先进
的技术来进行平面设计和动画设计。学生将学习拍摄和编辑精彩图片背后的原理和具
体技能，设计在视觉上引人入胜的艺术品，创造和编制吸引人的视频游戏。

All specialized tracks are subject to change based on interest level from students.

WAnet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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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游学旅行
学习和成为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个人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去新的地方旅行。除了在 SEI 的创新性和引人入胜的课堂学习之
外，学生还通过到一些最著名的美国城市、大学和景点旅行，继续他们的学习、文化适应和英语实践。在 SEI 美国游学旅
行的每一天，学生每天早上获得有关当天探索内容的信息，然后出发去学习和探索。在整个旅程中，学生们将会完成他们的 
《SEI 美国游学旅行指南》！

东岸 
8月2-6日

游历美国东北部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 城市

城市

观光胜地

7月28-8月2日
体验最美加州！

西岸 

城市

观光胜地

旧金山  洛杉矶  圣地亚哥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环球影院  迪斯尼乐园  圣地亚哥动物园

波士顿  纽约市

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自由女神像  纽约新世贸观景台  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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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岸 
8月2-6日

游历美国东北部历史文化名城

SEI日程表
6:30-7:15 起床与准备时间

7:00-8:00 早餐

8:00-11:00 第1-3堂课

11:00-12:00 午餐与休息时间

12:00-15:30 第4-6堂课

15:30-16:45 社团

17:00-18:00 晚餐

18:00-18:45 集体时间

18:45-21:50 晚间活动选项

22:00 在房间内／宿舍走廊

22:30 熄灯/电子产品关机

校外出游和实地学习
SEI 为学生们提供了可供学生们选择的精彩团体出游活动，包
括参观博物馆、购物、徒步旅行、看星星、去海滩等。学生们
有机会通过了解他们的可选择项目来实践他们制定计划和时间
管理的技能。

晚间活动
学生可以利用他们的晚间活动时间参加辅导员领导的特殊晚间
活动，参与导师项目，做运动或与他人玩游戏，联系他们的父
母，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在零食与礼物商店里与朋友们社
交。

电话与科技设备使用
针对社会上对电子设备的使用日益沉迷的问
题，SEI 帮助学生利用科技进行学习并养成明
智的管理电子设备的习惯。为了全神贯注于学
习，学生们在白天把手机、平板电脑和电脑留
在宿舍里。在晚上给学生特定的时间联系他们
的父母，然后把他们的手机和所有电子设备交
给他们的辅导员，以便在夜间安全保管。在 
SEI，我们教育和鼓励学生使用手机作为与父母
交流和捕捉记忆（拍摄照片）的工具，而不是用于游戏或非教
育目的的社交媒体.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7月12日 13

飞至洛杉矶

SEI 员工接机
休整与迎新日

14 15 16 17 18 19 20

文化适应与开
课日

课程与社团活动
开始！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实地学习日

21 22 23 24 25 26 27

休息与恢复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课程与社团活动
结束

毕业典礼

28 29 30 31 8月1日 2 3
开始西海岸游学

旅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和圣塔莫尼卡市

迪斯尼或好莱坞
环球影城

加州大学圣迭戈
分校

圣迭戈市动物园

前往旧金山

斯坦福大学

金门大桥

渔人码头

麻省理工学院

哈佛大学

波士顿市区

4 5 6
前往纽约

9/11 纪念馆
世贸一号楼观景台

时代广场

纽约市

“自选活动日”！

飞回国或飞到
大学

飞回国或东海岸
游学旅行开始

时间表

日历



一对一辅导项目
如果你的孩子希望在某方面得到额外的个人指导，请考虑SEI一
对一辅导项目。我们卓越的教职员工在SEI期间提供可以使生命
改变的个人辅导。

一对一项目示例

大学指导：引领学生们发展个人的“营销计划”来给自己创造
进入顶尖美国大学的机会。

健康、营养与健康：教导学生培养惠及终身的好习惯以成为强
健体魄身体健康的人

自信与交流：帮助害羞与胆怯的学生们增长自信，使他们成为
具备自我推荐能力，并且在任何场合都能够游刃有余地交流的
人。

领导力：帮助学生发展领导力倾向，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甚至是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够展现出领导的特质。

社交能力：教导在交朋友方面有困难，或者难以发展深刻友谊
的学生们如何建立与保持有意义的友谊。

科技应用：指导在使用电子产品时，在时间的运用与内容的选
择上有困难的学生们如何在这个可能使自己上瘾的方面上做好
的决定，从而掌控自己的人生。

我擅长什么：指导正在探索自己擅长的方面的学生们，发现自
己内在的、在未来会指引自己走上职业生涯的个人特质与天
赋。

注册: 当你在完成你的SEI申请时，请在感兴趣的栏目中选择一
对 一项目，并且注明所感兴趣的辅导范围。

费用:800美元 (名额有限)

每日 VIP 照片服务

每天通过 WeChat 或电子邮件收到一张您的孩子的私人定制专
业照片。尽管所有家长每天都收到20-30张图片的每日更新，但
每日 VIP 照片服务保证您每天收到您儿子或女儿的一张照片。
通过个性化讯息每天发给您一张孩子的新照片，与您的孩子一
起体验 SEI ！

费用：500美元【名额有限】

成年人陪伴前往美国

在线辅导
通过 SEI 的员工在线辅导提高您的英语水平。在线辅导开始于2月1日。联系我们以获得更多信息。

waglobalnetwork.org WAnetUSA

额外服务

在一些中国城市，学生可在成人的陪伴下与其他学生一起搭乘航班。具体的城市和航班信息
可向惠顿国际教育联盟索取。与值得信赖的成人和其他学生建立联系确保从中国前往美国的
旅行毫无压力。家庭仍需负责单独购买自己的飞机票。

费用：免费【从特定城市出发】



我们诚挚邀请您加入2019 SEI大家庭！

WAnetUSA

打造你的 SEI 体验！
1 选择你的项目时长

2 选择你的特殊专项学习（可选）

3 选择你的额外服务（可选）

4 选择你的多彩家族颜色（4月30日）

5 选择你的课程和社团（4月30日）

 SEI 课程 + 西海岸游学旅行（7月12日-8月2日 - 22天）

 只参加 SEI 课程 + 西海岸和东海岸游学旅行（7月12日-8月6日 - 26天）

 工程 / STEM （800美元)

 平面设计与动画（800美元)

 领导能力（800美元）

 导师项目（800美元）名额有限

 每日 VIP 照片服务（500美元）名额有限

红色 绿色 蓝色 黄色

   

所有可选择的英语选修课都被列在了网上，这里是一些例子 （2019的选项也许会有变动）：

核心技能

机器人学

美国的运动

商业

美国历史

ACT/SAT预备课程

领导力

创意写作

演讲与辩论

健康与营养

流行音乐

戏剧

科学

摄影

电影

讲故事

数学也重要

时尚设计

世界观

工程



申请程序
注册 SEI2019 请按照以下步骤

1 提交申请
登录 waglobalnetwork.org 在线提交
可索取纸本申请书

2 提交证明文件
学生护照复印件及近照

3 签署录取合同并支付学费
签署合同并在10日内支付费用（通过银行电汇或信用卡）

5 预约签证
申请美国B-2旅游签证

6 购买机票及提交航班信息
截止至2019年5月31日

价格和日期
SEI 课程 + 

西海岸游学旅行
只参加 SEI 课程 + 

西海岸和东海岸游学旅行

2019年7月12日-8月2日 2019年7月12日-8月6日

付款之后才能享受相应的价格及优惠：

10月1日-11月30日:$6,100   [早早鸟价]
12月1日-1月31日: $6,400  [早鸟价格]
2月1日-4月30日: $6,900      [全价]
5月1日-5月31日: $7,200       [后期报名]

10月1日-11月30日:$7,100     [早早鸟价]
12月1日-1月31日: $7,400      [早鸟价格]
2月1日-4月30日: $7,900        [全价]
5月1日-5月31日: $8,200        [后期报名]

学生尊重他人
年龄11-18岁

录取条件：

  学习英语至少3年  
  认同并支持SEI的家长 
  学生须服从及尊敬师长
  透过waglobalnetwork.org在线申请 
   透过Skype或微信视像面试，或现场小组面试

连接好

微信订阅号

Benjamin Euler
暑期英语学校总监

团体与合作伙伴咨询

通过手机立即申请

4
接受惠顿国际教育联盟员工视频面试
15分钟微信视频面试

waglobalnetwork.org

联系信息

美国 中国

James Brannon 先生
招生主任

电话号码: 1-630-300-5218
电邮地址: mail@waglobalnetwork.org

WeChat 微信: WAnetUSA

Lily Li
招生顾问

电话号码: 181-5007-5753
电邮地址: 2812906593@qq.com

WeChat 微信: WAnet_South_China

了解更多信息，并在waglobalnetwork.org网上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