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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西海岸名校 3 周夏令营 

一、 主办单位： 

美国美中交流协会 

United States- China Exchange Council  

于 1993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大都会地区成立，是在加州依法注册的非营利组

织；是以促进美中友好交流为宗旨的专业交流组织，由美国和中国有志于促进美中友好交流

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参加组成。 

1999 年经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评估认定为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首批培训渠道和外国文教专家

基地。协会所属的美国美中专家服务机构 2010 年也被中国国家外专局认定为境外人才基

地。 

二十多年来，协会在三任会长（迈克·尼尔生律师、美国圣瑞蒙前市长拜伦·雅典律师、加州

海沃州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赫伯·格罗博士）的领导下，遵循发展美中友好关系的基本方

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美中两国工商界、科技界、文教界、金融界、法律界、新闻

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国际交流活动，以沟通信息、促进了解、发展合作、增进友谊

为目的。协会与美国主流社会紧密结合，会员主要由美国专家教授学者、美国各级政府官

员、美国工商企业家等组成，荣誉会员包括中国各界友好人士。协会在美国东西海岸均设有

业务联络机构，在中国北京、深圳和加拿大亦设有办事联络机构。 

协会自成立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二十年来， 专门从事两国学生教育友好交流的工作。 通过与

美国当地教委、学校及美国家庭的良好信任合作关系，秉持着缔结中美孩子友谊桥梁的精

神，完成了近千个高质量的学生交流项目，得到了中方学校的一致好评，促成了美国和中国

文化，教育的深层次了解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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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安排 

 

  时间 内容 城市 

1 周三 

中国

时间 

全体学生集中，18:45 乘国际航班 CX846 飞往美国东部第一大都会城

市—纽约 

飞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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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美国

时间 

美国当地时间 22:40 抵达美国东部大都会城市---纽约（JFK)；协会专

人在机场接机。全体师生在协会专业人员的带领下，搭乘有 500 万美

元商业保险的旅游大巴，开始了美国的游学之旅。 

纽约市政文化参观。晚餐后，入住酒店，调整时差。 

纽约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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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美国历史文化之旅： 

上午：乘船参观自由女神岛；参观世界金融中心 --- 华尔街、911-世贸

大厦遗址、联合国总部、洛克菲勒中心、时代广场、第五大道等。 

下午：纽约文化参观游览活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建于

1754 年，当时是根据英国乔治二世国王的特许令而成立的国王学院。

是美国最古老的 7 所大学组成的 “常春藤联合会”成员之一。自 1901

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布以来，有 48 位曾经在哥大学习或工作过的学者获

此殊荣。另外有 7 位美国科学家曾因其在创建 1927 年的普平物理室的

研究成果而获诺贝尔奖。该校教员中，有 8 位是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

主，89 位是美国艺术科学院的现任院士，42 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现任

院士。 

 

纽约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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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美国名校教育和历史文化之旅： 

上午：乘车前往波士顿，途经著名的耶鲁大学参观。耶鲁大学---是一所

坐落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为常青藤盟校成员

之一。大学现在有 15 个学术学院及 12 所住宿院，提供不同的本科及

波士顿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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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课程和设施配套。该校同事很重视本科教育，现在大部分的学士

课程均由教授亲自任教。耶鲁尤其以法学见长，其法学院长期以来也是

全美最难入读的。至今，此校已经培养了 5 名美国总统及 19 名美国联

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另也有 49 名诺贝尔奖得住现在或曾经在耶鲁学习

或工作。 

 
傍晚抵达波士顿。波士顿---是美国

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的城市，也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最大城市，在人

口规模上全美排名第二十一，在经济规模上全美排名第九。该市是美国

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及投资基金的中心，是全美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城市，它的经济基础是教育、金融、医疗及科技，是全美最富有的少数

大城市之一，并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城市或世界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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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美国名校教育和历史文化之旅： 

上午：参观著名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是一座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

桥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亦是常春藤盟校成员之一。因历史、学术地

位、影响力与财富等因素而获评为世上最享负盛名的学府之一。哈佛大

学拥有众多学术机构，并培养了不少著名人士，为全美最难入读的学府

之一。此校校友涵盖 8 名美国总统；其亦培养了 62 名富豪企业家及

335 位罗得奖学金得主，人数均为全美最多。另外，也有 151 名诺贝

尔得奖者现在或曾经在哈佛学习或工作。校内图书馆藏书超过 1600 万

册，为全美学术图书馆之冠。 

纽约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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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观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

桥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享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美名。麻省理工学

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为全球最享负盛名

的学府之一。有 6 所学院 36 个学术部门，偏重于理学及工程技术的研

究与教育。有 81 名诺贝尔得奖者、52 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奖人、

45 名罗得奖学者及 38 位麦克阿瑟奖得主现在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

学习或工作。其本科学位的竞争很大，2013 年录取率只有 8.9%，聘

请的教师数目则在 1000 人左右。 

下午乘车返回美国第一大都会城市---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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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离开纽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途经美国历史故都－费城参观独立

宫、自由钟、独立广场等，傍晚抵达华盛顿，晚餐后入住酒店 

 

华盛顿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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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美国历史文化之旅： 

首都华盛顿参观活动：白宫、国会山庄、太空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

物馆、林肯纪念堂、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越战纪念碑, 美国总统罗斯

福纪念公园, 杰弗森纪念堂, 韩战纪念碑等 

 

华盛顿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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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 搭乘美国国内航班离开华盛顿，飞抵美国西部第一大都会城市---洛杉

矶。 

酒店 



 

5 

 

 美国教育风光之旅：实地考察著名的洛杉矶加州大学---一所位于美国加

州洛杉矶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创办于 1919 年，是加州大学系统中的第

二所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是美国享誉盛名的高等学府，在各种大学排

名中均有良好的成绩，例如其目前在世界大学科研影响力排名中位列全

球第 4 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11 名，美国

第 8 名；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13 名，美国第 11 名。洛

杉矶加州大学先后共有 14 名校友获得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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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美国娱乐文化之旅：洛杉矶文化参观活动：奥斯卡颁奖中心—柯达院、

好莱坞明星大道、中国剧院、著名的好莱坞环球影城---感受好莱坞电影

梦工厂带给您强烈、新奇的感官刺激：在那里您可以亲眼目睹神奇的飞

越时空、工厂大火、亲身经历八级大地震、山洪暴发等惊险镜头的拍

摄，以及特技效果区的大金刚、摩西过红海、大白鲨等。还可与 E.T.外

星人一齐骑脚踏车飞到外太空去参观他的家园；更可乘坐“回到未来”影

片中那部穿越时空的车子，穿越时间进入未来的时空去追捕坏人。除此

之外，还可以亲身经历“水上大战”Water World 中惊险的水上追逐战，

还有令人兴奋刺激的侏罗纪公园等。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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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美国娱乐文化教育之旅： 

参观游览孩子们筑梦的天堂---世界著名的迪斯尼乐园发源地：在迪斯尼

世界，这里的中央大街、西部的开发、拓荒之地、海底两万里程、未来

科技太空发展、孩子们的音乐世界、迪斯尼的大游行等精彩的游乐项

目，令人流连忘返。洛杉矶迪

斯尼是全球第一家主题公园。

迪斯尼把动画片所运用的色

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

游乐园的功能相结合，1955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

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斯尼乐园。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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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美国娱乐文化风光之旅： 

上午：离开洛杉矶, 乘车由专人带领前往美国西部第一大都会城市－旧

金山，跨越加州一望无际的大粮仓----农业大平原，抵达维卡市 

交流团欢迎开幕式。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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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乘车抵达夏令营营地--维卡市，参加美中交流协会和维卡市的欢迎

会。协会国际教育中心负责人介绍安全注意事项、与美国家庭和学生的

相处礼仪和美国风土人情等；宣读有关学习纪律规则、行为规范、目的

任务、以及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和周围地理环境等；中国学生与自己的美

国家庭认识，交换信息，乘车回家与美国家庭成员认识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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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美国家庭文化体验---随美国家庭一起活动：社区活动、 户外活动、 烤

肉、购物、逛公园等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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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美国历史文化风光之旅：旧金山文化参观活动：世界第一桥---旧金山金

门大桥、 第一届太平洋巴拿马博览会遗址---艺术宫、市政厅、渔人码

头、双峰山、金银岛、和世界上最短、最弯曲的街道---九曲花街等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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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美国教育之旅: 

上午：8:15—12:15 英语课程之一：个人陈述/公共演讲 

午饭：12:15—12:45 

下午：12:45—5:00 英文实践探访活动：参观维卡市，在玩游戏中了

解认识维卡市社区、商业中心、政府以及周围的生活环境，并充分练习

与美国当地人对话；学生必须带着相机参加该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作

业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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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 美国教育之旅 

上午：8:15—12:15 英语课程之二：硅谷趣味科技英语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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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饭：12:15—12:45 

下午：12:45—5:00 参观和访问当地警察局或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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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 美国教育之旅 

上午：8:15—12:15 英语课程之七：创意写作 

午饭：12:15—12:45 

下午：12:45—5:00 结业告别联欢--举行闭营联欢活动，营地 老师和

美国家庭参加，当地政府代表给优秀的中国学生颁发优秀成就奖；照集

体合影留念并颁发证书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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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美国科技教育之旅： 

上午：世界一流学府--硅谷创业家的摇篮---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参观大

学教堂、纪念品书店并与斯坦福学霸面对面 

了解斯坦福毕业生创立了哪些世界 500 强著名企业 

斯坦福大学是一所世界顶级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一千三百多位教授

中，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普利策奖得主，一百四十二位美国艺术

科学院院士，八十四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十四位国家科学奖得主，并且

有六十七位学生获得过罗德奖学金，美国最高法院的 9 个大法官，有 6

个是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毕业的。 

美国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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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观美国著名的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由之门，世

界大学第三高钟楼及纪念品书店等；与加州伯克利大学学霸面对面。小

金熊的由来。以及伯克利大学学霸介绍：如何申请美国名校，留学美国

名校，中学阶段的我们如何做足准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美国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

且最顶尖的公立大学。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期刊全球大学排行前十名，美

国 USNews 首次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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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 

 

整理行李，告别美国家庭；前往旧金山国际机场 

乘国航班离开旧金山，飞往中国 

飞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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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 跨越地平线,抵达中国 

交流活动圆满结束 回到可爱的家乡。 

中 国 

*上课的内容和活动到时候实际安排中可能会有所调整，以最后抵达美国后的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