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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学生

探索
他们

的激情

一个全面的，以孩子为中心的体验



激情意味着拥有自我激励的精神去取得卓越。拥有这种精神对于所有孩子
在未来取得成功以及获得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十分重视拥有激情？

我们是做什么 & 我们为什么要做
探索你的激情假期项目是我们提供给学校社区以全年的，全方位的教育项目。
我们融合线上以及线下的项目为每个学生们提供一个具有激发性，以及高质量的
教育体验。
我们的现场节目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一个有趣的，高质量的教育体验。从5-11岁，
参与者享受各种各样的活动时间表，发展整个个人，从技能习得到个人成长。
通过 3个步骤的方法，我们能够确保提供高质量的项目。在每个活动中专业的教
育工作者会带来量身定制的课程，在一流的设施条件下采用合适的教学用具。



 为什么我们不一样？

1 全方位的教育项目

我们项目的核心是全方位学习。我们发现所有
种类的学习在孩子们的情感，精神以及身体发
展上具有很大的价值。
当在获取知识和技巧的同时，我们设定这个假
期项目能够提供平衡的活动安排，这样允许学
生们去发展他们的沟通技巧，自信去表达他们
的内在创造力以及想法，能够去学习团队合作
并且以个人或者团体的角度去解决问题。

我们的课程活动是由具有激情的专业教育工作
者所带领的，让学生们最大化去掌握技能以及
知识，同时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专业的教育工作者2

我们在贵校内部提供课程，并且提供其他在校
外的活动的一流训练设施。
为了确保学生们在探索他们的激情时拥有最佳
的体验,我们的学习工具以及装备都是通过精心
挑选以及适合不同年龄的。

一流的教学设施3

我们与贵组织共同合作，了解你们的需求并制
定最佳计划来满足您所在社区的需求。
我们的项目总监以及执行团队会执行现场考
察，商讨细节，并且设计和执行一个量身定制
的，丰富的，最大限度地提报名率和成功率。

为你的需求量身打造8

所有活动都遵循着设计严谨的课程，这允许学
生们通过项目的课程去成长以及发展。
无论学生们只是报名1周或者8周,他们都会遵
循着一系列有关激情和探索这样一个主题的项
目。

以课程为基础的活动4

学生们可以在结合了国外以及当地的教学团队
的多文化环境下学习。我们的项目主要是以英
语为主，结合一些国语教学内容，如中华文化
鉴赏。

双语项目5

我们多样化的安排适合所有学生，从初出茅庐
的科学家到未来的运动健将，在这里都会有属
于每个人的角色。
在不断变化的活动场景下,从教室到体育馆以及
校外的出游日, 不断激发着学生, 让他们有参与
感以及整个项目过程中最重要的兴奋感。

非凡的活动以及体验6

7

我们专业的教练由太平松体育集团经验丰富的
运营团队所提供，代表您的学校提供和运营项
目。
我们的市场，销售，IT以及业务发展团队会为
全职项目的运营总监提供支持。
整合在一起，我们会让整个项目流畅的运行以
及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学校行政资源的需求。

成熟的公司架构



我们的课程框架

高尔夫

CLASSROOM SESSIONS

CORE SPORTS & ACTIVITIES

玩创提供的STEM课程

休闲游戏足球

篮球

网球



课室课程

玩创提供的STEM课程
玩创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方式会不断发出挑战，

让学生去思考，建立逻辑和解决问题

我们课堂授课都是由专业教育工作者用英文呈现出来的。这些课程都是以活
动为基础，学生们每天将会体验到独一无二的项目。



与玩创一同合作,太平松体育能够给学生们带来独特的STEAM课程学习体验.玩创的
STEAM课程指导学生们在玩的同时进行创新.每节STEAM课程包括了亲自动手的项目,
同时学习的这些STEM知识都是通过了下一代科学标准(NGSS)所验证的.学生们会学
到科学和工程的专业知识,21世纪的批判性思维,以及交流,合作,创造力和问题解决等
技巧

由玩创提供的STEAM课程

课程参考

第
一

周

怎样制造出不同的
光色?

怎样创作出音乐? 潜水艇是如何下潜
以及上浮?

小丑鱼怎么能和有毒的
海葵生活在一起？

你怎样才能建造一条能
够跨过海洋的稳固大桥?

第
二

周

气味是怎样传播的? 温度是如何影响空
气?

如何发现以及收集地
下水?

如何区分动物与植
物?

化石是如何形成的?

第
三

周

面粉为什么能有导
电性?

磁场的工作原理? 马达如何发电? 我们如何把水抽到
上山?

水力怎么能成为增压
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每节课都会提供给学生们亲手操作的科学套件,促进主动的问题解决学习.



核心体育&活动

我们核心的体育和活动项目都是由经验丰富以及认证过的专业教练所提供. 这些活
动旨在让学生们在每个活动中发展出基本技能的同时享受到乐趣

足球
在教授运球，射球，传球，防守和守门等
这些基本功时，会采用游戏情境的方式去

促进对足球的综合理解

篮球
通过提供美国青少年篮球基本课程，帮助
学生们发展控球，投篮以及系统性战术等

技术性的基本功。

高尔夫
PGA青少年学院提供吸引人的，营地式的高
尔夫教育体验。SNAG (Starting New At Golf) 项
目能够激发学生对这种运动的学习兴趣，

并且提供基本技巧以及礼仪的学习

休闲游戏
有趣，多样化，以及令人激动的那些游戏，能够
发展问题解决，协作等能力。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去帮助掌握其他技巧。

网球
网球-学生在学习比赛策略和比赛的同时，掌握击打
反弹球、攻防转换/网前球、发球/回击和步法等基本

知识，同时包括识别对手的优缺点和打法。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关于探索你的激情项目课程安排样本参考.实际课程安排将会有所不同.

一天的课程参考

我们已经咨询了教育、辅导和夏令营规划方面的专家，以制定适合年龄的时间表，
并有助于我们实现让学生发现他们的激情的目标。

学生到达

学生放学

热身运动

午餐

休息

9:00 - 10: 00

10:00 - 11:00

1:30 - 2:30

11:00 - 12:30

2:30 - 3:30

8:30 - 8:45

3:30 - 4:00

8:45 - 9:00

12:30 - 1:00

1:00 - 1:30

五星篮球 五星篮球 五星篮球

五星篮球 五星篮球

STEAM课程

太平松网球 太平松网球

太平松网球

太平松网球 太平松网球

STEAM课程

PGA青少年
高尔夫

PGA青少年
高尔夫

PGA青少年
高尔夫

五星足球

五星足球 五星足球

五星足球休闲游戏

休闲游戏

休闲游戏

STEAM课程 STEAM课程 STEAM课程



LUNCH MENU

周一
绿蔬沙拉, 烤鸡帕尼尼, 薯片, 香蕉和果汁

周二
凯撒沙拉, 牛肉汉堡, 薯片, 苹果和果汁

周三
绿蔬沙拉, 鸡肉卷, 薯片, 香蕉和果汁

周四
凯撒沙拉, 费城芝士牛排三明治, 薯片, 苹果和果汁

周五
绿蔬沙拉, 佩佩罗尼披萨, 香蕉和果汁



营相关信息

报名多周课程会有额外的3%优惠
*适用于同个孩子多周,或者多个兄弟姐妹单周 

第一期: 7月12-16号
第二期: 7月19-23号
第三期: 7月26-30号
第四期: 8月2-6号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
10 Anhua St, Shunyi District, 
Beijing, China

课程日期:

营课程适合从幼儿园到5年
级的学生

报名:

地点:

价格:
早鸟价:

1周课程
RMB 4,899 常规价:

1周课程
RMB 5,199

5月31号前报名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个让
你难忘的暑假!



联系我们:
discoveryourpassion@pacificpinesports.com

报名:
 www.pacificpinesports.com/summercam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