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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

尽情探索
他们

的激情

一个全面发展，以孩子为中心的体验



我们是做什么的 & 我们为什么要做

激情意味着拥有自我激励的精神去取得卓越的成就。拥有这种精神对于所
有孩子在未来

为什么我们十分重视拥有激情?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课程& 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课程
我们的“探索激情”夏令营为教育社区提供全年、全方位发展的教育计划。
我们 与厦门长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合作的夏令营项目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充满
启发性、高品质的学习体验。我们为从5岁到8岁的孩子们量身打造了一个探
索自我的活动计划。
我们通过三步法来确保课程的高质量。在每一项活动中， 我们的教育专家都
将提供具有内容针对性的课程，并配备一流的教学设施设备。



1 全方位的教学计划
全方位学习是我们课程的核心。我们充分了解各种类型的学习途径对学生的情感、心理和健康发展的价
值。除了获取知识和技能外，我们的夏令营有着经过专业设计的活动时间表来平衡各种学习途径，让学
生培养沟通技能、增强表达自我创造力和想法的信心，同时学习团队协作，学会如何作为个人/团队解
决问题。 

我们的每项活动都将由充满激情的教育专家带领，在课堂上最大化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指导学生最大
限度地获得技能和学习，并确保学生的安全。

专业的教育工作者2

我们的夏令营将采用全英语教学，学生将会同时接受由母语者以及非母语者专业教师的授课。

英语授课3

所有项目内的活动都基于精心设计的课程，让参与者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得到成长和发展。

以课程为基础的活动4

我们的课程将提供一流的教学设施和场地。课程中使用的学习工具和设备经过精心挑选，使用符合参与
者年龄段的设施设备，以确保学生在最合适的学习环境得到最好的学习体验。 

一流的教学设施5

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课程框架

STEAM课程
玩创项目（PLAYNOVATE ）的学习将启发学生的思考，创造并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更

多相关信息，请阅读下一页玩创相关内容。

我们的教室课程由母语的专业教育者用英语授课。

英语学习
适当水平的英语课程将促进语言发展，提高英语听说能力。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阅读下一

页的英语发展课程简介。 



由玩创提供的STEAM课程 

课程参考

彩色的光是怎么产
生的?

音乐是如何被创造
出来的? 

潜水艇是怎么上浮
和下潜的?

小丑鱼为什么可以
和有毒的海葵生活

在一起?

你会怎么建造一座
能够横跨海洋的稳

固桥梁?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每节课都会提供给学生们可以亲手操作的科学套件, 有效促进学生自主性，主动学习解决问题。

玩创和太平松体育将联手合作，为学生
们带来独 特的STEAM课程学习体验。
每节STEAM课程都包括了亲 自动手的
项目, 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习。所有课 
堂上学习的知识都是通过了下一代科学
标准(NGSS) 认证的.学生们将学到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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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解决等一系列技巧。

乔伊·赫菲尔德

教师简历

∙  来自英国利兹。 
∙  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PGCEI教育证 
   书。
∙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科学学士。
∙  拥有5年以上的4岁及以上儿童教育
   经验。



英语学习发展

在本项目中, 学生们将参与发音提升课程，进
行循序渐进的学习。课程中将着重发展学生对
字母发音以及连词发音的基本了解。
通过各种技能应用、阅读、以及相关活动来练
习转换受控“r”元 音和辅音丛之间的变化 。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 学生们将周期性地温习这
些重点内容，以确其他语言使用者英语认证。
保所有人都能够掌握。

基础发音掌握

詹音·布朗 老师

SAMPLE CURRICULUM

 字母发音

/ch/
字母发音 

/sh/
复习字母发音 

 /ch/ /sh/ 
连词:1

/ck/ /kn/
 /wr/

连词:2 

/ck/ /kn/ 
/wr/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教师简历

∙  来自美国乔治亚州。
∙  贝里大学幼儿教育学士学位 
∙  ESOL(其他语言使用者英语)
  认证。
∙  拥有5年国际学校教学经验。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以上仅为项目课程安排的简单模版，实际课程安排将以通知为准。 

一天的课程安排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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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有助于我们实现让学生探索激情的愿景。

学生到达&注册 8:45 – 9:00

课间休息&零食时间10:00 – 10:30

课间休息

课间休息 

午餐时间

1:00 – 1:30

2:30 – 3:00

11:30 – 12:00

9:00-10:00

10:30 – 11:30

12:00 – 1:00

1:30 – 2:30

3:00 – 3:30

3:30 – 4:30

4:30

STEAM 课程 - 第一课

STEAM 课程 - 第二课

英语学习发展 - 第一课

英语学习发展 - 第二课 

体育运动 

解决问题&解密游戏 

学生放学



营相关信息

推荐报名年龄:
5 - 8 岁

夏令营第一天将对学生进行评估，并依据英语
水平进行分组学习。 
每个小组有12名学生, 由一名外国活动老师和一
名双语助教带领。该项目最多容纳24人。 

1周

非AXIS 学员

7月16号前报名

6499RMB
 原价6799RMB

6799RMB
 原价6999RMB

价格：
 AXIS 学员

8月2-6号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钟宅五里
25-107号

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
北二路877号

课程日期:

假期项目安排地址：

学校地址:



CAMPS AT PACIFICPINE

太平松体育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一站式学校体育和服务的体育教育机构。我们提供和运营各种假期课
程和活动，这些课程和活动都是根据每个学校的需求量身定制的。我们与STEAM和机器人领域的
很多教育机构合作，为2至18岁的学生提供全面的、充实的课程。

此外，我们在10个城市拥有超过6000名学生、100名教练、75个教学地点，致力于提供最好的体
育训练项目，无论是基础的还是精英级别的。太平松体育以篮球、高尔夫、足球和网球为特色，并
且与最好的体育机构合作，包括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和AC米兰。

体育 & STEAM

探索你的激情

高尔夫

PGA初学者营
&

PGA冠军应
&

PGA精英营

篮球

BALLOUT
篮球封闭营

营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香港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深圳南山国际学校

蛇口国际学校

香港威雅学校

东莞观澜湖美国PGA高尔夫学院

深圳观澜湖美国PGA高尔夫学院

海口观澜湖美国PGA高尔夫学院

北京美国PGA培训与发展中心球员俱
乐部

上海美国PGA培训与发展中心·揽海国
际高尔夫俱乐部

佛山高尔夫俱乐部

合肥中加学校

可选择的校区
中国北京市顺义区安化街10号

九龍海輝道10號瓏璽 地下B室

深圳市南山区龙苑路11号

深圳南山蛇口南海大道鲸山别墅

香港仔田灣街17號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大坪临平路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高尔夫
大道1号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观澜湖大道
1号

北京市顺义区天柱镇李天路楼台
段14号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揽海路55弄
揽海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邮
编：528231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和复兴路
交口

地址
6月15–18日*
6月21–25日**
6月28–7月2日**
7月5–9日
7月12–16日
7月19–23日
7月 26-30日
8月2–6日***
8月 9-13日***
*的课程只限于蛇口国际学校校区营
**的课程只限于上海浦东德威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或者蛇口国际学校校区营
***的课程只限于香港威雅学校区营

7月5-9日
7月12-16日
7月19-23日
7月26-30日
8月2-6日
8月9-13日
8月16-20日
8月23-27日

7月12-16日
7月19-23日
7月26-30日
8月2-6日
8月9-13日

课程日期



快来加入我们
创造独一无二的夏日回忆吧



联系我们:
电子邮件:

axisholidayprograms@pacificpinespor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