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 ...............................................................................................3
概述.................................................................................................4
联系方式.............................................................................................5
爱文夏令营项目概况.........................................................................6
夏令营项目介绍-准小班项目 ...........................................................7
夏令营项目介绍-准中班项目...........................................................10
夏令营项目介绍-准大班项目 ..........................................................14
夏令营项目介绍-准一年级和二年级项目.........................................18
托管服务-PlayLab..........................................................................22

报名指南........................................................................................23

退款规定........................................................................................24

政策流程........................................................................................25

常见问题........................................................................................26 

目录



P. 3

我们诚挚欢迎您参加爱文世界学校深圳校区夏令营项目。您将在本手册中了解到本年度夏令营的项

目介绍及具体信息。这个夏天，我们秉承爱文世界学校全球统一的核心价值观，一如既往地为所有

夏令营学员提供独特、卓越的学习体验。

爱文夏令营将为学生们提供独特的学习体验，让孩子们在夏令营项目中不断自我挑战，自我成就。

我们很高兴能够提供一系列丰富、高质量的项目，满足不同年龄、兴趣各异的学生们，让所有夏令

营学员都能在安全、欢迎、尊重的环境中度过既有趣，又有意义的夏天。在未来几周中，如有信息

更新或最新资讯，我们将持续与您分享。

敬请查阅本手册中关于夏令营的具体信息，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了解更多信息或有任何疑问，欢迎随

时与我们联系：summer-sz@avenues.org。

此致，

时洋
夏令营经理
爱文世界学校深圳校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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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文世界学校夏令营爱文世界学校夏令营为学生创造独特的成长机会，我们提供以项目制学习为基础的多种夏令营项目，所有夏令营活动均由经验丰富的爱文教师或第
三方导师组织开展。我们开设素质拓展夏令营和沉浸式英文夏令营，项目设计始终围绕爱文的使命宣言，培养学生“真正流利地掌握第二语言；懂得
个人行为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构建不同凡响的人生。”

素质拓展夏令营素质拓展夏令营面向现阶段小小世界至一年级的学生，将于6月28日至7月9日，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4点举办。学生每周均可选择参与半天
（上午或下午）或全天夏令营项目。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注重可持续发展思维和全球视角。项目面向现阶段小班至一年级学生开放，将分别于7月12日至23日、7月26日至8月6日举办两
期，每一期为两周时间，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其中一期，或者连续参加两期。每日在营时间为上午9点半至下午4点。

托管服务托管服务是在夏令营每天活动结束后，为便于家长接送，学校提供的儿童照管服务，夏令营期间每日放学后至下午6点间有偿提供，有需要的学生可
以按周选择。托管老师将带领孩子们进行手工、绘画、国际象棋、拼图、运动等不同活动。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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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夏令营报名、付费和家校沟通将通过邮件进行。注册报名成功后，家长将会收到一封欢迎邮件，包含夏令营详细信息及注意事项。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邮件至summer-sz@avenues.org 或致电0755 - 8615 8906。更多联系方式请见下表。

联系人 职位 电话 邮箱

梁姗 爱文课外项目总监

0755 -8615 8906

coral.liang@avenues.org

时洋 爱文夏令营经理 amy.shi@avenues.org 

高红 爱文课后活动经理 ada.gao@avenu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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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文2021年夏令营项目概览 

素质拓展夏令营
Enrichment Camp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English Immersion Camp

6月28日至7月2日 7月5日至7月9日 7月12日 – 23日
主题：可持续发展

7月26日 – 8月6日
主题：全球思维

准小班
（3岁半至4岁

半 ）

中文 STEM - 小小科学家-
太空旅行

STEM - 小小科学家
-食物供应链  

双语 综合运动-A 综合运动-A  

准中班
（4岁半至5岁

半）

中文 STEM - 小小科学家
-生物多样化

STEM - 小小科学家
-水污染

双语 综合运动-B 综合运动-B

英文 恐龙-为什么可持续发展
很重要？

世界艺术-文化和地理
多元化

准大班
（5岁半至6岁

半）

双语
戏剧 - 舞台上的夏天

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
综合运动

 

综合运动-B 综合运动-B

英文  水力发电-水的形态和
能量

旅行计划-计划你的下一次
家庭旅行

准一年级和二
年级

（6岁半至8岁
半）

双语
戏剧  – 舞台上的夏天

STEM - 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
STEM - SpaceX任务

  

英文  
动物导师 - 从野生动物
身上寻找人类问题的解

决方案
城市建设 - 帮助一位新

朋友了解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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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项目介绍 - 准小班项目

准小班夏令营每日标准日程

素质拓展夏令营
Enrichment Camp

6月28日-7月2日
周一至周五

7月5日-7月9日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30 – 10:00 

到校（A8栋教学楼）
上午点心

7月5日-7月9日
周一至周五

上午
10:00 – 12:00 STEM -小小科学家-太空旅行 STEM - 小小科学家-食物供应链

中午
12:00 – 12:30 半天项目离校/午餐 半天项目离校/午餐

中午
12:30 – 1:30 午休 午休

中午
1:30 – 2:00 班车至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馆 班车至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馆

下午
2:00 – 4:00

综合运动-A
下午点心

综合运动-A
下午点心

下午
4:00 离校（资本市场学院） 离校（资本市场学院）

准小班（准小班（33岁半至岁半至44岁半，截止至 岁半，截止至 20212021年年66月月2828日年满日年满33岁半）岁半）

素质拓展夏令营素质拓展夏令营可以全天参加，或选择半天——上午或下午参加。

-半天项目-上午：9点半点至12点，提供上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半天项目-下午：下午2点至4点，提供下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全天项目 ：提供两次点心及午餐；安排午休，午休后乘坐穿梭巴士到达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 

备注：
A8：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CCMI）：距主校区10分钟左右车程。夏令营学员午休后将乘坐穿梭巴士到达爱文运动场馆。当天活动结束后，父母
或其他授权接送人在资本市场学院接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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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TEM  

项目：小小科学家 - 太空旅行项目：小小科学家 - 太空旅行

日期：6月28日至7月2日，为期一周

时间：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师生比：1：5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中文

授课团队：射月实验室

费用：3900元

项目：小小科学家 - 食物供应链项目：小小科学家 - 食物供应链

日期：7月5日至9日，为期一周

时间：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师生比：1：5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中文

授课团队：射月实验室

费用：3900元 

备注：此项目中学生会直接接触到多种食物，有食物过敏史的学生如想报名请先咨询夏令营经理时洋。

项目介绍

学生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空间探索在建设可持续经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将以相对结构化

的方式，探索太空旅行，从动手制作火箭发射器到创建微型望远镜。

项目介绍

学生们聚焦于实现“零饥饿”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近8.9%的人口仍在遭受饥饿，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目标看起来仍然遥

不可及。本项目旨在通过改造食品供应链，从设计自灌溉农场，到建造环保堆肥项目，促进学生对可持续农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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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综合运动项目将带领3.5-4.5岁的学生认识锻炼和控制身体的科学方法，通过各种活动和游戏，构建运动量适宜，趣味性强的每日综

合运动项目。通过参与活动，学生将同时进行个人练习和团队练习，这不仅训练了运动技能，还促进了协作学习能力。学生将在团队中

彼此竞争，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并共同努力实现同一个目标，锻炼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通过项目体验，学生也将发展对体育活动和

运动的兴趣。

教练

爱文教师：项目协调员兼指导老师 Emma Russell

五星体育运动首席教练：待定

综合运动营综合运动营

项目: 综合运动营项目: 综合运动营--AA

日期：

第一期：6月28日至7月2日

第二期：7月5日至9日

时间：下午两点至四点

师生比：1：4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距爱文主校区5至10分钟车程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五星体育运动

费用：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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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项目介绍 - 准中班项目

准中班（准中班（44岁半到岁半到55岁半，截止至岁半，截止至 2021 2021年年66月月2828日年满日年满44岁半）岁半）

素质拓展夏令营素质拓展夏令营

可以全天参加，或选择半天——上午或下午参加。

-半天项目-上午：9点半至12点，提供上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半天项目-下午：下午2点至4点，提供下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全天项目 ：提供两次点心及午餐；安排午休，午休后乘坐穿梭巴士到达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沉浸式英文夏令营为全天项目，每期将持续两周。

备注：
A8：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CCMI）：距主校区10分钟左右车程。夏令营学员午休后将乘坐穿梭巴士到达爱文运动场馆。当天活动结束后，父母
或其他授权接送人在资本市场学院接回学生。

准中班夏令营每日标准日程

素质拓展夏令营
Enrichment Camp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English Immersion Camp

6月28日 – 7月 2日 7月 5日 – 9日 7月 12日 – 23日:
主题：恐龙项目

7月 26日 – 8月6日:
主题：世界艺术

上午
9:30 – 10:00 到校（A8栋教学楼）上午点心 到校（A8栋教学楼）上午点心

上午
10:00 – 12:00 STEM -小小科学

家-生物多样性
STEM -小小科

学家-水污染
项目、户外活动

下午点心

中午
12:00 – 12:30 半天项目离校/午餐 午餐

中午
12:30 – 1:30 午休 午休

中午
1:30 – 2:00

穿梭巴士——抵达资本市场学院
爱文运动场馆 项目、户外活动

下午点心
下午

2:00 – 4:00
综合运动-B

下午点心
综合运动-B

下午点心

下午
4:00 离校（资本市场学院） 离校（爱文校区A8 栋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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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TEM  

项目: 小小科学家 - 生物多样性项目: 小小科学家 - 生物多样性

日期：6月28日至7月2日，为期一周

时间：上午十点至十二点

师生比：1：5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中文

授课团队：射月实验室

费用：3900元

项目:小小科学家 - 水污染项目:小小科学家 - 水污染

日期：7月5日至9日，为期一周

时间：上午十点至十二点

师生比：1：5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中文

授课团队：射月实验室

费用：3900元

项目介绍

学生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地球上的生命”。30%的已知动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我们的目标是探索生物多样性，同时将通过

把毛毛虫培育成蝴蝶，制作环境友好的肥皂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项目介绍

学生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清洁的水和卫生设施”。如今，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学生们将通过饲养蝌

蚪，观察变成青蛙的过程，建造微型水污染过滤装置等活动，建立跨学科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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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动项目：综合运动项目：

综合运动综合运动-B-B

日期：第一期：6月28日至7月2日

           第二期：7月5日至9日

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

年龄：4岁半至6岁均可参加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资本市场学院爱文室内运动场馆

语言：双语，中文和英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五星体育老师

费用：3900元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日期：7月12日至7月23日 | 主题：恐龙项目

          7月26日至8月6日 | 主题：世界艺术

时间：上午九点半至下午四点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8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英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

费用：14000元

项目介绍

4.5-6岁年龄段，学生们仍处于身体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更有可能对小组学习环境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仍需继续学习在

参加体育活动时，如何更好地控制和移动自己的身体。掌握锻炼身体的科学方法，养成正确的运动习惯仍然是此阶段的重点内容。同

时，这个年龄段学生也会学习较复杂的运动技能和运动中的小组合作策略。

授课团队

爱文教师：项目协调员兼指导老师 Emma RussellEmma Russell

五星体育运动首席教练：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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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2021年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旨在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思维，以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通过为夏令营学员提供鼓励式的英文环

境及难忘的体验，基于主题式项目活动的夏令营可以让学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如艺术手工、音乐律动、绘本故事、运动探索、

自由玩耍、实地考察、家庭日与更多的挑战），在愉快的学习体验中提高英文水平。同时，我们会为参营学员提供每日的午餐和上下

午两餐点心。

-主题营 | 恐龙项目：可持续发展是指设计和开发满足当前需求而又不损害未来需要的系统。恐龙主题夏令营关注环境的发展，以恐龙

的视角，去维持一个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主题营 | 世界艺术：全球思维模式是指对待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多元化保持开放和理解的态度。具有全球思维的人们能够把不同文

化和地域的多样性作为交流和相互学习的机会，无论他们来自何处，都能构思出好的想法，采用可成功的策略。世界艺术营致力于研究

世界艺术，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创造出属于他们个人的或共同完成的艺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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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项目介绍 - 准大班项目

准大班（准大班（55岁半至岁半至66岁半，截止至岁半，截止至20212021年年66月月2828日年满日年满55岁半） 岁半） 

素质拓展营素质拓展营可提供半日营或全日营选项：       

-半天项目-上午：9点至12点，提供上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半天项目-下午：下午2点至4点，提供下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全天项目 ：提供两次点心及午餐；安排午休，午休后乘坐穿梭巴士到达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 

英文沉浸营英文沉浸营为全日营，并且每个主题为期两周。

备注：

上午项目（标黄部分）：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下午项目（标黄部分）：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距主校区10分钟左右车程。夏令营学员午休后将乘坐穿梭巴士到达

爱文运动场馆。当天活动结束后，父母或其他授权接送人在资本市场学院接回学生。

准大班（最低参与年龄5岁半）标准日程

素质拓展夏令营
Enrichment Camp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English Immersion Camp

7月12日至23日
主题：水利发电项目

7月26日至8月6日
主题：计划一次旅行

上午
9:00 – 9:30

到校（A8栋教学楼）
上午点心  

上午
9:30 – 10:00 6月28日至7月9日：STEM  – 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

6月28日至7月9日：戏剧 – 舞台上的夏天

到校（A8栋教学楼）、上午点心

上午
10:00 – 12:00 项目、户外活动和点心

中午
12:00 – 12:30 半天项目离校/午餐 午餐

中午
12:30 – 1:30 午休

1:30–2:00 穿梭巴士—抵达资本市场学院
爱文运动场馆 6月28日至7月9日：

STEM  – 疯狂动物城，我
来建一座动物园!

项目、户外活动和点心
下午

2:00 – 4:00 
6月28日至7月2日：

综合运动-B
7月5日至9日：

综合运动-B

下午
4:00 离校（资本市场学院） 离校

（爱文校区A8栋教学楼）
离校

（爱文校区A8栋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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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TEM   

项目：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项目：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

日期：6月28日至7月9日

时间：半日上午营：9:30-12:00

          半日下午营：1:30-4:00（上午营或下午营任选其一）

年龄段：截止至 2021年6月28日年满5岁半，但不超过7岁的学生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6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维格教育科技集团

费用： 8600元

戏剧   戏剧   

项目：英文舞台戏剧《小红母鸡》项目：英文舞台戏剧《小红母鸡》

日期：6月28日至7月9日

时间：上午9:30-12:00

年龄段：截止至 2021年6月28日年满5岁半，但不超过7岁的学生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6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戏剧英文

费用：8600元

项目介绍

我们将认识非洲、澳大利亚、北美洲、南美洲等地的动物，探索动物习性和特点并理解以上各区域在世界地理的位置和概念。孩子们

将掌握动物观察的方法，学会从多角度清晰地描述动物的特征，课程结合低龄阶段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结构，设置了大量的动手项

目帮助他们理解生物群落、动物栖息地、濒危物种等概念，在设计动物园、搭建动物栖息地、制作动物足迹模型等项目中，运用工程

设计流程帮助他们形成系统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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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动综合运动

项目：综合运动项目：综合运动-B-B

日期：第一期：6月28日至7月2日

          第二期：7月5日至9日

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

年龄：4岁半至6岁均可参加

最低开班人数：10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资本市场学院爱文室内运动场馆

语言：双语，中文和英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和五星体育老师

费用：3900元

项目介绍

戏剧的学习方式不但能很好地调动学生身体的各种感官，还能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同理心、纪律性、表现力等综合能力。基于经典

绘本《The Little Red Hen（小红母鸡）》，学生在英文戏剧体验营中能够全面的接触舞台表演的台前幕后。通过戏剧游戏和活

动，学生将了解如何通过声音、动作、表情、台词进行角色塑造，了解走位安排和道具准备，并最终通过自身参与将绘本故事搬上

舞台。

授课团队

主教老师：Danny Malone 马龙

助教老师：Doris Wang 王悦

项目介绍

4.5-6岁年龄段，学生们仍处于身体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更有可能对小组学习环境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仍需继续学习

在参加体育活动时，如何更好地控制和移动自己的身体。掌握锻炼身体的科学方法，养成正确的运动习惯仍然是此阶段的重点内容。

同时，这个年龄段学生也会学习较复杂的运动技能和运动中的小组合作策略。

授课团队

爱文教师：项目协调员兼指导老师 Emma Russell

五星体育运动首席教练：待定



P. 17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日期：7月12日至7月23日 | 主题：水力发电项目

          7月26日至8月6日 | 主题：家庭旅游计划

时间：上午九点半至下午四点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8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英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

费用：14000元

项目介绍

2021年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旨在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思维，以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通过为夏令营学员提供鼓励式的英文环

境及难忘的体验，基于主题式项目活动的夏令营可以让学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如艺术手工、音乐律动、绘本故事、运动探索、

自由玩耍、实地考察、家庭日与更多的挑战），在愉快的学习体验中提高英文水平。同时，我们会为参营学员提供每日的午餐和上下

午两餐点心。 

-主题营 | 水力发电：水力发电对我们极度依赖石油燃料的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项

目中，学生将有机会观察、测量和描述水的不同状态，并通过开展实验了解水的力量以及人类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利用水力资源。

-主题营 | 策划家庭旅行：策划需要战略性思维，先设定目标，制定计划并执行，以实现目标。学生将通过设计一个三步旅行计划，假

设他们将和家人一起去某个实际或虚拟地点旅行。通过该项目，学生将学习如何收集信息并探索与计划相关的不同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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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项目介绍 - 准一年级和二年级项目

准一年级和二年级（准一年级和二年级（66岁半至岁半至88岁半，截止至岁半，截止至 2021 2021年年66月月2828日年满日年满66岁半）岁半）

素质拓展营素质拓展营可提供半日营或全日营：   

-半天项目-上午：9点至12点，提供上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半天项目-下午：下午2点至4点，提供下午点心，不提供午餐；

-全天项目 ：提供两次点心及午餐；安排午休，午休后乘坐穿梭巴士到达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 

英文沉浸营英文沉浸营为全日营，并且每个主题为期两周。

准一年级和二年级标准夏令营日程

Enrichment Camp
素质拓展夏令营

6月28日至7月9日

English Immersion Camp
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7月12日至23日
主题：自然启发

7月26日至 8月 6日
主题：自然启发

上午
9:00 – 9:30

到校（A8栋教学楼）
上午点心  

上午
9:30 – 10:00 

戏剧-舞台上的夏天
STEM – 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

动物园！
STEM – SpaceX太空任务

到校（A8栋教学楼）
上午点心

上午
10:00 – 12:00

项目、户外活动
下午点心

中午
12:00 – 12:30 半天项目离校/午餐 午餐

中午
12:30 – 1:30 自由玩耍 自由玩耍

下午
1:30 – 4:00

STEM –  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
动物园！

STEM – SpaceX太空任务

项目、户外活动
下午点心

下午
4:00 离校（爱文校区A8栋教学楼） 离校（爱文校区A8栋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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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戏剧   

项目：英文舞台戏剧《小红母鸡》项目：英文舞台戏剧《小红母鸡》

日期：6月28日至7月9日

时间：上午9:30-12:00

年龄段：截止至 2021年6月28日年满5岁半，但不超过7岁的学生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6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戏剧英文

费用：8600元

项目介绍

戏剧的学习方式不但能很好地调动学生身体的各种感官，还能提升学生的团队合作、同理心、纪律性、表现力等综合能力。基于经典

绘本《The Little Red Hen（小红母鸡）》，学生在英文戏剧体验营中能够全面的接触舞台表演的台前幕后。通过戏剧游戏和活

动，学生将了解如何通过声音、动作、表情、台词进行角色塑造，了解走位安排和道具准备，并最终通过自身参与将绘本故事搬上

舞台。

授课团队

主教老师：Danny Malone 马龙

助教老师：Doris Wang 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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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STEM  

项目：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项目：疯狂动物城，我来建一座动物园

日期：6月28日至7月9日

时间：半日上午营：9:30-12:00     半日下午营：1:30-4:00 （上午营或下午营任选其一）

年龄段：截止至 2021年6月28日年满5岁半，但不超过7岁的学生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6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维格教育科技集团

费用： 8600元

项目：项目：SpaceXSpaceX任务任务

日期：6月28日至7月9日

时间：上午半日营： 9:30-12:00   下午半日营：1:30–4:00（上午营或下午营任选其一）

年龄段：截止至 2021年6月28日年满6岁半，但不超过8岁半的学生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6人，如未达到最低人数，本项目可能会被取消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双语 - 英文和中文

授课团队：维格教育科技集团

费用：8600元

项目介绍

我们将认识非洲、澳大利亚、北美洲、南美洲等地的动物，探索动物习性和特点并理解以上各区域在世界地理的位置和概念。孩子们

将掌握动物观察的方法，学会从多角度清晰地描述动物的特征，课程结合低龄阶段孩子的学习特点和知识结构，设置了大量的动手项

目帮助他们理解生物群落、动物栖息地、濒危物种等概念，在设计动物园、搭建动物栖息地、制作动物足迹模型等项目中，运用工程

设计流程帮助他们形成系统的科学思维。

项目介绍

学生通过模拟SpaceX来完成一系列的太空探索项目，如：解决太空的隔热与防寒问题；设计降落伞、火星着陆器、不同类型的火箭，

以实现“火星登陆计划”。通过项目制、场景式的学习，培养孩子跨学科知识应用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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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沉浸式英文夏令营

日期：7月12日至7月23日 | 主题：自然启发项目

          7月26日至8月6日 | 主题：城市项目

时间：上午九点半至下午四点

师生比：1:6

最低开班人数：8人（报名人数如未达到最低开班人数，学校保留取消该项目的权利）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

语言：英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师

费用：14000元

项目介绍

2021年沉浸式英文夏令营旨在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思维，以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通过为夏令营学员提供鼓励式的英文环

境及难忘的体验，基于主题式项目活动的夏令营可以让学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如艺术手工、音乐律动、绘本故事、运动探索、

自由玩耍、实地考察、家庭日与更多的挑战），在愉快的学习体验中提高英文水平。同时，我们会为参营学员提供每日的午餐和上下

午两餐点心。

-自然启发夏令营：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教室，我们人类从大自然中学到了很多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知识。在这个项目中，学生

将通过探索动物的不同结构和行为，从而保护动物免受危险或增加生存的机会。通过观察、构造解释并基于已有的先前经验，学生可

以发现、识别并设计出大自然启发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

-建筑/城市夏令营：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要成为全球化的公民，学习和热爱自己的城市和文化非常重要。在这个项目中，学生们将共

同协作，为深圳重要地区创建一份可以共享的欢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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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服务 – PlayLab

托管服务（仅适用于下午半日营及全天营）托管服务（仅适用于下午半日营及全天营）

日期：6月28日至8月6日

时间：托管服务自下午解散后开始提供，家长可于傍晚6:00点前任意时间接学生。

对象：年龄 3.5-8.5 岁参营学员

师生比：1:8

地点：爱文深圳校区A8栋教学楼或资本市场学院爱文运动场馆

语言：中文

授课团队：爱文教职工

费用：300元/每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下午解散– 

下午6:00
托管服务 托管服务 托管服务 托管服务 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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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指南

报名邮件和链接将于5月17日中午12点开放，并将在2021年5月21日中午12点关闭。请根据以下步骤进行申请：

第 1步：仔细阅览本手册关于各项目的内容介绍及时间安排，如有疑问可咨询学校夏令营团队。报名系统开放前，您将通 过邮件

收到报名链接。我们会在报名完全截止后开始审核所有的报名资料，因此建议您在提交报名前仔细阅读夏季项目信息。

第2步：爱文夏令营团队将启动报名材料审核。如果报名人数超出班级限额，将通过随机抽签决定。审核过后我们将单独与每个

家庭确认报名项目并发送夏令营费用账单。

第3步：全款支付夏令营费用，完成报名。付款成功后，报名流程才算完成。

第4步：报名成功的家庭将会收到一封欢迎电子邮件和夏令营装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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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规定

如果参营学员在全额付款后需要退出夏令营项目，请通过发送邮件至以下邮箱提交书面申请：summer-sz@avenues.org。此

类请求将根据以下时间表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和处理。

退款时间表：

-对于在2021年5月31日或之前收到的书面申请，参营学员将获得总付款100％金额的退款；

-对于在2021年5月31日（不含当天）至6月7日之间收到的书面申请，参营学员将获得总付款50％金额的退款；

-在2021年6月7日之后将不接受任何退款申请。

所有退款均将按照支付方式原路退回。



P. 25

政策和流程

健康与安全健康与安全

请假请假

如果孩子生病或出于任何原因不得不缺席夏令营，则必须至少提前一天将电子邮件发送至summer-sz@avenues.org。

如果一位学生因病或其他原因需要请假，请至少提前一天发送邮件至summe-sz@avenues.org。紧急情况下，请致电夏令营经

理时洋186 1009 1026，或爱文课外项目总监梁姗139 8715 7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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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报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报名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谁是夏令营的教师？谁是夏令营的教师？

参营学员能否自带零食或午餐？参营学员能否自带零食或午餐？

是否提供解散后的托管服务？是否提供解散后的托管服务？

师生比例是多少？一堂课有多少学生？师生比例是多少？一堂课有多少学生？

暑假期间有校车服务吗？暑假期间有校车服务吗？

如果不能参加完整的课程，我可以只支付部分课程费用吗？如果不能参加完整的课程，我可以只支付部分课程费用吗？

如果决定在夏令营开始之前退出，我可以退款吗？如果决定在夏令营开始之前退出，我可以退款吗？

家长可以在夏令营期间观摩学生上课吗？家长可以在夏令营期间观摩学生上课吗？

夏令营团队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夏令营团队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5月21日中午12点截止报名。截止日期前，夏令营实行滚动入营政策，所有项目满额为止。因此，我们建议您提前计划暑假安排，

并尽早提交申请。

爱文的教职员工和爱文信赖的教育者/合作伙伴。

为确保所有学员的健康和安全，任何情况下所有外带食品和饮品均不可带进夏令营地点。Summer@Avenues将与Sodexo或

其他受信任的供应商合作，每天为露营者提供小吃和午餐。营地运营团队将与教师，家庭和爱文管理员团队紧密合作，以适应营员

的过敏和饮食限制。

爱文夏令营午餐及餐点将由学校厨房Sodexo团队或其他学校信任的食品供应商提供，运营团队将与教师、家庭和管理团队紧密

合作，保证食品安全与品质，并为存在过敏源等对食品有特殊需要的参营学员提供健康饮食。 

提供。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解散后，直至傍晚六点，将提供托管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将平均师生比维持在1：6的水平，每个班级不超过20名学生。

很抱歉，暑假期间将无法提供校车服务。

不可以。大多数课程都是基于整个项目设计的，我们鼓励学生参加整个课程。

请参阅本手册24页的退款政策。

我们欢迎家长观摩夏令营活动，但需提前进行预约。请至少提前一天通过电子邮件致信：summer-sz@avenues.org进行

预约申请，我们将会回复确认您的申请。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邮件至summer-sz@avenues.org或致电0755 - 8615 8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