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冬校

所有课程面授·收获官方证书

2022.1.24 – 2022.1.29 

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4 – 6年级小学生及初中生

美国排名第一公立大学系统

唯一由世界顶尖大学开设的

杭州



让学生们在加州大学冬校全英语沉浸式环境中尽情学习、
探索并深受启发  

收获美国排名第一公立大学系统加州大学的官方证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园



学生收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官方证书

加州大学是美国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学系统，

由十个大学校区组成。根据《华尔街日报》/《泰

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21年美国最佳公立大学

排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排名第1）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排名第2）

一起占据了排名前5中的3席。

UC Davis

主办大学

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位于旧金山附近，

是加州大学系统内校园面积最大的校区。其兽医

学、农学和食品科学位列全美第一，经济学、计

算机科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等专业实力雄厚。戴

维斯分校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大学城，文化气息浓

厚，每平方公里公共艺术品数量第一，其多元化

和国际化位列QS美国大学排行榜第一。

UC青少年冬校是美国顶尖大学在中国开设

的官方青少年项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以其对

社会和青少年发展的贡献而闻名，其青少年项目

在美国本土已获得巨大成功，而今年冬天在中国

举办的冬校正是该项目的延展。冬校通过寓教于

乐的方式，让学生在追求课堂内外卓越学术成就

的同时实现个人发展。



特色 收获
 

培养批判性和分析性思维

精心设计的教学安排，以学术课程
为核心，又同时兼顾个人兴趣和体
育活动

受过加州大学系统培训的教学团队带
来最纯正的英语沉浸式学习体验

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

培养韧性、协作力和领导力

提升英语技能，增强表达能力

建立自信心和友谊

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海外顶尖大学在中国开设的官方青
少年项目

UC青少年冬校旨在涵盖国际教育的各个方面 — 

学术课程、课外活动、个人发展和体育运动。学

生将通过课堂学习、动手实践、小组项目以及线

上参观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了解和感受美国最

优的教育。在受过加州大学系统培训的老师们的

指导下，学生将沉浸在注重参与性和协作性，且

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想法与见解的学习体验中。

无需出国，在青少年阶段即可享受
最优的西式教育

UC青少年冬校

为什么参加UC 青少年冬校？

全英文教学，同时配备双语助教 

4 – 6年级小学生及初中生

杭州市浙江常春藤国际学校

寄宿制（可选走读）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官方证书

 

冬校收获

授课语言

适宜年龄

举办地点

冬校形式

冬校日期 2022.1.24 – 2022.1.29



本课程旨在涵盖美国社会的当代话题。通过老师主导的课堂教学、互动活动、小组项目和简报展示，学生将了解美国文

化与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文化的异同，以及独特之处。学生也将进一步积累英语词汇和表达，积极参与讨论。课上将使

用新闻、杂志和视频等真实材料进行学习。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是美国多元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也经常被评为世界上最环保的大学。戴维斯大学城每平方

公里公共艺术品数量第一，学生有机会与大学当地的社区成员和学生连线对话，线上参观大学校园并了解他们的日常生

活。

社会科学方向 | 核心课程 英语交流与文化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Manetti Shrem艺术博物馆

每个年龄段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被分配到相应班级。
课程内容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

课程描述

UC青少年冬校课程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为国际学生开设的课程无异，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科

方向——社会科学或STEM相关课程均由受过加州大学系统培训的外教教学。冬校采用小班制，

每班约15人，设有小组讨论，并提供双语支持，师生比例约为1:8。  

课堂教学

 

小组项目 与大学实时视频连线

♦ 美国的外来人口
♦ 世界各地的运动
♦ 美国的社区
♦ 种族问题
♦ 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初中生

♦ 多元文化社会
♦ 世界各地的饮食
♦ 世界各地的假期
♦ 世界各地的运动
♦ 电影中的西方文化

参观戴维斯大学城，了解当
地公共艺术品、环境、餐厅
和商店

4-6年级小学生
学生将采访加州大学老师
及学生，了解美国大学生
活，并准备视频和PPT展
示他们的发现与收获



演讲模块

所有学生都将学习和培养公众演讲核心技能。老师还将指导他们

参加国际认可的“Kids Can Speak!”演讲比赛。该赛事是世界

最大的国际演讲比赛之一“乐观主义国际演讲比赛”的一部分，

始于1928年。冬校结束时，学生都将收获乐观主义俱乐部的官

方证书，得分最高的学生还将获得奖励。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青少年冬校

无论我们使用哪种语言，演讲和辩论技能对学生来说都是受益终

身的。学生将在与他们的年龄和英语水平相应的沉浸式课堂中训

练和培养这些技能。

社会科学方向 | 工作坊 演讲与辩论

每个年龄段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被分配到相应班级。
课程内容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

基础
学生将阅读一系列诗歌、散文和著名演讲，并在课程最
后一天展示及角逐相关奖项。重点培养学生的词汇积累、
阅读理解和演讲技巧。

学生将阅读著名演讲，培养创造性写作技能以撰写一篇
主题为“乐观”的2-3分钟演讲稿。学生将在课程最后一
天展示，并根据Optimist的比赛演讲标准，争夺奖项。

中级
及以上

英语水平 课程描述

辩论模块

学生将学习辩论的基本结构，包括提出论点、提供可信论据、交

叉盘问和模拟辩论等。最终将由老师和学生投票选出获胜队伍。

老师将为学生提供辩论主题和阅读材料，这些主题和英语交流与

文化课程中的主题一致，涵盖运动、饮食和网络游戏等。辩论的

内容和复杂性因年龄和英语水平而异。

www.optimist.org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Tercero宿舍区



 | 核心课程  STEM热点话题与实验STEM学科方向

学生将参观注重食品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Mondavi Food Institute。

英语是学习科学的重要国际语言。在本课程中，学生将用英语学习STEM中的重要知识并进行讨论，培养科技理工素养。对
中小学生来说，没有比“动手实践”更好的学习方式了。学生将完成一系列实验，但不同年龄学生所在班级学习的主题难度
和实验的复杂性将有所不同。

每个年龄段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被分配到相应班级。
课程内容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注重食品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Mondavi Food Institute

主题1 工程 主题2 化学 主题4 生物 主题5 物理主题3 技术

4-6年级
小学生

初中生

学习体积、质量、密

度和浮力。设计一艘

由冰棒棍制成的船，

并通过载重测试 

学习伯努利原理和空

气动力学。给飞机配

置不同稳定器和机翼

形状，测试飞行距离

学习化学变化。使用

干冰制作冰淇淋并进

行调味

学习污染和二氧化碳

对城市的影响。将石

灰石等材料暴露在不

同浓度的酸中

了解电路。用电池、

橡皮泥和电线创建

导电结构

通过音乐了解电磁

学。构建电路和简

单的扬声器

学习细胞和渗透等

概念。用植物和鸡

蛋做实验

了解DNA及其功能。
从不同的水果、蔬
菜甚至自己的唾液
中提取DNA

学习重力和加速度。

为鸡蛋设计保护装

置，通过跌落测试

学习磁悬浮。构建

简单磁悬浮装置，

通过吸引力和排斥

力进一步了解磁力

一周主题 植物学

学生将种植自己的植物，随后进行解剖，并使它们经受不同的环境和不利条件



STEM学科方向 Pre-VEX机器人工作坊 | 

每个年龄段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英语水平被分配到相应班级。
课程内容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

此工作坊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协作技能、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领导才能。在最终的机器人友谊赛中，

成绩优异的队伍将获得相应奖项。

冬校结束后，学生可将自己搭建的机器人带回家继续学

习和研究。除了在冬校的课程学习资料，他们还将获得

一本关于如何进一步升级该机器人的手册。

VEX Robotics是美国的领先机器人系统，适用于各个

年龄段的学生。每年一度的VEX机器人大赛是吉尼斯世

界纪录中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比赛。在本次冬校，学生

将学习与VEX机器人兼容的技术，为有意向将来参加

国际机器人比赛的学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生在本次工作坊中的体验将是怎样的？

♦ 学习Pre-VEX机器人的基本原理

♦ 小组合作搭建机器人

♦ 编写机器人代码并操控自己搭建的机器人

♦ 在工作坊结束时，参加基于VEX竞赛标准的友谊赛

Peter J. Shields图书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三大主要图书馆之一



我们坚信“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全的体魄”理念，将带领学生们参与各类美式运动——从备受欢迎的篮球、 足球到排球、

甚至极限飞盘。总体而言，旨在让学生们在这些运动中体验团队合作的力量。

美式运动

个人兴趣活动

关怀陪伴

课后，我们还将开设一系列课外兴趣课程或活动，包括西班牙语、法语、艺术、舞蹈、益智桌游、英文电影之夜、夜间

观星等，以支持学生们不断学习和探索。双语助教也将提供功课辅导，为学习保驾护航。

加州大学冬校紧跟海外顶尖K-12寄宿学校的模式，结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自身在提供寄宿支持方面的优势，给予学生

全天候的照顾和关心，并将特别关注低年龄的学生。冬校期间，助教老师将照顾每一位学生的饮食起居并在学业上为他

们提供帮助。除此之外，冬校也将十分注重学生们的饮食营养均衡、日常生活、课堂学习、课外活动以及身心健康等各

个方面。我们力争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自我认知并发展社会交往技能。我们希望冬校不仅仅是一次难忘的学术体验，更

能为学生日后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青少年冬校



时间 活动安排

早餐 

核心课程：课堂教学

课间休息

核心课程：动手实践

 点心

小组项目 / 个人发展活动

午餐 & 午休 

工作坊：课堂教学

8:00 - 9:00

9:00 - 9:40

9:40 - 9:45

9:45 - 10:45

10:45 - 11:00

11:00 - 12:00

12:00 - 13:30

13:30 - 14:10

14:10 - 14:15

工作坊：动手实践

点心

美式运动

寄宿生回宿舍休息16:30 - 17:30

15:15 - 15:30

15:30 - 16:30

晚餐

UC青少年冬校
日常安排

课间休息

个人兴趣课程及活动

团体游戏、英文电影之夜等

洗漱就寝21:00

20:00 - 21:00 

18:30 - 20:00

17:30 - 18:30

14:15 - 15:15



Felicia是K-12英语、设计思维、艺术以及项目式学习的讲
师，她支持个人发展和领导力开发，曾是企业领导力的培
训师。

Felicia在滑铁卢大学取得娱乐与休闲研究荣誉学士学位，
并在贡萨加大学取得交流与领导力硕士学位。

Samuel

Felicia

授课教师

Samuel,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师，教过许多美国本土和来自
中国的学生。凭借其独特的英语文学和科学研究背景，他
专攻STEM课程，并且善于教授国际学生。

Samuel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英语学
士学位和英语硕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科学
与技术研究英语的博士。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青少年冬校

教学团队成员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稍作调整，但调整人员均为同级别外教老师。

Jared是英语交流与文化的授课老师。他主要教授K-12英语、
社会科学科目和自然科学科目的课程。

Jared在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取得心理学和生物学学士
学位后，在美国教育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

Cory

Jared

Cory教授英语交流及文化课程。他是一所国际学校的国际部
副总监，主要教授K-12历史和社会科学，管理剑桥教育的全
球视野项目。

Cory在美国东华盛顿大学获得文化人类学与东亚研究学士学
位，并于诺丁汉大学获得研究生教育证书。

Vernon,机器人课程的老师教授K-12 STEM在上海的课程。

他在西北大学取得电器工程学士学位，并在诺丁汉大学获得
研究生教育证书。

Vernon

Aaron 
Aaron担任STEM英语的授课老师。多年来他一直在美国和中
国教授K-12生物、化学、物理、经济学等科目的AP和A Level
课程。

Aaron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并在斯泰福厦大学取得国际教育硕士学位。

UC青少年冬校教学团队

本次UC青少年冬校旨在把最优质的美国教育带给中国学生。教学团队由在中国教学多年且受过加州大学系统培
训的外教老师和双语助教们组成。以下是最近一期夏校课程的师资介绍。

Linda Wu
Linda, UC青少年冬校亚洲地区的总监，有多年与世界顶尖
大学合作的经验，例如：加州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大学
学院等，致力于为中国学生提供丰富和启发性的学习体验。

Linda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布朗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与商
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她曾在纽约和香港摩根士丹利担任投
资银行家，也曾在香港顶尖科技公司担任过首席财务官。

冬校总监



冬校地点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青少年冬校

杭州市西湖区小和山支路79号

浙江常春藤国际学校

继在上海成功举办首届UC青少年夏校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将在浙江常春藤国际学校举办本次
青少年冬校。浙江常春藤国际学校是一所融汇中西文化精髓的寄宿制国际课程中心，致力于为学

生提供高水平的国际教育。

学校位于杭州大学林立的小和山区块，充满教育氛围和人文气息。教室、活动室、户外运动场、
食堂、宿舍楼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可为学生提供宁静致远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教室

食堂 宿舍 

活动室

户外运动场

校内环境



反馈来自UC青少年夏校2021上海项目的学生

 

学生反馈

“喜欢在这里做手工，喜欢在这里踢足球，打排球

  和羽毛球。喜欢这里的老师。”

                          - 芮同学 8岁，上海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打破了自己的界限也学到

  了很多新知识。”

                         - 袁同学 10岁，北京

“在speech的课上学到演讲时要注意哪些点，我觉

  得还蛮有意思，对我学校的课程挺有帮助的。”

                         - 张同学 13岁，杭州

100%  的学生对授课老师很满意
100% 的学生认为课程和工作坊超出预期

“演讲课学到的知识让我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 方同学 11岁，杭州

“这次夏校很有趣，明年还会再来。”

                         - 丁同学 13岁，杭州

UC青少年冬校

Gowell Education
13/F, Tung Che Commerical Centre
246 Des Voeux Road West, Hong Kong
中国内地 | +86 13147579814     中国香港 | +852 2730 7121  
邮箱 | info@golearnworld.com
www.golearnworld.com

亚太区联系方式

扫码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