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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中⽂教育服务中⼼中⽂学校  

ACES 2017 年暑期夏令营 

中⽂ 

英⽂/数学/爵⼠鼓/Chess/舞蹈/美术/编程／⼗万个为什么 

 

 
 

新增项目 : 
      编程：⼤家都知道编程的重要性，未来的世界，编程不再只是软件⼯程师的⼯作，⽽是每个⼈都需要
掌握的⼀项基本技能。我们的编程camp是让孩⼦们通过学习 Scratch作为编程启蒙，让孩⼦们产⽣兴趣，
建立 “ Computational Thinking” 的概念，从⽽为以后的深⼊学习打下基础。 

 
ACES 2017 年暑期夏令营介绍  

 
今年是 ACES 暑期夏令营的第⼗⼀个年头。⼗年来，我们潜⼼研究，积累经验，创立了我们自⼰⼀

整套完整的以中⽂教学为主，兼顾数学、逻辑分析、英⽂词汇，阅读，写作以及多种兴趣、技能的完整
的教学体系。我们的夏令营特点独特、唯⼀。即能让孩⼦们享受玩耍的乐趣，又使孩⼦们充分有效地利
用这个漫长的假期提⾼，巩固他们的中⽂能⼒，提⾼他们的数学、逻辑分析、英⽂词汇，阅读，写作⽔
平，为新的学期做好准备。今年的夏令营将保持去年的课程设置： 

• 半天中⽂教学 
• 另外半天，学⽣可以选择： 

ü 英⽂/数学/OLSAT 或 
ü Chess 或 
ü 舞蹈 或 
ü 美术 或 
ü Drum(爵⼠鼓) 或 
ü 编程（Programming）for 3rd-5th graders 或 
ü ⼗万个为什么（科学）课程 

 

夏令营概况 (Camp Overview): 
q Camp Hours:  

All-Day Session: 8:00am until 6:00pm 
Morning Session: 8:00am until 12:00pm 
Afternoon Session: 1:00pm until 6:00pm 

q Days of Week: Monday – Friday 
q Dates of Camp: Weekly Sessions June 6th through August 19th. 
q Ages: 5 – 12 
q Weekly Cost: $210/all-day session（$170 for July 4th week, no camp 7/4), $150/half-day session($120 

for July 4th week). 爵⼠鼓和编程课程学费见报名表。Each additional sibling after the first child receives 
$10 sibling discount. 

q Location: 13581 Pond Springs Rd. Suite 200, Austin TX 78729 
q Space is limited so enroll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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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教学计划(Camp Description): 
1. 目的：以全面提⾼学⽣的中⽂能⼒为主，同时为了在这么长时间的暑假中不间断孩⼦们的英⽂学

习，为下学年开学做好准备，本夏令营将加⼊英⽂阅读、写作，数学、智商训练等课程，同时，
为拓宽孩⼦们的知识和兴趣的⼴泛度，我们将设置半天的 Chess，舞蹈，爵⼠鼓，美术，编程及
科普夏令营。  

2. 内容： 
q 中⽂：中⽂听，说，读，写。 

夏令营将不采用某⼀套系统的中⽂教材，⽽是选用⼀系列中⽂⼉歌、故事，来认读、朗诵、
书写，并结合中⽂⼉童电视，歌曲进⾏教学。  
本课程的目的是提⾼孩⼦们的综合中⽂能⼒及学习的趣味性。 
 

q 英⽂，数学，智⼒训练组合： 
 

1. 英⽂词汇训练：通过多年来SAT训练的经验，我们发现我们孩⼦们掌握的词汇量词普
遍不⾜以达到我们的期望。 很多研究表明，13岁，特别是⼋岁以下不是⼈⽣理解⼒最
好的阶段，但却是记忆⼒最好的阶段。为什么不抓紧现在的时光，以免等到⾼中，在
所有的功课和课外活动（extra-curriculum)都非常繁重的情况下，还要为了SAT考试，
AP考试等等拼命，把孩⼦累得苦不堪⾔。其实，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两个考
试，⽽是让孩⼦们学到扎实的知识为将来所用，⽽不是⼀时突击为了考试，考试后⼏
个月又忘掉了。 

2. 英⽂阅读/写作：⼤概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孩⼦与⽣长在美国家庭的孩⼦比起
来，英⽂阅读、写作略显薄弱。因为我们很少给他们这⽅面的辅导，⽽且又尽量与他
们在家里说中⽂。本课程的目的是提⾼学⽣的阅读速度、理解能⼒以及写作能⼒。 

3. 数学：数学课以数学习题练习为主，老师作适当地辅导讲解。数学习题类型包括：1).
基本概念类(Kumon type) ，以巩固学⽣的概念，加强运算速度；2).数学竞赛类，竞赛
类题目不同于⼀般的数学基本运算题目，竞赛类题目是对孩⼦们思维能⼒的最好训练，
这些思维能⼒包括：分析，综合，归纳，推理，演绎等。这些训练对学⽣以后意向参
加初中MathCounts，AMC等其他的数学竞赛将有⼤的帮助。 

4. OLSAT：RRISD每年⼀月份对TAG推荐⽣统⼀进⾏TAG测验。我们会在课程中加⼊类
似OLSAT类型的抽象思维和其他智⼒类测试的应考训练，使小学⽣在不知不觉中适应
这类考试，以帮助更多的孩⼦们进⼊TAG Program。 

 
q Chess：Chess 看似只是⼀个board game。 但是它和⼀般的board game 不同。很多研究表

明，chess 可以给孩⼦带来很多好处，比如：Focusing, Visualizing, Thinking ahead, 
Weighing options, Analyzing concretely, Thinking Abstractly, Planning, Juggling multiple 
considerations simultanenously… 等等。这些技能是任何⼀个普通的课程⽆法涵盖这么多的。 
我们的Chess课程将安排Chess理论课的学习，对局训练，以及对局复盘分析等。教师将由
Very High USCF Ranked ⼤学⽣或⾼中⽣担任。Chess 夏令营只安排三周(具体日程见报名
表)。 
 

q 舞蹈：我们将提供两个星期的中⽂/舞蹈 camp,  即，半天学中⽂，半天上舞蹈课。舞蹈课将
教授⼏种常见的西⽅流⾏舞蹈，包括：Ballet/Jazz/Tap 以及 Hip Hop 给孩⼦们⾜够的舞蹈技巧
训练以及运动锻炼。西⽅流⾏舞蹈的好处是，增加我们的孩⼦们在主流社会的popularity和自
信。舞蹈班名额限制在20⼈。舞蹈夏令营只安排⼀周(具体日程见报名表)。 

 
q 美术：我们将提供三个星期的中⽂/美术camp,  即，半天学中⽂，半天上图画课。对于喜爱美

术的学⽣，这将是很好的机会，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自⼰喜欢的东西。不同于每周⼀个小时
的美术课，只能完成⼀个小作品。⽽该夏令营每天三个小时的上课时间将能够制作1-2个像样
的美术作品。美术夏令营只安排三周(具体日程见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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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编程：我们将提供⼆个星期的编程 camp。 ⼤家都知道编程的重要性，未来的世界，编程不
再只是软件⼯程师的⼯作，⽽是每个⼈都需要掌握的⼀项基本技能。我们的编程camp是让孩
⼦们通过学习 Scratch作为编程启蒙，让孩⼦们产⽣兴趣，建立 “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概
念，从⽽为以后的深⼊学习打下基础。编程夏令营只安排⼆周(具体日程见报名表)。 

 
 

q Drum(爵⼠鼓)：教师曹喋宇,学习打击乐近10年,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系,任上海打击乐
协会会员。教学经验丰富。曾任宋庆龄幼⼉园国际部打击乐老师,上海交响音乐进修学校爵⼠
鼓和小军鼓老师。爵⼠鼓夏令营只安排⼀周(具体日程见报名表)。 
 

q ⼗万个为什么（科学）：⼗万个为什么（科学类）课程形式有些类似于“Mad Science”,但是，
比 Mad science 稍加深⼊。不但给孩⼦们讲述⼀些科学现象，同时，尽量把⼀些浅显的理论
加进去，取决于孩⼦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本课程将用中⽂讲授，目的是教授科学课程的同时
拓宽学⽣的中⽂科技类词汇。⼗万个为什么夏令营只安排⼀周(具体日程见报名表)。 

 
q 其他活动(Enrichment activities)：⼿⼯(中国结，剪纸，折纸等)，学做中国食物(如：包饺⼦，

做月饼，春卷等)，户外活动，field trip等。 
 

3. 每周日程安排（Weekly Schedule）: 
每天上午都是中⽂课，下午的课程有⼏种选择，例如： 

• 如果您的孩⼦选择第⼆个星期, 上午中⽂课，下午可以选择英⽂/数学/OLSAT 或者 Chess 
• 如果您的孩⼦选择第七个星期, 上午中⽂课，下午可以选择英⽂/数学/OLSAT 或者 Art 

 
周 日期 下午（选择 I） 下午（选择 II） 上午 

第⼀周 6/5-6/9 爵⼠鼓  

 

 

英⽂，数学，智⼒训练组合 

 

 

 

 

 

中⽂ 

第⼆周 6/12-6/16 Chess 
第三周 6/19-6/23 美术 
第四周 6/26-6/30 舞蹈 
第五周 7/3-7/7 美术 
第六周 7/10-7/14 美术 
第七周 7/17-7/21 编程 
第⼋周 7/24-7/28 编程 
第九周 7/31-8/4 Chess 
第⼗周 8/7-8/11 Chess 
第⼗⼀周 8/14-8/18 ⼗万个为什么 
 

4. 每天日程安排（Daily Schedule）: 
 

• 中⽂/英⽂，数学，智⼒训练组合： 
 

时间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9:00am 游戏,⼿⼯少⼉⼴播操 
9:00-9:55am 中⽂课 
9:55-10:05am 零食，休息 
10:05-11:00am 中⽂课 
11:00-11:30am 学唱中⽂歌曲 
11:30am-12:15pm 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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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12:30pm 休息，洗⼿，准备吃午餐 
12:30-1:00pm 午餐 
1:00-2:00pm 休息，自由活动，看中⽂电视 
2:00-2:30pm 英⽂写作（每日⼀篇日记） 
2:30-3:10pm 英⽂词汇 数学 英⽂阅读 OLSAT Field Trip（室内游

乐场）或学做中国

饭（春卷，饺⼦，

月饼等） 

3:10:3:20pm 零食，休息 
3:20:400pm 英⽂词汇 数学 英⽂阅读 OLSAT 

4:00-4:50pm ⼿⼯，讲故事，board game.. 
4:50—6:00pm 休息，自由活动，看中⽂电视 

 

• 中⽂/爵⼠鼓/Chess/舞蹈/美术/编程/⼗万个为什么： 

       时间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9:00am 游戏,⼿⼯少⼉⼴播操 

9:00-9:55am 中⽂课 
9:55-10:05am 零食，休息 
10:05-11:00am 中⽂课 
11:00-11:30am 学唱中⽂歌曲 
11:30am-12:15pm 户外活动 
12:15:12:30pm 休息，洗⼿，准备吃午餐 
12:30-1:00pm 午餐 
1:00-2:00pm 休息，自由活动，看中⽂电视 
2:00-5:00pm 爵⼠鼓(2:00-4:30)/Chess/舞蹈/美术/编程/⼗万个为什么 
5:00-6:00pm 休息，自由活动，看中⽂电视 

 
午餐：自带午餐 
SNACK 和饮料： 由夏令营提供 
 
Contact:   Suhua Wang 
Email : aces4kids@gmail.com 
Phone: 512-653-4872, 512-918-8828 
Website: http://www.aces4kids.com/课程设置/夏令营/ 
Online Registration: http://www.aces4kids.com/en/enroll/enrollment-forms/summer-c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