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 S.E.E.D?
S.E.E.D(Summer Experiential English Development，种子暑期实际英语发展夏令营)是种交互
式的英语发展并沉浸美国文化计划，有助于很想要给自己个人上与智慧上挑战的国际高中生。参
加种子夏令营学生从早上到晚上都会沉浸于必须使用英语环境，而且会有当地美国找语伴陪他们
学习并参加活动。学英语机会不仅包含课堂上机会，也包含团队建设活动、户外后动及住当地美
国寄宿家庭机会。本计划反应盟诺学校宗旨，乃协助学生体验身体、理智及精神上的发展。

我的孩子为何该参加 S.E.E.D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

沉浸真实当地英语环境




每位学生都有个当地美国找语伴陪他
每位学生都住美国寄宿家庭
实际且体验上的英语学习环境让学生无论是否在教室里都不断学习英语

体验式学习





交互式与合作式的课堂上学习机会
强烈鼓励学生互相交流并建设团队精神而且促进个人发展
参加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好户外活动的机会，包括骑马、白水河漂流、游泳、骑自行车、在
印第安人村庄探险级更多活动
发展领导能力与跨文化交流机会

实际上英语发展与成就




所有学生都会经过计划前后考英语能力，考试经常表明学生在听、说、读、写都有成长
学生都会创造个人学习文件夹
计划结束后每位学生都会拿到一张完成计划证明书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与其他暑期计划比较表格：
一般暑期计划









课堂上才沉浸英语环境
每个美国找语伴都要陪许多学生
学生都住宿舍
仅有与同胞交流机会
受以教师为中心听演讲式教育
只有一个教育方式
只重视学生智慧上与社会上的发展
以计划地方为吸引要点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
整天沉浸英语环境
每个学生都有个人找语伴整天陪伴
学生都住寄住家庭
能与美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学生交流
受以学生为中心体验式教育
有多元化的许多教育方式
重视学生智慧上、社会上、身体上、及个人上的发展

以教育品质为吸引要点

计划细节：


日期：2017 年 7 月 19 日至 2016 年 8 月 12 日



地点：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盟诺学校校园



费用：美金$4300（2017 年 5 月前申请者可折扣$300 元，如果有 5 至 9 位学生团，每位又可折扣



$100 元，如果则有 10 至 20 位学生团，每位所能有折扣金额为$200 元，费用不包含飞机票价）
限收 25 为学生

计划申请者必须：







有 14 岁至 17 岁年纪
有固定英语能力（本计划有助于有基本英语能力至中级英语能力学生，每位学生必须至少有两年学
英语的经验）
具有有弹性性格且愿意尽量适应美国文化、食物及寄宿家庭环境
真正想要学英语并认识美国文化
真正想要在智慧上、精神上及身体上成长
签名且遵守种子英语发展计划手册规则

计划主任：
Jonathan Winn，印第安纳卫斯里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盟
诺学校国际项目负责人，Winn 先生世界许多国家从事教育，
中层管理工作，参与课程设计与帮助国际生已 12 年之久，
现任盟诺学校英语为第二语言（ESL）项目负责人，同时为盟
诺学校在中国建立的双学位合作学院提供课程设置及教师培
顺支持。
联系资料：

Jonathan Winn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主任
办公室电话：505-341-7218
电子邮件：jwinn@menaulschool.com
常见问题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一般的日子如何？
(每位学生整天都有当地美国找语伴陪伴)













上午 7：00: 与寄宿家庭一起吃早餐
8：00 至 9：00：在盟诺学校校园报到，与找语伴复习前一天的作业，参加团队建设活动
9:00 至 9：45：学习当日特提（每日有不同活动）
9:45 至 9：55：休息，吃零食
9：55 至 10：15：美国文化课程
10：20 至 11：00：语言练习活动
11：00 至 11：30：英语会话练习
11：30 至 12：00：吃午餐
12：00 至 12：45：参加休闲活动（看书、运动、玩游戏）
12：45 至 1：30：阅读内容讨论
1：30 至 5：00：团队建设活动、观光及户外活动
5：00 至 10：00：与寄宿家庭吃晚餐且参加特殊活动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费用包含哪些项目？











当地美国寄宿家庭（包括膳食及寝具）
每日三餐
每周超过 80 小时的英语教训及练习（包括教室里课程、团队建设活动、与寄宿家庭所参加的活动
及观光活动）
书籍与其他学术上资料
每周所参加的三、四户外活动
每周有 5 至 10 小时的团队建设与个人成长活动
社会服务工作
交通费（不包含飞机票）
意外及医疗保险费
完成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夏令营的毕业证明书

每位学生都该带些零用钱来买计划费用包含以外所想买的食物及纪念品。然而，我们强烈鼓励学生千万不
要身上超过美金$100 元；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去提款机提款，计划人员或寄宿家庭很乐意带他去提款。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有没有退款规定？
有。如果 6 月 20 日前申请退款，盟诺学校会退所有种子英语发展计划费，不过会扣 10%计划费为处理费。
6 月 20 日后不再接受任何退款申请，敬请见谅。

我的孩子可以提早到盟诺学校还是晚点离开计划吗？
所有参加计划学生及老师都必须 7 月 19 日到本校（不许`提前`到来`），也必须 8 月 12 日离开本校（不许
延后在本校的时间）。如果有学生或老师不遵守此规则，本校与计划人员不能负其责人`。再者，如果参加
计划学生也打算登记盟诺学校而其签证是 F-1 型潜证，学生千万不能 7 月 19 日前进入美国，否则其签证会
被取消而学生会无法登记本校上学。

我的孩子需要办签证才能进入美国吗？
需要。国际生通常只需要拿到 F-1 旅游签证就能进入美国参加暑期夏令营或计划。如果盟诺学校或其他学校
已经入取您的孩子，您的孩子便会拿到 B-2 学生签证来申请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倘若有任何疑问，烦请联
络我们说明一下您的情况，以便让我们能够提供更恰当且实际的建议。

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的学生该有何样的英文程度？
学生该有初中级至中级的英文程度，至少该有两年英文学历才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与成就。我们会考录入
取初级英文学生，不过经验已证明初级学生很可能会觉得压力与挫折感更大，成就反而可能会相当少。

我的孩子会不会有机会与当地美国人学习并练习英文？
会，种子英语发展计划的特点包含每一位学生都会有自己个人的美国找语伴整天陪伴，找语伴都是当地美
国青少年，他们会陪伴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去上课，也会陪伴学生参加所有计划所提供的活动。

我的孩子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需要提前买意外与医疗保险吗？
不需要，计划费已经包含意外与医疗保险费在内。

当我的孩子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机场，会有人来迎接他吗?

会，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人员会先去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机场来迎接您的孩子到来。

我如何能确定我的孩子安全到了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夏令营？
每位学生都可以使用网路而且会有人提醒他到来 24 小时内就要先跟父母亲联络。

我的孩子可以提早到夏令营还是计划结束后多留在盟诺学校吗？
不可以，每位学生都得准时到来准时离开夏令营，如果有学生打算提早到还是晚点离开夏令营，种子英语
发展计划人员无法提供任何协助，敬请见谅。

如果我自己或者其他亲戚朋友想要去迎接我的孩子亲自送他到夏令营，可以吗？
当然可以。如果您还是其他亲戚朋友想要迎接您的孩子送他到夏令营，麻烦您提前告知我们一下。

如果有亲戚朋友想要去看我的孩子，可以直接去夏令营找他吗？
可以，但是所有要来拜访孩子们的人都得先通过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人员的许可才能进校见人。种子英语发
展计划学生除非生病否则绝对不能不去上课还是不去参加活动，原因就是每堂课跟每个活动都跟学生的英
语发展与成就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想要见夏令营学生的访客在晚上、周末及用餐时间都可以提前安排
时间去找学生，但是如果此拜访对学生的学习不利，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人员会只好不允许学生在计划进行
中见计划以外的人。

我的孩子何时会知道他要跟哪一个寄宿家庭住宿?
当您的孩子和寄宿家庭都受到认可以后，我们就会提供寄宿家庭的介绍与照片给您。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如何决定谁能提供寄宿家庭服务？
计划主任与盟诺学校社圈中人才能提供寄宿家庭服务。再者，为了保护您孩子的安全，每位寄宿家庭的户
主都得通过犯罪历史认证，也得提供两张雇主所发给的品德证明书，而且必须喜欢跟青少年相处还有对别
的文化有兴趣，最后也必须证明他的房子、资源及健康都相当狗让他能提供寄宿家庭服务。

我的孩子能不能身上带电子产品？
由于电子产品常常会让小孩子分心，同时也会打破英语浸入式学习环境，种子英语发展计划规则不准

许学生白天带电子产品在身上。然而，每个寄宿家庭都会提供 Wifi 跟网路来让学生晚上与周末方
便能和亲戚朋友联络。如果学生的电子产品有所损失，种子英语发展计划人员不会负其责人。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天气如何？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天气相当好，气候且干燥与暖热。七、八月的时候，温度经常从 17 度至

33 度 C。早上跟晚上都很凉快，下午则会出太阳而很温暖。

我的孩子应该将何样的衣服装在行李？
学生都该准备短裤、短袖衬衫及运动鞋。由于早上跟晚上都凉快，种子计划建议学生也带几件长袖衬衫、
毛衣、连帽衫或外套。种子计划快要结束之前，学生会需要给文件夹性报告，报告时为了对老师及同学都
表示尊敬，种子计划也麻烦每位学生也带一件较正式的衣服，例如卡其裤或黑色裤子、礼服衬衫、礼服
鞋、领带、礼服裙子或女装。

老师能不能来陪伴其学生？
因为本校明白老师的参与`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程度，同时`也明白参加计划的老师回国后就可以利用其心
得来促进其教导，所以种子计划不反对老师来陪伴其学生。虽然如此，所有想要陪伴学生的老师都得明白
并遵守以下原则：
1． 沉浸英语环境：种子计划的特点及主要目标，是能够提供真实沉浸英语环境的经验。陪伴学生老师
就如同种子计划人员一样，都必须时时刻刻讲英语，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有需要教导翻译的英语程
度`较弱学生，否则不准讲其母语。再者，陪伴老师都得协助计划人员维持谨讲英语环境，如果老
师不遵守`此原则，学生也不会将它看成要紧的事。
2． 费用：如果有老师陪伴五位同学以上，计划会替陪伴老师付以下费用：
 寄宿费：陪伴学生老师可以在盟诺学校宿舍寄宿。
 户外活动费：计划会付多数户外活动费用。
 饮食费：计划会提供午餐，偶尔也会提供晚餐，此外若想用餐，必须自己找或准备，如果
有费用，陪伴老师也得自己付。

3． 积极参加活动：陪伴学生老师都得积极地参加计划所有活动，犹如计划人
员一样。除非先前获得种子计划主任许可，否则陪伴老师不能去观光或在计划活动时间中去处理个
人的事情。如果有个人的`事情要办，晚上与周末就会有时间。而且，除非学生犯很严重的罪，老
师不该在他人面前批评学生。
4． 同一且遵守手册内规则：陪伴学生的老师都跟种子计划人员一般得签本手册同一书，表示渡过并同
意遵守手册内规则。

关于寄宿家庭之问题

当寄宿家庭家长需要有什么资格才能提供寄宿家庭服务给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
寄宿家庭家长都是种子计划主任还有盟诺学校亲戚朋友，每位寄宿家庭家长且必须先符合以下条件才能提
供寄宿家庭服务：








通过犯罪背景检查
提供两件推荐信
喜欢与青少年相处
开朗地想要更了解其他文化及社会
具有相当高道德水准及个人品德
具有足够大的房子、足够多时间还有身体足够健康来让人提供寄宿家庭服务

寄宿家庭有哪些责任？
寄宿家庭责任乃跟一般支持养育小孩子之家庭一抹一样，其责任包含而不限于以下责任：







寄宿家庭会提供一间房屋给寄宿孩子住，此房屋不会有多余两个同性同年龄小孩子一起分配，房屋
内必有床、桌子还有网路。寄宿家庭也会每日准备三餐给小孩子吃。
寄宿家庭会支持寄宿生并乐意去参与学生所活跃的活动。
如果寄宿家庭整个家庭都做任何事情，例如去买东西，去外面吃饭，参加运动比赛等，一定会带寄
宿生一起来参加
早上带寄宿生送到学校，下午将寄宿生接回寄宿家
确保寄宿生会维持健康作息习惯（种子应与发展计划建议学生最晚每天晚上 10 点就寝），寄宿家
长就寝时会将寄宿生所有电器产品都收起来，免得寄宿生半夜用电器产品而熬夜不休息
最重要的责任是，时时刻刻维持纯粹使用英语环境，包括在看电视电影，上网，听音乐或看任何媒
体的时候

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有哪些责任？
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有些责任，其责任包括而不限于以下责任：







按照所有寄宿家庭家长固定的规则
努力尽量维持纯粹使用英语环境（除非学生在跟自己的中国家庭联络）
努力“入境随俗”参加寄宿家庭所参加活动而且积极地想要了解美国文化及生活习惯
坦白地与种子计划人员及寄宿家庭沟通，并且体谅所发生的误会，明白种子计划人员及寄宿家庭真
的是为学生的好来做事
尽量努力完成所有作业报告，也愿意主动向老师或者寄宿家庭请教不明白的地方
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专心看英文书籍

当参加种子英语发展计划学生跟寄宿家庭在一起，必须付出费用包含哪些项目？
寄宿家庭会负责付以下费用：





所有吃饭费，包括在餐厅吃饭
水电瓦斯网路费
交通费
整个寄宿家庭所参加的特殊活动，如看电影，去打迷你高尔夫球等等

学生自己必须负责以下费用：







医疗费
个人想吃的点心
浴室用品
化妆用品
衣服
个人用品及礼物

种子英语发展计划有没有学生手册？
有，当学生受到计划的入取之后，每位学生都会拿到学生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