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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多类型的活动，如迷你高尔夫，滑冰，钓鱼等，同时，

我们还提供工作体验及农业活动体验，以及艺术和科学

活动等多种类型的互动式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将加

深对美国和夏威夷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孩子们的英语

水平也将得到很大的提高。

多种多样的活动可以使您的孩子在
非常自然的环境下学习英语 1

当学员们跟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族及年龄的其他学员们

进行交流时，他们的交流能力将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

这也将提到学员们对于学习的好奇心和兴趣，并且

这也会使学员们学会如果接受不同的文化及思想。

尊重学员们 的特 性和 学习的特质2

由于CPC的活动都以小组形式进行，所有学员会很容易的与

活动指导教师及英语课程教师建立起亲近的友好的关系，

这使得学员们变得更加自信，同时，更好的用英语来表达

自己。

亲切的老师们，家庭般的氛围3

选择Club Keiki 的三个理由

1

2020 春/夏季夏令营

Club Keiki 是什么？Club Keiki 是什么？
Club Keiki 夏令营是由中央太平洋学院 (Central  Pacific 
College, CPC) 推出的专为6至14周岁学员打造的跨文化
体验式英语夏令营活动。夏令营采用上午体验户外活动，下午
进行英语课程培训的教学方式，使学员们在深度体验具有
夏威夷风情的户外活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的英语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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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

午餐

英语课程(室内)

※Club Keiki夏令营活动进行期间，学员们的
人身安全及健康将由CLub Keiki活动组负责，
所以活动期间将不接受家长陪伴。

亲子参营

自由时间
示例:购物, 午餐
在海边休息

自由时间
示例:购物, 午餐
在海边休息

迎接迎接

上午9:00-
下午12:50

一般英语课程
（周一至周四）

孩子参营

送抵

出发

明天见！

上午
8:15

上午
8:30
上午
9:00

下午
12:30

下午
12:50

下午
1:15

下午
3:45

上午
8:15

上午
8:30
上午
9:00

下午
12:30

下午
12:50

下午
1:15

下午
3:45

父母 孩子

Club Keiki 夏令营每日作息安排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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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仅为参考示例用户外活动安排，在您成功申请入营后，我们将会发送给您详细的户外活动日程安排。
※ 当户外活动目的地距离CPC较远时，我们将为学员们准备专用校车或专用客车，确保学员们可以安全舒适的抵达目的地。
※ 当户外活动目的地距离CPC较近时，学员们将由户外活动教师带领，徒步前往。

夏威夷海洋生物公园 夏威夷主教博物馆 天文馆&科学活动钓鱼体检滑冰体 检

第一周(示例)

迷你高尔夫 瓦希阿遗产中心 钻石头山徒步旅行迪士尼《小美人鱼》表演檀香山警察署和
儿童发现中心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夏令营户外活动示例

8月

67/31 　 1　     2　　　 3　　　  4　　　  5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活动第三周

活动第四周

活动第五周

7月2022年

29  　  30　　   1　  　  26/26 　27　    2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一周
申请截止

第二周
申请截止

第三周
申请截止

第四周
申请截止

第五周
申请截止

活动第一周

活动第二周

在户外活动部分，CPC为学员们准备了一系列具有夏威夷当地风土人情的
户外活动，使学员们能够身临其境体验到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提高自身的
英语水平。

Club Keiki 夏令营 户外活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二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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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剑（妈妈）：

STEP短期课程参加

丹琦（女儿）&逸丞（孩子）：

夏令营参加

Q1. 您选择CPC的理由是？
A1. Club Keiki 的时间安排和学习计划非常适合我们。我和孩子们

　　都可以在这里学习。他们有半天活动。半天学习。这样的安排很合理。

Q2. 您对该英语课程感觉如何？
A2. 我觉得语法老师的课程更有帮助，因为有书本可以这样比较系统地

　　学习会对某个知识点有明显的提升。

Q3. 在本次夏令营活动中，您最为满意的部分是？
A3. 对女儿的课程调整，因为参加夏令营孩子的水平各不相同。所以我女儿在

　　夏令营班级中无法得到锻炼。学校两次对她的课程进行调整，一次采取

　　一对一授课。最后一次调去成人班。这个安排让我非常满意。

Mutsuko(妈妈)：
STEP短期课程参加

Risa(女儿)：
夏令营参加

Q1. 您对该夏令营感觉如何？
A1. 下午英语课很有趣。 我学了很多单词，因为我可以从游戏中学习。

Q2. 您作为妈妈对于英语课程感觉如何？
A2. 课程让我回想起了我学生时代的快乐时光。在这里学习，让我感到十分轻松，

　　老师们的授课内容十分容易理解。

Q3. 您是否有过亲子留学的经验？
A3. 这次来到CPC是因为我想让我的孩子体验一下不同于国内的英语教育。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海外留学，之所以选择CPC是因为我的朋友推荐，

　　朋友说CPC的夏令营活动十分有趣。通过这次亲身体验，我觉得自己的

　　选择十分正确。

亲子留学参加者

CPC 的环境温馨且舒适，教师们十分亲切友善，我十分喜欢CPC。

如何你有机会来夏威夷的话，我向你推荐CPC。

Danqi ( China, 12 )

Reina ( Japan, 11 )

在这里我交到了新朋友，我们一起上课，下课后我们一起去游泳。

我想要和我的朋友们再次相会在Club Keik i  。

 Kion ( USA, 9 )

学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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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日程安排 :

周一至周五 8:15AM - 3:45PM

学员年龄要求 : 
6至14周岁(小学及初中年级学员)

夏令营活动简介

2022年夏季班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第5周

7/25 （周一）  ～7/29 （周五） 7/3 （周日）

7/10 （周日）

5/2 （周一）  ～5/6 （周五） 4/10（周日）

2022年 早夏季班

起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

3/28（周一）～4/1（周五） 3/6（周日）

2022年 春季班

起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

8/1 （周一）  ～8/5 （周五）

8/8 （周一）  ～8/12 （周五）

8/15 （周一）  ～8/19 （周五）

8/22 （周一）  ～8/26 （周五）

起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

7/17 （周日）

7/24 （周日）

7/31 （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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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服务
（购买照片）

■ 交付时间：夏令营结束后的2-4周内

■ 交付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在线照片查看和下载页面URL

■ 如果有两名或多名家庭成员参加时，仅需一个人申请即可

我们将提供学员们在Club Keiki夏令营活动期间所拍摄的照片的电子版，具体价格根据学员入营时间计算。

1周

＄20

2周

＄25

3周

＄30

4周

＄35

5周

＄40

① 2022春令营报名优惠

2021年12月31日前报名, 春令营活动费用立减5%

② 2022年初夏-夏令营报名优惠

2022年2月7日前报名, 夏令营活动费用立减5%

③ 2022夏令营报名优惠

2022年4月30日前报名, 夏令营活动费用立减5%

④ 再次参营优惠

如果您参与过之前举办的Club Keiki夏令营活动, 夏令营活动费用立减5%

⑤ 家族优惠

如果学员同该学员的家人一起报名, 则该学员的夏令营活动费用立减5%

优惠信息

※ 家族优惠不仅限于学员及其兄弟姐妹，学员及其父母以亲子留学形式参加亦享受家族优惠。
※ 不可与其他优惠并用

●费用包括
课程费用, 教学材料, 午餐, 课外活动费用, 交通费（学校⇔课外活动）, 零食
饮品, Club Keiki T恤衫, 毕业证书

1周 2周 3周 4周 5周

$890 $1,496 $1,863 $2,440 $2,905
报名费

$100

Club Keiki
春/夏季夏令营
活动费用(含税)

报名方法 ①　在线报名 ( https://cpchawaii.edu/jp/admission/ )
②　或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发送报名表

报名流程



周

1

2

3

4

5

1 家长 + 1 学员

$3,251
$4,965
$6,372
$7,668
$9,192

$2,665
$4,282
$5,647
$6,597
$7,891

寄宿家庭套餐 合宿式住宿公寓套餐

1 家长 + 2 学员

$5,030
$7,782
$9,681
$12,084
$14,507

$3,736
$6,018
$7,833
$9,623
$11,336

寄宿家庭套餐 合宿式住宿公寓套餐

7

套餐费用包含 : 家长课程的及学员的活动报名费; 夏令营活动费用（周一至周五）及家长的英语课程费用（周一至周四）; 住宿安排费; 
　　　　　　　住宿费 (寄宿家庭套餐同时提供一日两餐, 住宿公寓套餐则不含餐); 机场接送车辆费 (往返); 消费税。
该套餐不包含：机票费用，生活费，海外保险费，可选摄影费，家长课程的教科书费。
※如果家长的年龄超过55岁，则需要另外支付5%的追加费用。※这些照片仅供展示用，可能会与实际入住房屋有差别。

合宿式住宿公寓套餐

寄宿家庭套餐

想要和孩子一起度过难忘的假期时光? 

那么和孩子一起报名参加CPC的夏令营吧，在这里，

您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英语的同时，共同体验夏威夷的

迷人风光! CPC亲子套餐项目包含6至14周岁学员的

Club Keiki夏令营活动及同行家长的英语会话课程。

CPC 亲子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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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参加夏令营活动吗？
A1. Keiki Club夏令营的学员年龄为6-14岁。夏令营活动期间不需家长陪伴，家长可以参加一般STEP短期英语课程。

Q2. 孩子一个人可以单独前往参加吗？
A2. ① 孩子一个人从中国出发前往夏威夷
在包括夏威夷在内的美国，让12岁以下的儿童独自旅行是违法的，父母会被视为玩忽职守，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若您计划在无家长
陪伴的情况下降孩子送至夏令营，则在航班上及到达后需要有其他监护人陪伴。
※ 如果您申请了寄宿家庭，则寄宿家庭可以成为您的孩子在夏令营期间的监护人。
②如果孩子和家人一起前往夏威夷，但只有孩子一人参加夏令营
这种情况没有问题，但是由于该夏令营是在学校集合和解散，因此家长必须陪伴孩子至学校。

Q3. 是否可以在夏令营进行中报名参加？
A3. 夏令营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运行，您可以在期间的任意一天参加或结束，但是对于您错过的时间，我们不做退费处理。在每天的
活动进行中想要提前离开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迟到的话，学员将只可以参加午餐及午后的英语课程。

Q4. 活动第一天的日程安排是什么？
A4. 请在第一天（星期一）7:50到学校所在大楼的740室的前台。父母/监护人的说明会时间为8:00，时长15分钟。说明会后，家长及
学员至一层，学员们乘巴士离开。
※ 如果您是在夏令营进行中参加，学校将安排个别说明会。

Q5. 每天需要为学员准备哪些东西？
A5.  水筒（预防中暑，建议带大容量），帽子，运动鞋，防晒霜，驱蚊喷雾剂，雨衣（或雨伞）和书写用品。（学校会提供英语课中使用的
教材）。 其他需要准备的物品请务必参考活动时间表了解。

Q6. 英语课程每班是多少人?如何排序?
A6. 下午英语课平均每个班约有8个学员。 他们的等级分配不是基于年龄而是他们个人的英语能力。 （每年我们的学员都有不同的
英语水平，有第一次学习英语的孩子，也有在夏威夷出生长大的孩子）。学校将通过英语水平调查表及简单口语测试来判断。

Q7.  我的孩子不会说英语也可以吗？
A7.  不用担心。即使您的孩子英语水平为零，学校也可以为您提供帮助（例如，开始学习字母）。

Q8. 我的孩子上国际学校并对英语能力充满信心，可以参加成人课程吗？
A8. 如果指导老师认为您孩子的英语水平适合成人班，则您的孩子可以参加成人班。
①成人班的课程时间是从下午1:00到下午4:50。
②成人班的学员平均年龄在30岁以上。
③成人班课程是学生参与型的，您的孩子需要积极参与。
如果您的孩子愿意遵守这三个条件，则此安排应该可以。如果您想进行此安排，请提前告知我们（最晚在课程开始的第一天）。

Q9.  从居住酒店要如何前往学校？
A9. 您可以乘公共汽车，步行或乘汽车（Uber）来。 学校距离阿拉莫阿那中心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威基基和愉景湾的
Ilikai Marina码头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 如果您乘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可能会无法准时到达。 CPC的合宿式住宿公寓距离
学校只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 
※请参考亲子留学

Q10.  学校有停车场吗？
A10.  在学校大楼内有一个付费停车场。 您必须付费才能在建筑物中停车，您也可以在附近停车。

Q11. 夏令营提供什么样的午餐？
A11. 例如炒牛肉便当，鸡肉便当和比萨饼等。历届学员们都很喜欢。

如您有任何疑问或想要详细了解的部分，请随时联系我们。
info@cpchawaii.edu

您还可以从博客中查看活动和新闻。
http://clubkeiki.blog.fc2.com/

常见问题及解答



扫码申请
https://cpchawaii.edu/ch/form-keiki/

 (808) 748-0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