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 球 课 程
2022 蓝飞游学， 

伴你为未来作好准备



BlueSky Education（蓝飞游学）致力
为学生提供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
坡/马来西亚的短期技能课程

我们的旗舰课程，公共演讲与领导力，旨
在让学生有机会发展公共演讲技能，并在
实践学习和文化沉浸中建立信心。此外，
我们还为学校和团体提供定制课程。我们
可根据学生群体的要求设计各种各样的
课程（通常会有最少团体人数要求)。

我们的课程旨在让学生为他们的未来
作好准备，通过各种课程来满足未来
几年所需的技能，无论是学习如何在
我们的机器人项目中编写代码，如何
在我们的商业管理课程中做好商业准
备，或者如何成为我们的公共演讲与
领导力课程中一名出色的演讲者。在
蓝飞游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我
们希望学生不仅能掌握更好的英语技
能，还能掌握生活技能。在夏令营结束
后，这些技能可以伴随他们的一生。

蓝飞游学,
伴你为未来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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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蓝飞
所提供学术班地点的著
名大学及寄宿学校

个在线课程

个预先设计的全球课
程可供选择以及数十
个其它定制课程

多名学生参与了户外活动，
而且人数不断增加

多名学生参加了在
线课程

个国家4 

13

5

16

55,000+

5000+

多个床位遍及全球5000+ 多名教师、教职员及行业
专家全年准备就绪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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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室到会议室，蓝飞游学的学生学习了很多新技能。这些技能将贯穿他们的一生。我
们的课程旨在让学生思考他们的未来及未来的挑战。我们的文化驱动课程打开了学生
的思维， 令他们有更多新的和令人激动的可能性。

学生将到国外留学

学习未来的科目

从将来的学习中受到启发

独立

领导技能

英语会话

交际技能

使用逻辑和直觉

团队合作

急救技能

演讲 技能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参与文化工作坊

品尝当地美食

与当地学生交流

国际融合（视该年的时间而定）

获得全球化的观点

公共演讲

绿色科技

机器人编程

环境&野生动物

戏剧

运动

大学准备

商业管理 

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STEM）

学习未来的新技能 从将来的/正在提供的课程中
受到启发

成为一名全球公民&探索
新文化

为未来作规划

蓝飞游学，
伴你为未来作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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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飞游学专门为学生设计的短期课程，旨在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终身的技能及丰富
的经验。

我们的旗舰课程，公共演讲与领导力，主要针对英语口语交流。此外，我们在每个国家
还有定制课程，从新加坡的绿色科技和机器人编程，到英国的戏剧与商业管理，再到澳
大利亚的环境与野生动物及STEM。在蓝飞，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东西！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不仅收获了教育和文化体验，还带着生活技能回家。这些技能
将伴随他们在一生中继续前进。学生学习的部分技能包括演讲技能、领导能力和团
队合作、时间管理、交际自信、智谋、责任感及如何独立。我们甚至会教他们基本的急
救技能！

开放和接受新的文化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是世界公
民。学生通过不同的短途旅行了解当地的文化、食物、宗教和习俗。学生也会参加文化
工作坊及与本地学生的交流活动（视名额而定）。

我们可以提供在大学和寄宿学校的全天寄宿，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留学体验。在英国
和澳大利亚也可以选择寄宿家庭，让学生完全沉浸在日常生活中。

在蓝飞，所有老师对他们所教授的科目，都是具有资质和富有经验的，确保学生能获得
最大得益。我们还可以根据要求，提供接近顶尖大学师生的机会。

我们的课程:

技能:

文化:

住宿:

老师:

为什么选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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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有机会参与一系列在旅行前的虚拟体验，为他们的
游学作好准备，并激发他们的兴趣。从与他们即将见面的
当地学生的交流，到英语课，到工作坊，蓝飞的预热学习提
供了一种混合的教育模式，确保您的学生可能获得最好
的体验。

在每个目的地，我们会为学生安排工作坊，以便他们更多地了解当地
的文化。
•	 英国——通过我们组织的在公园的下午野餐，体验英国家庭传统

的日常户外生活，了解皇室及英国的历史。
•	 澳大利亚——我们有一个“环境与珊瑚礁”工作坊和一个土著工作

坊。在这些课程中，学生学习更多关于野生动物和澳大利亚历史的
知识，有机会跳土著舞，把“回旋镖”的画作带回家，并试戴虚拟现
实装置，模拟深海潜水，观看海底的神奇生物。

•	 新加坡——新加坡有许多不同的文化，我们想让学生了解所有这
些文化！我们教学生了解新加坡不同的种族、宗教、节日和食物，并
让他们制作自己的蜡染画带回家，这些蜡染画源自东南亚地区。

让您的学生有机会参加由一些世界顶尖大学的教师参与的研讨会、讲
座或课程，并激励他们为未来而学习！我们的讲师来自英国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悉尼麦考瑞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英国——带您的学生进入您所选择的城市，从科茨沃尔德和牛津，到布
赖顿和剑桥，在英国，可以方便地探索很多地方！
澳大利亚——在一天内游览著名的蓝山、卧龙岗或黄金海岸，发现澳大
利亚的美丽。
新加坡——想体验多国课程的学生，可以参加马来西亚的新佛州“一日
游”。在那里，学生可以体验马来西亚的烹饪、舞蹈、文化和艺术。

*部分“一日游”已在我们预先安排的行程中。不在安排中的“一日游”，
可能需要另外收费及有最少参团人数的要求。

我们为学生们安排课程，让他们与当地的母语学生互动。
这可以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大学生活，鼓励他们结
交新朋友，并通过正式的课堂或更多非正式的游戏和活
动来协作完成项目。我们拥有来自顶尖大学的丰富的全
球学生数据库。我们随时可以建立一个适合您的学生需
求的交流，无论是虚拟的，还是面对面的。

我们精心设计的公司参观，让学生体验在商业世界里是
什么样子的，并受到真实公司和商人的启发。参观通常包
括参观办公室，与公司员工交谈/研讨会，但具体的行程
因公司而异。对于那些年纪稍大的学生来说，该行程是完
美的。学生在离开校园后，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鼓励学生回馈社会总是件好事。因此，我们的一些学生选
择帮助当地社区做一些志愿工作。过去的活动包括海滩
清理、植树和在养老院帮忙，等等。参与社区服务提高了
我们的学生作为未来领袖的素质。

虚拟预热学习:

工作坊：

大学体验课程：

附加的一日游	*

本地交流:

公司参观:

公益志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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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飞，我们可以定制课程，以最适合您的学生。这使您能够为学生提
供优质的服务，并以独特和吸引人的课程从其他竞争对手中脱颖而

出。我们在所有目的地提供以下增值服务： 
(请与我们联系，因为这些服务视安排而定，有些需要额外收 费。)

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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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大学
在蓝飞，我们与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顶尖大学的师生合作。无
论何时，只要我们的在线课程需要互动，我们都会确保最好的员工和学生在场，令体验
更精彩。可按要求安排特定的大学，但取决于大学的可用性和时差。

蓝飞还可以安排在一些大学进行交流和讲座:

• 普林斯顿大学
• 哈佛大学
• 哥伦比亚大学
• 耶鲁大学
• 斯坦福大学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 悉尼大学
• 墨尔本大学
• 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 昆士兰大学

• 剑桥大学
• 牛津大学
• 伦敦大学学院(UCL)
• 伦敦经济学院(LSE)
• 爱丁堡大学

•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
• 南洋理工大学(NTU)
• 新加坡管理大学(SMU)

• 多伦多大学
• 麦吉尔大学
•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蒙特内尔大学
• 阿尔伯塔大学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新加坡：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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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with British 

students from UCL in 

October 2020

在线交流
蓝飞在线交流让学生无需出国，就可以与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
新加坡的母语人士互动。所有在线交流由我们经验丰富的蓝飞管理员主导，确
保所有有趣的互动游戏、活动、演讲和休息室均可顺利进行，学生可获得最大好
处。这种体验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可以在随意的环境中与以英语为
母语的人练习英语，而且没有任何压力。根据小组的需要，交流时间从1-2小时
不等，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在线交流，也可以是持续的一系列交流中的一部分。

在线交流的主要特色：

大约2小时的课程大纲（时间可能有变动）:

• 无需出国便可体验文化交流
• 与英语母语人士练习英语，并发展和提高公共演讲技能
• 在交流结束后延续国际友谊
• 定制不同主题的交流，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TEM、流行文化、大学/学生生活等
• 交流会的学生比例至少为1名本地学生与5名参与学生
• 从本地顶尖大学中精挑细选出成绩优异并对交流主题有一定了解的学生(例如参加与科学有关的交流主题的理科学生)
• 1名蓝飞老师/管理员
• 为所有参与的学生提供课前学习材料
• 小班授课，让您的学生和当地学生之间有更多互动

• 20分钟自我介绍
• 15分钟暖场游戏
• 25分钟问答
• 15分钟本地学生演讲

• 30分钟学生演讲
• 15分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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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Lecture given 

by Dr Tom Hafen of 

Yale University in 

November 2020

大学点评讲座
大学点评讲座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体验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或新加坡顶级
大学的真正讲师的演讲是怎样的。讲座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是由同一讲师主讲的系列讲
座(可以有更深入的学习)，也可以是多个讲座(可以尝试不同的教学风格和主题)。

点评讲座的主要特色：

约60分钟的课程大纲	（时间可能有变动）：	

示范讲师简介*：	

• 在离校前有机会体验大学讲座
• 有丰富的顶级主题可供选择
• 有机会尝试不同的主题，看看哪门课程适合学生
• 向行业专家了解该领域的新兴趋势
• 有机会亲自提问，而不是尝试在网上或通过二手搜集信息
• 小组可以与讲师互动
• 安排1名蓝飞管理员，以确保一切顺利

• 讲师5分钟自我介绍
• 10分钟关于留学的国家/大学介绍
• 35分钟主题介绍
• 10分钟问答

•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大学的讲师讲座 
• 大学包括：牛津大学、伦敦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悉尼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 

洋理工大学以及更多来自各个国家的大学
• 讲师在许多研究领域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供学生选择

*讲座的简介仅用于说明目的及介绍我们安排的讲师类型。特定的讲师将取决于所选的主题和大学，以及特定讲师
的时间安排。讲师将来自同等的大学和相似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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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homestay with 

Ms Salam from Sydney, 

Australia for Japanese 

students in March 2021

远程寄宿家庭
体验
学生往往对寄宿家庭很感兴趣，但可能会担心在真正寄宿时该做什么。在这次课堂中，
我们的职员会解释寄宿的过程，寄宿家庭也会向学生介绍，他们所在国家的 日常家庭
生活，向学生展示他们的家 ，通常还会让学生从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视角来了 解他们
将要前往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要想更深入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最好的机会莫
过于亲身体验当地家庭的生活。

远程寄宿家庭体验的主要特色：

拟定的课程大纲	（时间可能有变动）：

• 与来自目的地国家的英语母语人士交谈
• 从专业人士那里了解寄宿家庭的经验
• 与当地家庭见面，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
• 参观目的地国家的典型家庭住宅，了解当地的生活和文化
• 为学生将来可能去这个国家旅行作好准备

• 蓝飞工作人员致欢迎辞，他们将介绍寄宿家庭是怎样的，以及在那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信息
• 与寄宿家庭进行视频通话，他们将带学生参观房子
• 与寄宿家庭就他们国家的生活进行问答交流
• 由寄宿家庭示范烹饪或其它活动，同时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



11
Icebreakers in an online class 

for Public Speaking in October 2020

在线课堂
在线课堂对于那些想尽可能复制真人夏令营的学生来说是完美的。团体可以选择我们
的旗舰公共演讲课程或我们的科学与绿色科技课程。这两个课程都改编自我们的真实
暑假夏令营课程，这意味着内容是最高质量的。我们尽可能地为学生设计互动和有趣
的课程。即使他们不能以平常的方式参加蓝飞夏令营的标志性小组活动，他们仍然可
以在一个有趣的环境里获得真实生活的益处，这是蓝飞夏令营的标志。

在线课堂的主要特色：

约2小时的课堂大纲（时间可能有变动）：

• 可以选择公共演讲或科学与绿色科技(这两门课程都在我们的实体课程中)
• 在各自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资质的老师
• 有趣的互动课程，让学生参与其中
• 个人和团队合作，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
• 每门课程都以一个最终的项目作结，让学生有机会应用新的知识和技能
• 额外的充实活动提供全面的教育体验

• 15分钟热身
• 15分钟自由交流
• 5分钟休息
• 40分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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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夏季课程日期	
伦敦

新加坡

澳大利亚

5月29日—6月11日
6月12日—6月25日
6月26日—7月9日
7月17日—7月30日

5月29日—6月11日
6月12日—6月25日
6月26日—7月9日

7月17日—7月30日
7月31日—8月13日

3月6日—3月19日  (寄宿家庭或夏令营)
6月26日—7月16日 (寄宿家庭或夏令营)

7月3日—7月16日 (寄宿家庭或夏令营)
7月17日—7月30日 (寄宿家庭或夏令营)

7月31日—8月13日（寄宿家庭)
8月14日—8月27日（寄宿家庭)

如果需要上述日期以外的安排，请联系蓝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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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学术班地点的著名大学（伦敦大
学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

种住宿类型：宿舍、独立旅社、酒店和寄
宿家庭

种可选课程：公共演讲与领导力、大学准备、商业
管理及伦敦戏剧艺术

个可选的短途旅行和定制活动

3

4
50

4

13

伦敦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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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之一，每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学习和
体验伦敦的美丽！令人惊叹的建筑、丰富的历史、多元文化的社会
以及每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愿望成真的时刻，使伦敦游学成为学生
坚定的最爱和难忘的经历！

伦敦是学习领导力和
公共演讲的理想之地。
因为它在欧洲处于领
先的政治地位。通过我
们特别设计的课程，培
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
力、自信心、团队精神
和公共演讲能力。课程
结束时，学生将在同学
面前用英语演讲。

伦敦金融城是连接
美国经济和亚洲经
济的金融中心。凭借
这个独特的地位，伦
敦是一个经济和商
业强国。

伦敦被认为是全球
教育超级大国，拥有
许多著名大学，牛津
和剑桥距离很近。

伦敦是艺术、音乐和
文化中心，是英国学
生学习表演艺术和
体验戏剧文化的最
佳场所。

公共演讲与领导力: 商业管理课程: 大学准备:伦敦戏剧艺术:

在伦敦的蓝飞
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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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点包括：

我们的晚间活动同样令学生有最大化的体验：

15

短途旅行和活动
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说过：“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在伦敦的蓝
飞，我们赞成他的说法！我们的课程将为你呈现伦敦最好的一面。

• 白金汉宫
• 圣詹姆斯公园
• 摄政公园
• 威斯敏斯特教堂

皇家体验：

• 公共演讲的专业
人士、

• 行业专家
• 当今大学的楷模

演讲系列：

• 卡姆登镇市场
• 考文特花园
• 南岸

多元文化：

• 晚餐吃炸鱼和薯条

传统英国菜：

•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哈利波特的制作”
• 剑桥或牛津大学
• 布莱顿等

• 伦敦眼
• 塔桥
• 碎片大厦

全天考察：

著名地标：

• 将举办有奖演讲比赛和才艺表演 

• 音乐视频
• 电视访谈
• 留言板
• 迷你电影

最后一晚

媒体项目：

• 泰特现代美术馆
• 科学博物馆
• 大英博物馆

世界级博物馆：

• 问答竞赛之夜
• 狂欢节派对
• 卡拉ok

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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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Juel、Maddy、Nathan和所有其他组织者，提供了如此丰富和吸引人的
课程。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同时很享受你们给予的各种机会。

我对Juel （活动负责人）在每次行程后做的大量准备工作感到惊讶。Maddy老师
特别在公共演讲课程中加入了吸引人的先进元素。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令人着迷的经历。

波斯尼亚学生——伦敦公共演讲课程

我想获得领导能力和演讲技巧。我以前不太自信。从这个课程中，我学会了对每个人
用不同的方式说话以及如何与别人互动。这会帮助你找到工作。

意大利学生——商业管理课程

我想在读大学时去英国留学，所以这个
课程对我了解英国的教育体系很有帮
助。它帮助我了解我将来想要学习什么。

中国学生——大学准备课程

我会把BlueSky推荐给朋友，因为它
传授宝贵的技能。这增强了我的自信。

巴基斯坦学生——伦敦公共演讲课程

英国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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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印记

所位于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著名
大学里开设学术班

种住宿类型：大学宿舍、独立旅社、酒店
和寄宿家庭

种可选的课程：公共演讲与领导力、环境与野生
动物、8所顶级大学准备、科学、工程与环境、

表演艺术、创业与创新、当地学校沉浸体验

蓝飞的澳大利亚集团子公司是MIP澳大利亚贸
易投资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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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这里气候宜人，有迷人
的海滩和友好的澳大利亚人，是名符其实的现代天堂。学生可以选
择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学习，以获得他们在澳大利亚的蓝飞
游学体验，或者将这三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结合起来，以获得最真
实的澳大利亚体验！

通过我们专门设计的课
程，培养学生的英语沟
通能力。通过以学生互
动，任务和项目为基础
的学习，让学生建立自
信，团队合作和公共演
讲能力。课程结束时，学
生将在同学、老师和当
地澳大利亚人面前作英
语演讲。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剧院之一，也是繁
荣的艺术中心，是学习
表演艺术的好地方。通
过工作坊、课程和短途
旅行，学生们增强了信
心，发展了团队合作技
能，提高了他们的口语
能力。戏剧技巧对任何
学生来说都是宝贵的
财富。

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
家之一，以及亚太地区
的经济中心，澳大利亚
是众多全球企业和多家
初创企业的集中地。在
这个课程中，学生将有
机会通过项目 、与商业
领袖的互动、以及参观
公司和孵化基地来了解
21世纪的商业挑战。

要想体验真正的澳大利
亚生活，没有比像当地
学生一样生活更好的方
法了。蓝飞游学可以将
学生安置在多所政府
学校里，给他们一个真
正的机会去体验澳大利
亚。同时，我们会提供有
趣的短途旅行和24/7客
服支持。

让学生们有机会了解澳
大利亚的野生动物，同
时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球
环境的影响。教育下一
代，鼓励他们成为我们
需要的勇于作出改变的 
新一代。学生可以学习
真实世界的技能，甚至
可以设计他们自己的，
可以在他们的社区里实
施的环境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已成为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游学目的地
之一。这里有世界上最
著名和最受欢迎的大
学。澳大利亚著名的8所
大学就是最好的证明 。
学生在参观这些大学校
园及与当地师生见面交
流时，可以学习进入这
些大学的秘诀和技巧。

STEM是真正的未来！在
这个STEM主题课程中，
学生将参与澳大利亚艺
术和科学的广泛调查，
重点是当地的研究和创
新。学生参观他们所在
地区的主要科学中心，
参加与大学教师和行业
领袖的会谈，并在周末
制作他们自己的科学
项目。

公共演讲与领导力：

表演艺术：
创业与创新:

沉浸式课程:

环境与野生动物: 8所大学准备: 科学、工程和环境

在澳大利亚的蓝
飞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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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旅行和活动
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体验丰富的文化、自然、教育远足、工作坊和旅游。所有活动
都侧重于主动的、基于任务的学习，所以在蓝飞，我们从不止是观光！

参观澳大利亚最古老和
最负盛名的大学及校内
设施，并与在校的师生
互动。

大学参观：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游览
大堡礁，通过真实的生
态实地考察，了解人类
对环境的影响，并在丛
林徒步中探索澳大利亚
的美丽。

环境工作坊:

超过60%的澳大利亚
被农场覆盖。无论我们
生活在世界的哪个地
方，我们都依赖于来自
农场的食物。欣赏澳大
利亚生活的这一面，并
学习如何让我们所有人
吃饱。

农场参观：

澳大利亚是一个时尚和
文化的重镇，有各种各
样的商店，从高端精品
店到大型市场，如帕迪
市场、维多利亚市场和
布里斯班城市市场。

世界级的购物：

澳大利亚有超过10万
种已知的陆地和海底动
物。澳大利亚著名的动
物园和水族馆，比如塔
隆加动物园、澳大利亚
动物园和墨尔本水族
馆，都是近距离接触澳
大利亚著名野生动物的
绝佳机会。

动物园和水族馆：

参观澳大利亚的一些主
要企业或初创企业，参
观它们的设施，并与商
界领袖交谈，以更好地
了解21世纪的商业。

公司参观：

了解澳大利亚第一民族独
特的信仰、文化、艺术和舞
蹈。学生们学习土著人的
语言和他们的传统舞蹈，
土著艺术的象征意义，在
他们的 脸上涂上颜色，还
可以把自己画的“回旋镖”
带回家。

土著艺术和文化工作坊：

澳大利亚到处都是著名的
人造和自然地标。参观著
名景点，如悉尼歌剧院、海
港大桥、黄金海岸、墨尔本
的巷道，等等。

著名地标：

澳大利亚从不缺少博物
馆，从澳大利亚博物馆，
到墨尔本博物馆，布里
斯班博物馆，等等。了解
澳大利亚丰富的历史、
艺术和文化遗产。

博物馆：

通过与当地高中和大学学
生的互动，了解澳大利亚。
游览城市，参加工作坊，志
愿者活动，体育活动，甚至
还可以 享受海滩烧烤。

与澳大利亚学生互动：

参与在澳大利亚的海滩和
公园里进行的一系列志愿
者活动，例如清洁海滩，社
区服务，等等。

志愿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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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是Brianna女士。我喜欢上她的课，因为她真的很亲切友好。我最喜欢的
内容之一是，如何在公共演讲中使用幽默。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风趣的人，有时
我的演讲可能会很无聊，但在她的课上，我学会了使用幽默，并提高了我的公共
演讲技巧，使自己变得更有趣和吸引观众。

越南学生——悉尼公共演讲课程

我最喜欢的活动是去邦迪海滩，因为那里
竞争很激烈，我有机会认识不同的学生和
朋友，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学生的融合。这非
常有趣。这是我们第一次玩这种运动，我觉
得很棒。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大海和海滩。
我与朋友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
光。我觉得悉尼的天气也非常适合去海滩，
我想你们去到那里都会爱上它的。

越南学生——悉尼公共演讲课程

我在悉尼野生动物夏令营学到了很多在台
湾学不到的东西。在夏令营里，我的英语水
平提高了，学了很多我不认识的单词。以前
我害怕和陌生人说话，但在营地里，我们有
很多任务要用英语与陌生人说话。我的钢
琴技能也提高了。我们的老师池女士是一
位音乐老师，她的钢琴技巧很优秀。我们一
起弹琴。我非常开心和兴奋。在最后一天，
我们有一个才艺表演，为了准备它，我每天
练琴。我在营地里过得很开心。

台湾地区学生——悉尼环境与野生动物课程

澳大利亚	课程评价

23



2423 24242424



2625

5

5
60

4

新加坡印记

所著名大学和寄宿学校里开设学术班

种住宿类型:宿舍、独立旅社、酒店和寄
宿家庭。

种可选课程:公共演讲与领导力、机器人编程、绿色
科技、亲子班、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化体验

个可选的短途旅行和定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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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如果学生想要寻找新鲜刺激的
事物，新加坡是他们的理想之地。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英语
是所有国际商务的主要语言。新加坡也是一些世界顶级大学的所
在地，是连接全球人民的枢纽。它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最
整洁、最绿色和最高效的城市之一，其未来可与世界上任何主要
城市比肩。如果学生正在寻找 机会 ，以开阔拥有不同文化的视野
和思维，新加坡是理想的目的地。

在新加坡的蓝飞
游学

我们特别设计的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
交际能力，侧重于学
生的互动、自信、团队
合作和公共演讲。课
程以互动与任务为基
础，使用多媒体，确保
学生能参与，提高他
们对英语口语能力的
自信心。课程结束时，
学生将在同学面前用
英语演讲。本课程让
学生为未来的社交和
领导能力做好准备，
给予他们在生活中茁
壮成长的技能。

由于新加坡是绿色
技术的前沿，我们专
门设计的课程让学
生有机会了解城市
环境、水循环利用、
绿色能源和废物管
理等知识。在未来几
年，解决世界环境问
题将变得越发重要，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
生能走在这些未来
发展的最前沿。

学生将有机会学习
由经验丰富的教师
传授的基础编程。
学习如何编写机器
人代码是所有年龄
的学生都喜欢的事
情。我们都知道，科
技是未来的语言。
所以，让学生从小
接触科技是好事，
让他们走在潮流的
前面。

我们提供机会，让
年龄较小的学生与
父母一起体验新加
坡，旨在鼓励父母
与孩子建立亲子
关系，留下难忘的
回忆。

让学生有机会体验
两个国家！除了选
择新加坡的课程
外，我们还会安排
马来西亚新佛州一
日游。这可以令学
生有机会体验马来
西亚的烹饪、舞蹈、
文化，等等！

公共演讲与领
导力：

绿色科技: 机器人编程: 亲子班: 新加坡－马
来西亚文化
体验:



282727

新加坡短途旅行
和活动

新加坡有许多标志性
的建筑可供学生亲身
体验，包括鱼尾狮公
园、滨海湾金沙和海
湾花园。

著名的地标:

该行程是让以学术为
重点的学生参观新加
坡国立大学、新加坡
科学中心、国家博物
馆，并有机会与我们
当地的学生交流。学
生们可以利用这些与
当地人交流的机会，
与英语母语人士练习
英语，并从当地居民
那里了解这个国家。

教育参观:

新加坡 是多元文化
的熔炉。学生可以参
观唐人街、阿拉伯街
和小印度，体验这些
非常独特的地区美
食、购物和氛围。学生
还可以参加新加坡
文化工作坊，了解新
加坡文化欣赏的重要
性，并尝试蜡染画。

文化欣赏:

学生在营地的每一个
时刻都不会无聊，因
为我们的活动充满乐
趣，包括体育日、乌节
路购物、寻宝游戏、海
滩烧烤晚会和赛跑。

体育和活动:

我们的晚间活动同样
丰富多彩，以确保学
生从夏令营中获得最
大收获。晚间活动包
括：智力竞赛、游戏、
电影之夜、团队建设
练习，甚至还会学习
基本的急救技能！

令人兴奋的晚间
活动:

学生可以体验很多刺
激冒险的景点，包括
环球影城、冒险湾水
上公园、新加坡动物
园及可选的新佛州（
马来西亚）一日游。

充满乐趣的短途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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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对我女儿的支持、奉献和关怀。我
们真的很感激。特别感谢Dan（中心经理），
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现场处理我女儿
的问题。

日本家长——新加坡公共演讲课程

我上的英语课很有趣，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这个课程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们去了新
加坡的景点，它们都非常有趣和令人惊讶。我的老师叫Rodney。他善良，风趣，英语说得
很好。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当我站在很多人面前时，我学会了如何变得更加自信，如
何更好地用我的身体语言，如何更清晰地描述事情。我觉得我的演讲水平提高了。新加
坡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很干净，人们也很友善和漂亮，我喜欢这个国家。在第一天，我和
大家都不太亲近，但在旅途中，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想和我一起玩，这很有趣。

日本学生——新加坡公众演讲课程

这个课程非常吸引，尤其是有机会去新加坡
看看。这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城市，那里非
常多样化，到处都是令人惊叹的建筑。课程
非常有趣。认识来自不同背景和真实世界的
人是很有趣的。在这个课程之后，我对工作
环境及我将要工作的地方有了更多了解。那
里的人很坦率，也很乐意分享他们的经验。

意大利学生——新加坡定制课程

学生们从事编程和机器人技术的研究是非
常棒的。该课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向学生
介绍技术的未来，并鼓励他们以一种实际和
有趣的方式参与进来。

越南老师——机器人编程课程

我们一直很满意这种老师与学生共同参
与的方式，并使他们在此氛围中兴奋起
来。学生真地很享受他们每天做的实验。
我认为这确实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理解
绿色科技的概念。

中国领队——绿色科技课程

新加坡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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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学生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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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见我们的交流朋友，我很紧张，但玩得
很开心。我了解了新加坡，我做了关于日
本的演讲，非常棒。我觉得这个课程很有
趣，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在一 间小房
间里与新加坡的学生聊天。

日本学生（15岁）——新加坡学生交流

我一直想去澳大利亚，这堂课很不一样，
也很有趣。澳大利亚的房子和越南的很
不一样。我非常想去澳大利亚，住在寄宿
家庭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和这家人练
习英语。他们都很好。

越南学生（11岁）——澳大利亚远程寄
宿家庭交流

一开始我很害怕瑜伽，但它很不错。
我喜欢缓慢而放松的感觉。我想我每
次在学校有压力的时候都会这么做。

匈牙利学生（14岁）——瑜伽强化班

两年后我想去英国上大学，我发现这段
经历真的很有用，能帮助我明白大学和
学校有什么不同。我的讲师Adam对大学
生活和伦敦学院的课程非常了解。我参
加的讲座是关于商业的介绍，我学到了
很多有趣的东西。这使我现在更想去研
究商科学位。我肯定会把这段经历推荐
给其他同学。

罗马尼亚学生	（17岁）——英国大学点评
讲座

我的朋友去年到新加坡参加了蓝飞游学
夏令营，他说很好，所以我今年想参加网
上课程。我非常喜欢这节课，老师也很有
趣。我每天都练习口语，从开始到结束，
我变得更好了。我学到了很多对我有帮
助的东西，这非常有趣。

中国学生（13岁）——网上公共演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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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幸福
员工和学生的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以
确保学生的健康与快乐。

员工招聘

我们的员工要经过严格的招聘程序，包括多次面试、推荐信和资格审查，以及警方背景
审查(英国的DBS审查)。

员工培训

员工会接受全面的培训和入职培训，包括（但不限于）急救、保安培训和现场特定的健
康和安全培训。

学生引导

在学生引导期间，在课程开始时和在每次出游前，我们都会向学生提供在实地生活和
场外旅行的规则，以确保学生的安全。

住宿指南

我们会有一名受过急救训练的工作人员全天驻场。住所和教室都安装了闭路电视。保
安人员一天24小时值班。

短途旅行

在短途旅行期间，蓝飞游学工作人员会彻底监督学生，并严格遵守员工与学生的比例。
每次旅行都要带上急救箱，每次旅行前都要向学生们介绍任何特定地点的危险或违规
情况。

政策

备有招聘、保安、健康和安全政策以及风险评估，可在蓝飞游学网站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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