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春藤顶尖大学
规划之旅

2017年7月暑假 (7.09-7.16)

跟教育咨询师一起到美国为孩子选大学

温哥华: 
地址：418-2150 West Broadway, Vancouver, BC, V6K 4L9
电话：778 - 379 - 2653 / 604 - 428 - 6878

UBC: 
地址：217- 3800  Wesbrook Mall, Vancouver, BC  V6S  2L9       
电话:  778-588-0996 / 778-837-2128

白石: 
地址：203-1736 152 St, Surrey, BC V4A 4N4                    
电话: 778-294-6178

多伦多: 
地址：300-7100 Woodbine Ave, Markham, ON , Canada  L3R 5J2         
电话: 905-604-4988

上海: 
地址：Room 1104 Metro Plaza No. 555 Loushanguan Road, Shanghai, China 

电话: 86-021-63818781/86-021-63818101

客服微信：boyukefu
 

公司名称：BL Education Consulting Ltd.

公司邮箱:   info@bleducation.com



博宇教育独家出品
博宇教育继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规划之旅

美国顶尖高中之旅成功举办之后

现隆重推出了独家东部常春藤大学教育规划亲子之旅项目

通过此次行程，

家长们可以与孩子分享教育成长中重要的一课
——为孩子理性选择大学

学生们可以通过对世界顶尖大学的游历参观
明确未来方向把握人生，选择成功的机会，为自己规划未来



常春藤顶尖大学规划之旅
为您揭开藤校光环背后的故事
“常春藤大学”除了所谓的名校光环的背后，还有那些你不了解的秘密？ 

 当年的“师哥师姐”如何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参观大学 （2017 US New排名） 地理位置 独家行程安排一览

普林斯顿大学 （1） NJ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

哈佛大学 （2） MA 校园参观+设计学院参观+学生座谈 

耶鲁大学 （3） CT 校园参观

哥伦比亚大学 （5） NY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7） MA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

宾夕法尼亚大学 （8） PA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0） MD 校园参观

布朗大学 （14） RI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

乔治城大学 （20） DC 校园参观

MA 校园参观波士顿学院 （31）

校园参观+招生会参与纽约大学 （36） NY

校园参观罗德岛设计学院 RI

访问学校清单



行前教育规划会议

特别企划｜博宇独家

介绍行程的注意事项和具体安排

指导学生如何在行程中发掘自己的兴趣和喜爱的专业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1 全程博宇教育咨询师、咨询师助理，二人随团，全程实地讲解

2 全程不仅仅是参观学校，更是与当地学生面对面交流，

   进入一般学旅无法参观到的深度

3 家庭参与全程，与咨询师互动，招生官互动，当地

   毕业生互动，全方位定义职业和专业规划

4 每天总结回顾，学生学会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以及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适合学生
G9-G11 志向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学习的学生（部分优秀的

8年级学生可以参与）+ 每个家庭需要有1方父母陪同

家庭收获
全程深度访问美国代表性名校，明确专业和选校

对学生的教育规划和专业方向将有清晰的认识和反思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以及方向，渐渐明确职业方向

全程教育亲子游与教育专业人士深入探讨规划之路



2:00pm -4:00pm 10:00am-12:00pm
具体安排
RISD-艺术家的摇篮
Brown-世界精英的学府

具体安排
Yale-文科生的梦想

独家备注
参观罗德岛设计学院
参与布朗大学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独家备注
耶鲁大学定制游

7月11日，周二

第三天
罗德岛 & 纽黑文市

2017年2月-5月 筛选报名

全天

报名地址：
418-2150 West Broadway, Vancouver 

独家备注
贵族云集的学院，波士顿五大学院之一

项目日程安排

报名
博宇教育温哥华总部

7月9日，周日

安排住宿、分配提醒游学任务

Boston College （以航班到达时间安排为准）

第一天
温哥华至波士顿

7月10日，周一

9:00am-1:00pm

具体安排
1 哈佛大学教育规划深入之旅
2 深入参观哈佛大学以及与当地团队
    进行交流和分享沟通
3 明确学生对于美国大学的深入认知
4 激起学生对未来专业和就业的思考

独家备注
参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独家备注
1 博宇教育哈佛大学当地团队带领，
    全体参观哈佛大学
2 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内部，
    肯尼迪学院内部参观并且讲解和交流
3  与哈佛大学学生座谈会

2:15pm-5:00pm 

具体安排
MIT-STEM的乐土

第二天
波士顿

7月8日或之前

行前安排会议/联系地址
418-2150 West Broadway, Vancouver

独家备注
再次确认行程 
咨询师与学生充分交流

行前指导 
博宇教育温哥华总部



7月12日，周三

10:00am-12:00pm 

独家备注
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项目日程安排

第四天
纽约

7月13日，周四

10:00am-12:00pm

具体安排
NYU-曼哈顿市中心的顶尖大学

具体安排
Columbia-名人辈出的地方

2:00pm-4:00pm 

独家备注
感受纽约的城市氛围

具体安排
洛克菲勒中心等城市游

独家备注
参与纽约大学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具体安排
漫步华尔街

独家备注
了解华尔街历史

2:00pm-4:00pm

第五天
纽约

7月14日，周五

10:00am-12:00pm 

独家备注
参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第六天
普林斯顿、费城

具体安排
Princeton-基础教育雄冠全美

2:00pm -4:00pm 

独家备注
1 参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会以及校园参观
2 参观沃顿商学院

独家备注
咨询师与家长互动，
帮助家长了解规划过程中可能的问题

具体安排
UPenn-最具活力的常春藤大学

8:00pm-9:00pm

具体安排
家长座谈会

7月15日，周六

10:00am-12:00pm
具体安排
JHU-综合排名前十的大学

3:00pm-5:00pm

独家备注
参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8:00am-9:30pm
具体安排
学生结业分享会以及总结

独家备注
咨询师与学生互动
帮助学生全面掌握行程中的信息和资源

具体安排
Georgetown-美国首都的精英大学

独家备注
参观乔治城大学

具体安排
华盛顿掠影

独家备注
参观白宫等地方

2:00pm-3:00pm

第七天
华盛顿



7月16日，周日

独家备注
乘飞机返回温哥华

项目日程安排

第八天

报名咨询

华盛顿

具体安排
返回温哥华

客服电话：604-428-6878/778-379-2653

报名地址：418-2150 W Broadway, Vancouver

客服微信：boyukefu

二维码：

* 部分行程会根据情况有变动，最终解释权归博宇教育咨询规划公司所有

博采众长
宇众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