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磐远美国暑期亲子夏令营  

构筑孩子未来，掌握投资先机 



   2018 年的夏天，磐远将带给您独具一格的美国夏令营体验。美国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孩子来

参加夏令营？平常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城市真的适合吗？如何在短时间内体验并融入美国当地生

活？家长又如何能在陪同孩子出国参加夏令营时，获得美国商业投资的新知呢？别怀疑！答案通通

都在这里！快跟着磐远的脚步来一窥究竟，看看是怎么样的亲子夏令营课程，在孩子增进语言能力

与国际视野的同时，通过弹性的活动安排，让家长也能迅速掌握美国的商业环境动态与在美生活须

知！让您的夏天，与孩子一同收获满满，满载而归。 

 

        有别于纽约、洛杉矶等常见大城市的夏令营举办地点，磐远将带您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第一大城

夏洛特(Charlotte)来进行夏令营活动，一座真正适合在美安家与进行商业投资的城市。  

 

 

*为了保障亲子夏令营的高质量，每一期营队至多只接待 5 个家庭。 

                           *夏令营参加学龄以小学到初中最为适合。 



       拥有皇后之城别称的夏洛特，是全美国人口移入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仅次于纽约的第二

大金融城市，美国银行全球总部和富国银行东南总部便坐落于此，美国财富前 500 强企业中的

八强总部所在地。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为整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带来蓬勃的商机与投资机会。完善的教育体

系，为当地学生与国际学生提供优良师资与安全的教育环境。夏洛特是一个适合兼顾事业发展

与生活质量的首选城市。 

为什么选在夏洛特? 



为什么要选择磐远夏令营呢?  

磐远亲子夏令营三大核心理念 

★高效率 

•有效利用时间:  

         孩子开心参与夏令营期间，家长不

仅能参与投资系列讲座，也能享受家庭

时光一同出游，可谓一石三鸟。 

 

•迅速资源对接:  

    通过与北美华商会的合作，快速获

得在美经商投资与教育规划等一站式服

务，满足个人与家庭所需。 

★高规格 

•小型营队模式: 

    参加人数上限为五个家庭，拥有

合适的交流空间，同时保障家庭隐私

与私人空间，提供高净值家庭个性化

服务。 

•行程规划弹性:  

    配合家庭需求可调整行程节奏，

客制化安排孩子选择夏令营主题、家

长商业和教育规划面谈时间，以及家

庭出游行程。 

★高质量 

•精选合作伙伴:  

    与当地著名中小学校与文体机构合

作，确保孩子的夏令营质量。通过北美

华商会资源平台，确立合作商业伙伴诚

信与专业。 

•融入当地文化:  

    强调在美生活体验，融入当地文

化，享受美式社交活动，不再只是走马

看花的打卡行程。 



磐远亲子夏令营三大轴心主题 

        磐远亲子夏令营与传统夏令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除了儿童夏令营服务之外，特地加入了成

人赴美投资系列讲座，以及亲子时光行程。 

     

★儿童夏令营:      

        为期两周的暑期亲子夏令

营，拥有丰富多元的夏令营主题

让孩子做选择，全英文的语言环

境加上与当地学生互动，让孩子

们在营队参与的过程中，深入美

国文化核心，拓展国际视野，成

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   

★成人投资系列讲座:         

        磐远作为美国东南部地区第

一且唯一的亲子夏令营举办者，

也希望藉由投资讲座让家长能更

加了解美国的商业与教育环境，

够发掘出美国东南部的市场潜力

与投资机会，寻找到在美安家的

移居环境。 

★親子時光:     

    通过家庭时光的行程规划，

让亲子之间能一同体验且融入美

国当地生活，增进家庭互动，让

家长与孩子在参与的过程中，一

同学习成长，留下难忘且美好的

家庭回忆。         



关于本夏令营的优势 

★教学质量把关: 

    为当地著名的学校与文体机构承办，拥有丰富的经验，深受当

地美国父母孩子所喜爱，具有专业师资团队以及优良传统。 

★名额比例限制: 

        国际学生比例有限制，学员以美国当地孩子报名参加为主体，父

母无须担心碰到会有中国孩子团报导至英语学习成效不彰的困扰。 

教学质量把关 名额比例限制 



儿童夏令营精选院校 

1. Charlotte Country Day 

3. Charlotte Latin school 

        该校为全夏洛特市排学校综合排名第一名，

北卡罗来纳州总校排行第二名的私立中小学名

校，在夏洛特一共设有三个校区，为学龄从幼儿

园到 12 年级生(高中)提供完善且优良的教学。 

        Charlotte Country Day School 每年暑假，在

音乐、艺术、球类竞技、语文、科学和计算器课

程等各领域上，提供各式主题营队让小朋友选

择。孩子可以通过活动参与学习新知与技能，并

融入当地生活，大幅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2. Providence Day 

         拥有超过 1600 百名学生和超过 180 间的教

室，Providence School 为夏洛特市综合排名第二

名的私立中小学校，提供学龄从幼儿园到 12 年

级(高中)生完善且优良的教学，班级规模为十人

左右的小班制教学。不论在师资、学生社团活动

评鉴、课程质量以及高考成绩各方面表现上，皆

与 Charlotte Country Day School 不分轩轾。 

  

        学校的教育核心理念致力于将孩子培养成有

一位具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并勇于表达自己的

意见，同时通过老师与家长的适当鼓励，培养学

生勇于挑战不怕失败的求学精神。每年暑假会开

放数学、音乐、戏剧表演、球类竞技、语文、科

学和计算器课程等各领域上，各式主题营队让小

朋友选择。 

         该校 STEM 课程设计评比为全夏洛特市

第一名，综合学校排名第三名的私立中小学

校，全校学生人数超过 1400 名学生，与

Providence Day School 一样，为了维持教学

质量，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维持在十人上下

的小班制教学，同时也荣获美国教育部评价

为优等私立中小学校(Blue Ribbon School of 

Excellence) ，拥有优质且安全的教学环境。 

 

          Charlotte Latin School 的教育核心理念是

多元与包容，也因此在暑假期间，提供了广

泛的夏令营类型提供学生做选择。在烹饪、

音乐艺术、球类竞技、英文能力、科学和计

算器课程等各领域上，都设有专业师资团队

进行培训授课。  



 1.美国职篮 NBA 夏洛特黄蜂篮球暑期夏令营 

         美国奥运运动员训练场所在这里! 美国国家白

水中心(US National Whitewater center)为美国政府

核定的奥运项目训练场所，目前全美仅有七个州拥

有此项核可，因此让白水中心成为夏洛特著名的体

育综合训练中心。想要来挑战白水中心每年暑假所

举办一系列的体育活动营队吗? 无论是攀岩、泛

舟、野地求生等等都在这里，白水中心不仅提供孩

子安全的挑战环境，同时也能让孩子在不一样的环

境中增进英语能力并带来难忘的暑期营队体验。 

 2.国立白水综合运动中心 

    想要一窥美国职篮训练的秘辛吗?

想要一起体验美式篮球训练的方式吗?

想要在 NBA 球员的指导下增进篮球技

巧吗?热爱篮球的小朋友们岂能错过，

就让我们在黄蜂队的主场上，与同龄

的朋友们以球会友吧! 快来报名参加

NBA 夏洛特黄蜂队篮球夏令营，让孩

子留下最难忘的夏令营回忆，挑战不

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限定 7 至 14 岁儿童报名参加 

    这里是融合科学与欢乐的地方! 聪明的小小科学家们不要错

过!深受夏洛特家长与孩子们所喜爱的夏洛特自然科学博物馆

(Discovery Place )2018 年夏令营活动就要开跑啦！ 

    馆方每年暑假为 K-8 的初中和小学生举办各式自然科学主题

夏令营，例如计算机、机器人、生命科学、化学以及天文、乐高

积木营等等，通过实际操作课程，增进科普知识，启发孩子的创

造力，并提升自身英文能力。这是夏洛特当地最受欢迎的营队活

动之一，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快来 Discovery Place 让我们一

起挑战科学吧! 

儿童夏令营精选文体科技机构  

 3.夏洛特自然科学博物馆 



成人投资系列讲座 

       在孩子们开心地去参加夏令营之余，我们也会为家长们举办小型且高规格的全方位在美投

资系列讲座，使家长能更完善地了解赴美所需注意的事项，轻松获得美国生活相关信息与资

源，以便更快、更好和更稳地融入美国当地的主流社会和文化群体。 

 

       在经商投资方面，我们也将提供北美的商业环境介绍和实地的项目考察，并协助家长寻找

资源对接的合作伙伴，客制化服务提供每个家庭赴美所需的各项不同商业服务。 



成人投资系列讲座优势 

★多元赴美讲座主题     

本夏令营将提供一个系统性且多元的赴美投资系列讲座，通过高质量且高互动的讲座环境，让家长能

够自在的与各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深入的问答，获得充足的信息，并协助您寻找将来赴美经商投

资或是子女教育规划时的对接资源。 

★实地项目考察 

实地项目考察让家长能够亲自走访当地，并了解美国的商业投资环境，建立新的人脉与互惠合作关

系，使家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全面的投资指导，以做出最明智的投资决策。 

★客制化面谈 

针对有兴趣的领域及讲座主题，行程中将会另外安排时间让家长能够与讲师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服务，

保障其个人隐私，协助解决家庭赴美规划。 

多元赴美讲座主题 

实地项目考察 
客制化面谈 



文化体验与家庭时光 

        除了夏令营与投资讲座，磐远也提供家庭式套房，让您与孩子一同体验当地的居

住环境与生活步调，弹性的行程规划，让您可以自由地享受与家人一同购物、休闲以

及游憩等。周末时，也会举办家庭出游活动，让您与家人一同将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然

风光尽收眼底，开心享受与家人共度的每一刻。 

 

       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在第一周参与儿童夏令营、投资系列讲座以及周末的家庭出游

后，第二周的行程规划上是自由且弹性的，您可以选择与家人孩子一同出游、享受夏

洛特当地的特色美食景点，或是可以依照孩子的兴趣继续报名参加各种类型的夏令

营，也可以依据投资讲座中所感兴趣的投资专题，进行个人的面谈与项目考察，提供

个性订制服务。 



常见问题 Q&A 

1.我与我的孩子适合报名参加吗? 

    磐远致力于服务给要提早规划孩子赴美教育机会的家庭，如果您有在美国经商投资、移民、及

早为孩子进行教育规划等意向，我们诚挚地欢迎您，也很荣幸能与您一同参与磐远亲子夏令营。 

    为了确保家长与磐远亲子夏令营拥有共同的目标与理念，我们也会在报名时与家长们进行一场

简单的行前沟通，以确保磐远的亲子夏令营，能够确切符合您的需求与理念，从而协助您达成赴美

规划与梦想实践。 

 

2.孩子们的动范围在哪里? 

    孩子平日夏令营时间的活动范围，在校园的教学楼以及运动场为主，并不会离开校园，也有负

责的老师监督，所以在学童安全保障上家长可以放心。下午夏令营放学后，磐远也会负责将孩子接

送回父母身边，如果家长想要随行接送孩子上下学，也完全没有问题。 

 

3.孩子们如果在夏令营期间如果有语言上的适应问题该怎么办? 

    校方专业的师资团队，会确保孩子学习状况，也会耐心地与孩子沟通，磐远的工作人员也会协

助解决语言上的沟通阻碍。相信在夏令营队的参与过程中，孩子能藉由全英文的语言环境，提升自

身语言表达与学习能力。 

 

4.如果孩子生病或是出现健康问题该怎么办? 

    我们所合作的夏令营学校，都设有校医室、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及基本的医疗设施。如果碰到

需要急诊的情况，我们也会将学童就近送往合作的医院。 

 

5.夏令营的活动安排会很紧凑吗? 

    亲子夏令营的活动安排会依照个人喜好做适度调整。除了白天的孩子夏令营活动以及投资系列

讲座之外，基本上夏令营放学之后的时间都是家庭时间，无论您想要如何安排家庭时间一同体验当

地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提供相关信息与协助。 

       而在行程的第二周可以完全自主规划行程安排，无论是孩子想要继续参加其他类型的夏令

营，或是家长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美国商业和教育等相关信息，随时可以与我们工作人员预约面谈时

间。行程规划上是非常弹性的，我们也会全程协助您在美生活上的各式相关问题，提供个性订制服

务。 

 

 



常见问题 Q&A 
6.提前多久报名合适呢? 

为了维持夏令营的质量，夏令营是有名额限制的(每期营队限制为五个家庭)，先报先得。如果对本营

队有兴趣随时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随时您提供更进一步的相关信息。此外，出国前因为需要事

先办理护照、签证、相关材料以及机票等问题，建议至少提前二至三个月进行咨询以及报名。 

 

梯队时间表 (开放报名日:2018/01/31) 先报先得  

名额有限请把握机会 (每一梯队仅限五组家庭参加) 

第一梯队: 2018/07/08-2018/07/16 (共计 9 天) 

第二梯队: 2018/07/22-2018/07/30 (共计 9 天) 

第三梯队: 2018/08/05-2018/08/13 (共计 9 天) 

中国北京办事处: 

联络人: 李华 女士 

联络电话: 17801008839   

电子邮箱: amy.li@panorama-holdings.com 

 

中国上海办事处: 

联络人: 赵成涛 先生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601 越洋国际广场 38 楼 

联络电话: 18516769165 

电子邮箱: tony.zhao@panorama-holdings.com 

 

中国广州办事处: 

联络人: 梁世达 先生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30 号富力盈通大厦 41 楼 4108 室  

联络电话: 18613198428  

电子邮箱: kevin.liang@panorama-holdings.com 

 

美国磐远控股 Panorama Holdings: 

联络人: 秦文皓 先生 

地址: 6101 Carnegie Blvd. STE 103, Charlotte, NC 28209 

联络电话: (950) 404-78105 免国际长途话费直拨号码     传真: +1 (704) 817-7024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报名费用: 

39950 RMB / 每人 

36500 RMB / 第二位大人 或 孩子 

 

1、精品定制行程，仅限 5组家庭参加（家庭式公寓套房）； 

2、孩子的参加学龄建议在 15岁以下(小学和初中生为佳)； 

3、美国当地夏令营名额紧张，涉及到放假，需要尽快预定； 

 

4、费用包含： 

★住宿：行程内全程住宿，以及周末家庭出游酒店住宿费用；  

★餐饮：第一周午餐以及晚餐的就餐；周末出游就餐 

       (第二周为自由安排行程故不供餐) 

★用车：接送机及夏令营期间接送用车； 

★学费、资料费、证书费； 

★行程中入内景点的门票； 

★旅游意外伤害保险； 

 

5、自理部分说明： 

★签证费及签证服务费； 

★行李托运或超重费用； 

★国际机票(按照预定时的实时价格代收取)； 

★孩子夏令营期间午餐自理； 

★一切私人费用(例如:购物、上网、酒水、行程包含以外个人娱乐开销); 

★因个人疏忽、违章或违法所早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费用(例如:乘车不系安全带被罚等) 

★因个人原因滞留所产生一切费用 

 

6、退费规则: 

报名后因故不能参加活动时，请尽早来电告知；若于出发前 21至 30天取消订单，需收取旅游费用

全额 10%手续费；于出发前 11至 20天取消订单，需收取旅游费用全额 20%手续费；于出发前 4至

10天取消订单，需收取旅游费用全额 30%手续费；于出发前 1天至 3天取消订单，需收取旅游费用

全额 70%手续费；于出发当天取消订单、集合逾时、因个人因素私自脱队、及未通知不参加者恕不

退费。  

说明 



地址: 6101 Carnegie Blvd. STE 103, Charlotte, NC 28209 

联络电话: +1(828) 490-4420       传真: +1 (704) 817-7024 

                    (950) 404-78105 免国际长途话费直拨号码      

电子邮箱: info@panorama-holdings.com  

公司网站: www.panorama-holding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