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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内容: 

 进入美国知名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参与教育理论，教学技能及通用教学法 专业培训. 

 名校访问交流 （哈佛大学、MIT）,学校访问，师生交流 

 走进美国学前、小学、中学实习操练，参与日常课堂教学及教学管理，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了解北美教学及学校管理模式，体验美国顶尖公立及私立学区教学氛围 

 获得由学生实习学校的校长及指导老师核发的美国教育及教学培训证书和实习证明。 

 和美国学生家长家庭及老师们共同生活，学习，工作，参与丰富的课外活动。 

 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增强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为赴美深造、工作或国内就业打下基础。 

 课余时间，徜徉美国东海岸历史文化名城，参加丰富的文化交流和游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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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赴美教育实习项目，旨在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个进入美国大学进行专业技能岗前培训，以及进入美国公立和

私立中小学，接受与自身职业发展规划相关的学习及实习机会。项目是目前国内唯一针对：涉外专业、教育

及师范类专业、汉语相关专业的优秀学生，以及对教育行业感兴趣的同学设计的专业见习活动。得到了美国

教委及多所业界名校及名师的支持，实践基地覆盖美国多所优秀公立及私立的学校，学生们可以入校，入课

堂体验真实的教学环境，和美国学生，家长，老师们共同成长。 

【项目地点】（根据当地院校计划及学生个人专业情况安排） 

东海岸：波士顿地区（培训及中学实习）、华盛顿地区（学前及小学实习）  

【项目运行】 

住宿及用餐标准：寄宿家庭(1-2人/家庭)；或酒店及公寓（1-2人/一间） 

一日三餐，单独的住宿房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交通便利或寄宿家庭接送。 

报名时间：即日起-2018年 6月 6日（每个学校实践名额有限，请同学尽早提交申请） 

项目时间： 2018年 9月中下旬-11 月（期间的 2个月时间） 

项目名额： 12-15人 

【申请条件】 

1． 针对人群：本科在读，希望未来从事学前、小学、中学教育教学工作，或相关专业在读 

2． 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能力，能够和美国的学生和家长沟通，通过主办方及学校遴选及测试。 

3． 身体健康，能提供真实的在校和个人证明材料（包括在校证明和语言成绩证明） 

4． 在校期间，无任何犯罪及不良记录。 

5． 能承担项目支出和提供要求的证明文件（报名同时需要尽快办理护照信息）  

【项目咨询】 

校内请联系教务处 021-62232571  

bge@admin.ecnu.edu.cn 

 

美方接待及全程联络，思行践习上海办公室 

021-39982759 

联系人于老师 微信：18121080255/咨询 QQ: 1342564429 

Us-program@thinkac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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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内容及行程安排】-表1 

时间 地点 日程安排 

DAY1 波士顿 上海-抵达，安排入住，熟悉环境 

Week1 

 

和周末 

波士顿 

美国知名 

大学：马萨诸塞州

立大学和哈佛大学

（波士顿） 

美国大学专业培训(教育系)和课程及活动 

 充分了解美国的教学及教育理、课堂管理、学习不同种类的教学方法背

景和使用方法等 

 学习教学技巧及教学材料的运用，以及面对不同背景学生的教学方式。  

 和在职及富有经验的在职教师及当地专业领域的学生们交流，获得宝贵

的经验。 

 中美教育对比和美国大学及中小学教育 

 实习岗前培训及注意事项等 

课时备注： 

上午约 2小时 开学典礼（第一天）/教育理论及教学技能、教学方法培训 

下午约 2小时 中美课堂比较，大学课堂观摩和演练 

五天： 总计 约 20课时。 

课余时间; 附近学区和周边大学访问（哈佛大学， MIT ） 

Week2-8 

 

美国优秀基础教育

学校 

详见 表 2 

波士顿（中学）或 

华盛顿（学前及小

学） 

 同学们将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及跟随不同的老师（Master 

teacher），入住各自接待家庭 或学校安排公寓。  

 观摩学前或中小学课堂，进行岗前培训及熟悉环境 

 全面参与美国学校的日常教学（中文和英文部）：教师会议；教材准

备；评分；家庭沟通，成绩评估及学生行为问题解决等。 

 了解美国通用的教学方法如何影响教学，优势及主要特点，考核制度

及成效。 

 参与课堂设计，进行课堂助教及实际教学演练，获得专业指导和学校

评价。 

 参与学生的课后辅导及完成家庭作业（中文或自身专业相关） 

 其他学科课堂见习和观摩 

周末 寄宿家庭 自由活动  或 和寄宿家庭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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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学校实习期间主要安排】-表2 

时间 实习内容 实习评估 

Week2  在实习期间的主要内容： 

实习第 1周： 

观摩实习学校课堂，熟悉实习学校环境及班级情况。 

了解相关学科的教学方法，优势及主要特点，考核制度及对学生

的要求和教学目标。 

参与学生的课后辅导及完成家庭作业 

1.由学校老师，给予

助教工作考评、学生

学习能力评价 

2.针对不足予以

指导 

Week3 实习第 2周： 

观摩实习学校课堂，熟悉实习学校环境及班级情况。 

了解相关学科的教学方法，优势及主要特点，考核制度及对学生的

要求和教学目标。 

参与学生的课后辅导及完成家庭作业 

帮助学校老师布置教室，准备教具，课前资料收集。 

1.由学校老师，给予助

教工作考评、学生学习

能力评价 

2.针对不足予以

指导 

Week4-8 实习第 3周-实习第 7周 

深入参与美国学校的日常教学：教师会议、教具准备材料收集、评

分；作业批改、成绩录入、课堂练习辅导等。 

根据学生个人专业及能力评估（由学校老师评估），符合要求的同

学：参与课前备课，课程内容设计，课程试讲等。 

教学演练可能的两种形式： 

1. 获得指导老师认可后，在主课老师的帮助下完成每周进行 1-2

次的课堂演练（内容需要经由指导老师及学校负责人指定及认可） 

2. 通过指导老师及课后训练班老师指导后，在统一教学计划外，

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教学试讲及训练，并获得参与学生及指导老师的

评价和指导（内容由负责老师指定范围，学生准备后，由负责老师

同意）。 

 组织美国学生兴趣课堂（提倡包含中国文化及中文元素） 

 参与学生的课后辅导及完成家庭作业 

实习总结会，和学生及老师的告别活动。 

1.由学校老师， 

给予课件准备、试

讲、课后辅助辅导评

分 

2.由学校老师及其他

负责人给予学生实习

评定和成绩 

3.表现合格的学生获

得实习证明 

4.获得学校主课

老师提供的实习

评价推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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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见习支持学校（大/中小学）（部分） 

【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分校-波士顿】 

建校于 1863年，140年以来对美国东北部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施展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麻省规模最大

的大学，也是波士顿唯一的公立大学。麻大的 32万校友遍及世界 5大洲，在各个领域均有突出的业绩和表现。代

表人物有美国著名的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

杰克·韦尔奇、美国前国会议员约瑟夫·肯

尼迪、世界上最大的求职网站创始人杰夫

瑞·泰勒 等，学校位于波士顿市区，地理位

置优越。UMASS-BOSTON是一所公立的综合性

大学，提供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教育课

程，涉及 90多个专业。 

 

【波士顿名校访问-哈佛和 MIT】 

哈佛大学和 MIT 均坐落于美国大波士顿地区的剑桥市，两所学校均为享誉世界的私立名校。 

培训和实习之余，学生有机会在名校访问活动中来到 哈佛大学和 MIT 进行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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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拉丁学校 Boston Latin School】-美国东部地区第一所公立中学 

波士顿拉丁学校是一所成立于 1965年 4月 23日的全日制公立学校，位于波士顿。它是波士顿第一所公立学

校，历史悠久，治学严谨,同时截止目前拉丁学校依然是波士顿学区最好的公立学校。每年，申请入校就读的学生

需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选拔，。2007年波士顿拉丁学校被选为全美最优秀的 20所高中之一（U.S NEWS & WORLD 

REPORT）.2012年，学校在全美前 100 所优秀中学中排名第 38位。 

校区位于波士顿市中心，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设施完善，被誉为哈佛本科生的摇篮，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

学生，每年有许多学生被包括哈佛大学和 MIT在内的多所美国名校录取。学校也毗邻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 MIT. 

【 Academy of the Pacific Rim Charter Public School】-全美排名前百的优秀学校 

环太平洋地区特许公立学校，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当地的著名公立国际学校，在全美排名前 100位， 

学校结合了东亚地区教育的优势，是亚洲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完美结合，重视家庭教育和个性化发展的同时，

也师资团队的学术能力要求严谨，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为当地社区的基础教育做出来了贡献，学校多年来致

力于帮助中小学教育和美国大学教育完美衔接，在提升学生学术能力的同事，也重视培养个人品格和综合素质。 

实习面向： 对未来希望从事教育（学前和小学、初中及高中）行业、或 在读相关专业的同学。  

每所学校实习名额：6-8人，名额有限，请有意向申请同学提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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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反馈】 

波士顿拉丁学校是一所非常优秀的中学，学生上进且自觉。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语言学习的乐趣。认真负

责的杨老师对于汉语教学与课堂教学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深刻的理解，让我受益很多。 

在传统印象中，美国学校几乎是寓教于乐，中小学只是学一些浅显易懂的知识，目的旨在激发学生对学

习的兴趣。但是，在波士顿拉丁学校，我们却隐约感受到了类似于国内的教育理念和方式。通过对波士顿拉

丁学校中文课程的观察，我发现在语言教学中，离不开听说读写。我的指导老师杨老师深谙这一特点，在课

堂上经常训练学生反复操练，进行分组报告、角色扮演、生词小考核随堂测验等方式进行巩固。有趣的是，

虽然与国内学生相比，美国的学生在课堂上更开放、思想上天马行空，但是一旦碰到考试、测验等关于课程

分数事宜，学生就会格外谨慎、细致、积极，这与国内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在实习期间，我观摩课堂，批改学生作业及试卷、帮助老师出考试题、参加学科课程教师例会、录入成绩，

还有幸为外国学生们授课。每一个教学环节，我都能感受到美国学生表现出的自由思考、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并且能与老师平等沟通，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其中只有少数学生有一丝腼腆。在课堂实践中，我深切地感受

到教师的任务更在于控制课堂节奏和学生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汉语语言文学  张诗雨】                                                              

我们实习的学校是位于美国波士顿市区的波士顿拉丁学校，学校是当地最优秀的中学之一，共培养了美

国的五位开国之父，四位哈佛校长，四位麻州州长，以及大批社会精英。在如此优秀的学校中实习，我们收

获颇丰。与在国内的实习不同，在 Boston Latin School 实习的两个月，结识了 7名优秀的数学老师，8门

数学课，30个各年级班级，完整授课 5节（计划内），其他授课 5节。很幸运的，我们还进行了名校访问、

当地中学访问。比如哈佛大学、MIT、东北大学、麻省大学等名校，还拜访了四所美国中小学。 

在实习之余，我们寄宿的家庭是在波士顿执教的老师的家庭，和老师一起上学，开会，回家。周末，有

非常充裕的时间，寻访遍美丽的波士顿，感受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和一起实习的同学购物，访问博物馆，

看球赛。    

                                               【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何雪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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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的地点是 Boston Latin School，是一所建于 1635年的中学，是波士顿第一所公立学校，历史悠久，办

学质量高，是当地最好的公立高中之一。生源质量高，学生需经过考试才能进入这所学校，且在这所学校也是时

常考试，因而学生通常都较为勤奋刻苦。 不同于国内教学环境，这里的物理教室摆放着物理实验用具，如弹簧测

力计 尺 砝码等。桌子并不是国内的摆放方式，往往是一张三人长的黑色木桌相对，六人一组，分成 5组，方便

学生分组实验，在实验中学习，桌上会放置书本的复印件和打孔机。在教室的正前方有白板，在侧边有投影仪。 

我作为助教就会帮助老师对学生提出的部分问题就行回答，同时启发他们加深思考，对于实验中出现的问题

给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同时给他们足够的信息，不仅仅知道错在哪儿了，还应该知道为什么错，如何改正。根

在实习过程中我发现：美国强调学生的独立自学，中国强调按照课程要求一步步进行，导致中国的学生虽然能力

出众但是缺乏一定的活性，美国的学生创造力强，学习兴趣浓厚，但是解题能力不如中国学生。美国课堂比较讲

究参与，所以物理课堂里实验比较多而且需要学生全身心参与，中国课堂比较讲究学生的知识吸收，所以很多实

验由教师完成且工具相对简陋。 

                                                            【华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  盛蕴杰 】 

 

 

【项目费用】 

合作学校免 申请服务费 

美国项目费：$7,350 (柒仟叁佰伍拾美金) 

费用包含： 

 所有培训费用、讲义费用和邀请函 

 在美国和国内的实训前培训，行前辅导和签证辅导费用 

 相关美国签证培训及预约费用、签证及项目申请证明等材料及翻译费用 

 在美国境内实习期间和统一活动交通费和接送机费用 

 在美国全程（行程内）住宿费（寄宿家庭/酒店/公寓）和餐费。 

 在美培训、实习及访问期间学校的相关场地，讲师及行政费用 

 中美国际旅行意外及医疗保险 

 中美两方派出的工作人员随团协助及24小时紧急服务 

费用不含：签证/个人证件费用 / 中美往返机票费用及个人活动和购物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