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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瑞士萊辛美國學校夏令營 

瑞士的萊辛美國中學(LAS)介紹 

瑞士的萊辛美國中學(LAS) 創於 1960 年提供美國高中課程及 IB Diploma, 座落於風景

優美的阿爾卑斯山脈，並擁有多年的歷史及經驗，激發學生的各方面的專長及鼓勵學

生在學術、運動及美術方面的參與。學校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經由學校老師

及學生的溝通，建立及發展以“家庭”觀念爲主的學習環境。學校與家長及學生保持緊

密的關係，並提供從 7 年級至 12 年級，且國際學士課程或美國高中文憑的課程。為一

家國際中學，提供大學準備教育課程。致力於教育學生成為一個負責、創造力

及進入社會應負起的公民責任。 

7-11 歲夏令營（Alpine Adventure/AA 課程） 

12-14 歲夏令營（Alpine Exploration/AE 課程） 

15-18 歲夏令營（Alpine Challenge/AC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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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group Program 

AA Alpine Adventure (age 7-11) 

AE Alpine Exploration (age 12-14) 

AC Alpine Challenge  (age 15-18) 

1) AA 課程 7-11 歲參加 Alpine Adventure(AA 歲) 

2) AE 課程 12-14 歲參加 Alpine Exploration (AE)課程 

3) AC 課程 15-18 歲參加 Alpine Challenge (AC)課程 

7-11 歲(AA) 課程可選擇其中一項：英文/法文 

12-18 歲(AE/AC) 課程可選擇以下五種的其中一項 

a. 核心(Core Program)課程 

b. 英語（ELP）課程 

c. 法語 (French Immersion)課程 

d. 登山課程 

e. 藝術課程 (第一梯次，準備國際文憑) 

 

SIS 夏令營針對以上不同年紀作區分不同課程及團體 GROUP，每個課程團

體，都是早上上課，下午選擇不同的活動參加，課程及活動全程都有我們夏令

營教職員帶領，週末在萊辛 Leysin 旅遊。 

瑞士(SIS)夏令營提供 2 個梯次，每梯次是 3 週，如果連續參加 2 個梯次，

共 7 週，包括 2 個梯次間隔有一週學校會安排其他文化娛樂之活動. 

學生星期六預定抵達學校，預定星期五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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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 課程 7-11 歲參加 Alpine Adventure(AA 課程)，早上上課，下午活動 

學生們會分組,並且有老師全程陪伴. 

早上課程 

AA 的早上課程, 可以從以下的課程裡面挑選三種: 

(1) ESL(英文/法文為第二外語的課程) 

(2)電腦技能課(基礎的繪圖,還有軟體的介紹) 

(3)數學課(探索碎形數學以及其他有趣的數學知識) 

(4)環境課程(阿爾卑斯山的自然生態) 

(5)瑞士及這個世界(介紹課程裡面的各個上課地點的資訊) 

AA 的下午課程: 

• Our Environment 環境 

• Music & Theatre 音樂及表演 

• Computers 電腦 

• Arts & Crafts 藝術 

• French or 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英語或法文 

• Soccer，basketball，horseback riding，ice-skating...籃球，或足球或騎馬

溜冰 

• Large group games 遊戲 

• Hiking 健行 

• Campfire 營火晚會 

• Talent Show 才藝表演 

• Overnight trip to an Alpine hut 旅行 

• Montreux Jazz Festival excursion (first session)蒙投音樂祭 

2) AE 課程 12-14 歲參加 Alpine Exploration (AE)課程 

3) AC 課程 15-18 歲參加 Alpine Challenge (AC)課程 

AC 及 AE 的學生除了參加原本上午/下午的課程之外,也可以選擇參加核心課

程(Core Program)或是其他的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參加 AE 課程 12-14 歲 Alpine Exploration (AE)課程及參加 AC 課程 15-18 歲

Alpine Challenge (AC)課程都可以選擇以下早上主修課程或下午活動如下: 

http://www.las.ch/summer/alpinists-13/challenge/ 

• Acting and Theater 表演 - which is good if students want to learn to improv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http://www.las.ch/summer/alpinists-13/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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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ebra 1 and 2 代數 

• English literature 英文文學 

• French 法語 

• Leadership ( 2 hours classes) 領導學 

• IB Preparation for Extended Essay and Math (IB 作文準備課程) 

• Test Preparation SAT and TOEFL (2 hour classes) SAT & 托福準備課程 

• Creating Computer Games 電腦遊戲設計 

• Music Mixing  with Garage Band or other software 音樂與演奏 

• Creative Writing ( 1 hours classes) 寫作技巧 

• Playwriting 戲劇寫作 

• Piano 鋼琴 

• Singing 歌唱 

Beginning ESL * these two classes must pre sign up.  The others can sign up when 

they arrive at SIS 基礎英語課程 

Continuing 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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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活動概要: 

• Climbing: 爬山 

• Soccer: 足球 

• White-water rafting: 泛舟 

• Volleyball: 排球 

• Mountain biking: 騎越野單車的運動 

• Basketball: 籃球 

• Parapenting: 滑翔翼 

• Floor hockey: 地板曲棍球 

• Hiking: 徒步健行 

• Tennis: 網球 

• Ultimate Frisbee: 終極飛盤 

• Swimming: 游泳 

• Golf: 高爾夫 

• Horseback riding: 騎術 

• Skating: 滑冰 

• Strength Training: 重量訓練 

• Aerobics: 有氧運動 

• Arts and Crafts: 工藝 

• Cooking and baking: 烹飪烘培 

          
 

藝術、電腦、領導、數學、音樂、攝影、新聞、托福準備課程、SAT 準備課

程、英文文學、音樂寫作或是選擇專門在 ESL 英語課程或法語課程。 

AC 及 AE 的學生除了參加原本上午/下午的課程之外,

也可以選擇參加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a. 主修核心課程（Core Programs）的學生 

早上上主修課程，例如選擇:  藝術，電腦，領導人，數學，音樂，照相，新

聞，托福準備課程，SAT 準備課程，英文文學，音樂寫作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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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選擇課外活動 

傍晚參加團體活動 

週末旅遊活動 

b. 主修英文 ESL 課程的學生- 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早上主修 ESL 英語課程 

下午選擇課外活動 

傍晚參加團體活動 

週末旅遊活動 

c. 主修法文課程的學生- 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早上主修法文課程 

下午選擇課外活動 

傍晚參加團體活動 

週末旅遊活動 

d. 參加登山課程的學生- 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學習並享受在阿爾卑斯山上的活動 

學習野外求生, 裝備需求, 營養需求及觀察氣候 

參與健行 

獲得戶外風險管理以及定向越野還有登山的經驗 

e. 參加藝術課程的學生(15-18 歲的學生 Alpine Challenge; 

第一梯次為主)- 特殊課程(Special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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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國際文憑的準備, 包含藝術作品的創作 

下午選擇課外活動 

傍晚參加團體活動 

週末旅遊活動 

每週行程範例（週一至週五） 

07:00 Cafeteria opens 自助餐廳 

     Morning Classes 

12:00 Lunch 午餐 

Afternoon Activity & trip 下午活動及旅遊 

17:30 Cafeteria opens 自助餐廳 

19:00 Free Time  自由活動 

Evening Activity(Dorm ,Family ,All program) 傍晚活動 

        Good night (varies by age group ) 

 

週末行程範例（週六及週日） 

09:30  Brunch  早午餐 
        Departure for Excursion 準備出發旅遊行程 

12:00  Packed Lunch 午餐 

        Excursion 旅遊行程 

17:30  Dinner (at SIS or on the road ) 

        Evening Activities or return to SIS  

        Good night (varies by age group ) 

文化之旅 

1. AE 課程 12-14 歲參加 Alpine Exploration (AE)—西班牙巴塞隆納、義大利里維拉 

2. AC 課程 15-18 歲參加 Alpine Challenge (AC)—西班牙巴塞隆納、義大利里維拉 

 



8 

 

2017 費用及時間: 

時間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費用(CHF1:NT32) 

SIS Signature Program – 

第一梯次 (3 週) +1 週文化之

旅（共 4 週） 

6 月 24 日 7 月 19 日 CHF 9,800 

Standard Program – 

第一梯次 (3 週) 

6 月 24 日 7 月 13 日 CHF 6,800 

SIS Signature Program – 

第二梯次 (3 週) +1 週文化之

旅（共 4 週） 

7 月 22 日 8 月 15 日 CHF 9,800 

Standard Program 

第二梯次(3 週) 

7 月 22 日 8 月 9 日 CHF 6,800 

SIS Signature Program – 

第一梯次 (3 週) +1 週文化之旅

+第二梯次 (3 週)（共 7 週） 

6 月 24 日 8 月 9 日 CHF 16,000 

SIS Signature Program – 

第一梯次 (3 週) +1 週文化之旅

+第二梯次 (3 週)+ 1 週文化之

旅（共 8 週） 

6 月 24 日 8 月 15 日 CHF 18,500 

 

諮詢及協助代辦申請手續： 

瑞士萊辛美國學校台灣代表 

林肯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6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3F-2  

(禮仁通商大樓仁座，捷運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TEL:02-2781-8878 (總機) FAX:02- 2781-8829 

http://www.lincoln.com.tw  

lincoln8@ms18.hinet.net 

http://www.lincoln.com.tw/
mailto:lincoln8@ms18.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