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岁, 周一至周五, 9点至15点

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
2021国际暑期班
6月21日-7月16日
我们的暑期课程为3至16岁的儿童
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活动，为期四周,
涵盖美术、烹饪、音乐和STEAM
课程（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与
数学）, 学生可享用校园的最新设
施、在交互式英语学习中，提升阅
读，写作，口语，听力，观察和演
讲能力。

名额有限，报名邮箱

summerschool＠uisgz.org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北路800号
+8620 8720 0517
utahloy.com/gz

您可以报名参加我们为期四周的暑期课程：学制为一、
二、三或四个星期，共有艺术和STEAM两大类课程供您
选择。

1. 早教课程（3-4岁)

2. 英语习得课程（5-7岁)

可以结识新朋友，还可以参加

配合适龄活动，运用英语学习

一系列实践学习活动来培养社

建立自信心和社交能力。

交技能、自信心和探索能力。

3. 英语习得课程（8-11岁)
通过在英语环境中体验各种精彩

4. 强化英语习得课程

（12岁以上)

的活动，鼓励孩子们多用英语来

提供功能性英语读写能力、社

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交机会，让孩子们使用英语，
培养他们的语言能力。

暑期课程的报名条件
暑期课程学费包括报名费、每日午餐、课程教材和远足(如有)。
往返于热门地点的巴士接送须经批准，并须缴付额外费用。

暑期课程费（包括报名费和每日午餐）

提前报名:2021年5月4日
(星期二)之前报名。

第一周:
6月21日 - 25日

1周课程费用:
3800元（人民币）

1周课程费用: 3400元（人民币）

第二周:
6月28日 - 7月2日

2周课程费用:
6600元（人民币）

2周课程费用: 6000元（人民币）

第三周:
7月5日 - 7月9日

3周课程费用:
8800元（人民币）

3周课程费用: 7900元（人民币）

第四周:
7月12日 - 7月16日

4周课程费用:
11500元（人民币）

4周课程费用: 9700元（人民币）

交通
往返校区的巴士服务提供两条路线，需要额外收费：
线路1: 白云/天河/珠江新城 500元/周
线路2: 越秀/番禺 1000元/周

缴费事项
申请人须于递交申请后七日内缴清全部学费，方可参加课程。如未能参加或退
出课程，恕不退款。注册及付款的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

在线注册

微信支付

UISG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2021 - Application Form
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 - 2021 国际暑期班申请表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with payment to UISG Admissions to secure your booking.
请填写好此表格连同缴费单据给招生部以保留学位。
Student's Name (as in passport) 学生姓名 (护照上的姓名)
Nationality 国籍

Date of Birth (Date/Month/Year) 出生日/月/年

Identity Document Number 身份证号码
Current School 现读学校

Current Class 现所在班级

Preferred Name (for classroom use) 建议课堂称呼

Programmes (1 to 4 weeks from 21 June - 16 July) 课程 (1至4周, 自6月21日至7月16日)
Attendance/Weeks 请选择你要参加的时间

(Students will be assigned to different age groups

学校会根据学生年龄安排不同的年龄组别)

21 - 25 June
28 June – 2 July
5 - 9 July
12 – 16 July

(6月21-25日)
(6月28-7月2日)
(7月5-9日)

Bus Required 是否乘坐校车

No 否

Yes 是

Zone 1 线路一 :
Baiyun 白云 / Tianhe 天河 / Zhujiang New Town 珠江新城
500rmb/week, 500元每周
Zone 2 线路二:
Yuexiu 越秀 / Panyu 番禺
1000rmb/week, 1000元每周

(7月12-16日)

Medical Information / Allergies / Food Requirements 药物或食物过敏 / 食物要求

Home Address 详细家庭住址
Mother’s Number 母亲手机号码

Father’s Number 父亲手机号码

Home Number 家庭电话

Email Address 电子邮件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 & Number
紧急联络人姓名及电话
I give permission for School staff to administer minor first aid or treatment to my Child when and where
required, and to give immediate medical assistance to my Child in the event of a medical emergency. I
certify that my Child has been kept up-to-date with vaccinations that are recommended for his/her age
group. I further certify that as parent of my Child,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and guarantee that my
Child has appropriate medical and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age that is valid for use, as UISG cannot and
will not cover any medical expenses relating to my Child. 我允许学校工作人员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为我的孩子提
供小型急救或治疗，并在发生紧急医疗情况时立即向我的孩子提供医疗援助。我保证我的孩子已经完成他／她年龄段应
有的疫苗接种。我进一步证明，作为我孩子的父母，我有责任确保并保证我的孩子有适当的医疗和意外保险，因为UISG
不能也不会承担与我孩子有关的任何医疗费用。
In order to enroll in the programme, full payment will be required within seven days of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Failure to attend or withdrawal from the programme, no refund will be given. The deadline for
registration and payment is Friday 11th June 2021. Any request for transfer or cancellation after successful
enrollment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Fees paid are non-refundable or transferable. 全部费用须在提交申请7日内
完成交费以确保学位。缺席或取消课堂不设退款。截止报名及付款日期为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课程报名一经确定
后不得更改或取消，所有已缴付之费用不设退款或名额转让。

Signature 签名

Date 日期

For RMB Payment

Account Name:

For RMB Payment Payments can be made by cash, WeChat
or bank transfer. Please remark student’s name, attendance /
weeks selected, and “UISG Summer School 2021” in the
payment slip as a reference. 学费可通过现金、微信或银行转账
支付。转账时请注明学生姓名，参加的时段及 “UISG 暑期班2021”。

广州誉德莱国际学校
A/C NO.:

8018 8010 0058 440
Bank Name:
广东华兴银行广州天河路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