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塞班美国文化深度游学体验之旅

USA Education & Culture Camp

游学看美国塞班站

YOUNG+向世界出发

Hello World  Hello Saipan



游学夏令营
营地介绍

USA Education& Culture Camp

游学看美国-塞班站
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海外领土

触碰美式文化，尽在指尖！
“The foundation of every state is the education of its youth”

美国很远，塞班很近！这个夏天，安信世纪
倾力为你打造“YOUNG+游学看美国”项目
，抵达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海外领土-塞班，
开启一段精彩的美国文化-深度游学特色之旅
”！

我们特邀塞班北马大学美国教授，带领学生
一起走进大学，同游塞班,探索北马博物馆。
同时安排学生走进市长办公室,走进政府机构
了解美国政治体系。

全程沉浸式真实互动体验,让学生近距离去了
解美国二战历史,文化与政治风采,感受美式教
育。Hello Saipan, Hello World!一次“微
“游学，一次大成长！



游学看美国-塞班站 6大看点

走进美国大学1

体验西式大学，踏进纯正的美式名校—北

马里亚纳大学，学习3500多年的文化变

迁。

2 跟美国大学教授同游塞班

跟随老师游历美属海岛，实地亲历历史遗

迹与北马大学老师一起同游美国塞班岛，

在旅途中把完成学习。

4 市长探访日活动

跟随与市长办公室零距离接触踏入美国政

府要地，零距离访谈，倾听美属海岛的今

生故事

3 走进政府
了解学习美国政府体系

解密美国政府的运作流程，从另一个角度

看世界,近距离了解美国政府机构体系构架

，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深度交流了解国情

概貌，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

5

由大学教授全程陪伴游览北马里亚纳
博物馆，追忆二战历史文化故事。

探索北马博物馆 6 户外研学-美式海岛

作为太平洋最重要的岛屿，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日美两军为争夺塞班岛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



A.美国文化专题讲座：
特邀北马大学教授就美国历史经济文

化做专题讲座

B.探索美国海岛：
跟美国大学教授一起同游塞班，近距

离了解美属海岛历史。

C.探索北马博物馆：
由大学教授全程陪伴游览北马里亚纳

博物馆，追忆二战历史文化故事。

课程结束会由NMC大学教师为每一位学生

颁发官方课程结业证书，并官方合影。

特别亮点行程特邀老师：
Professor 
Barry Wicksman

Professor 
Mr.Arthur De Oro

执教于北马大学社会经济学科超过25年之
久，毕业于纽约长岛大学。对美国政治与经济
，北马里亚纳群岛历史经济和亚洲地缘政治学
有多年深入的学术研究。

北马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

现就任于北马大学社区发展处，部门负责国
家管理委员会继续教育计划和赠款管理。毕业
于美国关岛大学，曾在美国军队、美国公立大
学和社区学院担任教育和行政职位超过25年
。对美国与北马当地文化经济深有研究。

北马大学社区发展处负责人



NMC大学

专题讲座

学习主题一：
美国政治/本地文化/历史主题讲座
走进北马里亚纳大学

讲座地点: 塞班岛北马里亚纳大学NMC

Northern Marianas College

讲座课题: 了解美国政府与政治体系概况

探究本地地理历史文化经济

讲座时长：半天

讲座形式：与大学老师面对面，聆听与互动

讲座收获：以学生为中心的体验式学习环境，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和了解美

国文化,历史,政治体系的机会，浸泡式环境中全方位听说英语，提高

整体英文沟通水平。体验美国文化，拓展视野。



学习主题二

活动概括：

近距离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基本框架
走进当地政府机构

活动日特别安排走进北马群岛政府机构,通
过实地参观近距离了解美国政府机构体系
构架，与当地政府官员进行深度交流了解
国情概貌，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

与当地政府官员面对面，精心安排主题相
关的各种活动和机构访问，并邀请特别嘉
宾演讲。介绍参观可拍照合影留恋。

联邦制（Federalism）

总统制（Presidential System）

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



0402

0301
Office of Rep Gregorio Kilili Sablan

CNMI Homeland Secur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U.S. Attorney of Guam and 
CNMI

Superior Court Associate

与国会议员近距离面对面
学习和了解美国议会制度
了解美国参议院和众议员

走进国土安全局
进一步了解美国政府机构职能

走进当地检察院
学习了解美国司法部门常识
了解美国议法职能

走进当地最高法院
学习了解最高联邦系统
切身感受美国法院体系和文化



Welcome to the NMI Museum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ontaining one of the largest 

collections of the life and culture of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 both past and present. 

The museum recently completed major 

repairs from damages it sustained from a 

catastrophic super typhoon and was forced 

to shut it doors to visitors and guest 

indefinitely.

学习主题三

学习地点：北马里亚纳博物馆

学习形式：北马里亚纳大学老师专业英文讲解

学习内容：日本统治时期，二战期间的文献资料
查莫洛和卡若兰土著民俗史料
西班牙,日本，德国统治时期故事

马里亚纳艺术

德日西收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 解放与重生

美国北马里亚纳博物馆
互动学习：与美国大学老师同游北马博物馆



二战纪念公园

近距离感受二战时期发生在这片太平洋海
域上的腥风血雨与沉甸甸的历史故事。

记录二战历史音像资料

二战追忆演播放映室



学习背景：作为太平洋最重要的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美两军为争夺塞班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参观路线：在北马里亚老师的带领下，游览塞班岛最经典的路线，鸟岛-万岁崖-自杀崖-日军最后司令部- 忠魂碑
学习收获：在大学老师的带队游览下，全面了解二战时期太平洋上这座海岛发生的故事与历史。

跟美国大学教授同游塞班
互动学习：零距离体验互动，与大学老师同游一起探索塞班

学习主题四

由NMC大学教师为每一位学生颁发官方课程结业证书



学习主题五
市长探访日主题活动

简要介绍:前往塞班市长办公室参

观，与市长面对面交流，由市长或

市长代表为学生演讲，

4大特色活动环节: 

互动-与市长面对面交流

学习-市长做简短政府专题

活动-户外海洋捡垃圾社区公益

证书-由市长颁发活动纪念证书



户外拓展训练基地-塞班岛军舰岛/环岛观光

塞班岛位于西太平洋,隶属于美国管理,有着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碧海、蓝天、椰子树……岛上风光旖旎、民风淳朴,
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除了美丽的景观,作为二战战场,塞班岛还留有当时美日双方交战的遗址。而
位于塞班西南部的军舰岛则被称为塞班岛的明珠，这里水清沙幼，常年风平浪静，海水透明度极高，而此次的户外拓
展训练基地则选择在这里。同时还会组织环岛观光，让学员了解二战与塞班的故事。

学习主题六



参考行程：MU北京飞塞班(6天&7天) / UO香港直飞塞班(5天/6天)

周二

周六

周六

航班

UO&M
U
6天5晚

UO
5天4晚

MU
7天6晚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天

启程 到达 返程
大学讲座 二战纪念公园

跟老师环岛

自由行

军舰岛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到达

大学讲座

参考日程方案

备注：
1.如遇周四/周日航班出发，市长探访日和政府机构参观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2.二战纪念公园周日关闭开放。

到达

大学讲座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返程

启程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军舰岛 返程

MU763 北京-塞班 15:55-00:30+1  MU764 塞班-北京 01:30-06:00

UO42   香港-塞班 21:30-04:25+1  UO43    塞班-香港 05:40-08:40

启程



周一

周六

周日

航班

3UGZ
6天5晚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启程
到达

返程
大学讲座 二战纪念公园

跟老师环岛
军舰岛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备注：
1.如遇周三航班出发，市长探访日和政府机构参观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2.二战纪念公园周日关闭开放。

启程
到达

大学讲座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军舰岛

启程
跟老师环岛

二战纪念公园 政府机构

市长探访日
返程

其他出发城市：
上海出发：3U上海直飞塞班（6天5晚）3U8674 上海-塞班 22:10-04:20+1  3U8648 塞班-上海 05:40-08:40 

广州出发：3U广州直飞塞班(6天5晚)   3U8645 广州-塞班 19:55-04:20+1  3U8645 塞班-广州 04:30-07:55 

3USH
6天5晚

3USH
6天5晚

到达

大学讲座
军舰岛

返程



出发地出发直飞塞班

直航直达，飞行时间
约4-5小时即刻到达
西太平洋美属海岛-塞
班，开始壹段精彩的
夏令营体验之旅。

DAY 1 DAY 2

上午:上午稍作休息，调整
时差。

下午：走进北马里亚纳大
学,开展美国历史文化经济
政治专题讲座,跟老师面对
面交流。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酒店午餐
晚上：欢迎晚宴-悦泰海鲜餐

上午：跟北马大学老师一起游
览塞班北部环岛，在老师栩栩
如生的带队下深度了解塞班的
故事。(8:30-11:00)
结束行程后，去参观北马群岛
博物馆(11:00-12:00)

下午：参观美国国家纪念公园。

早晨：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
晚上：营养晚餐(团餐)

DAY 3

行程方案：
UO：5天4晚/6天5晚.   MU:6天5晚/7天6晚



DAY 4 DAY 5 DAY 6&7

全天：
户外拓展，军舰岛一日游

推荐活动：
香蕉船，跳伞，自驾租车
UTV.Seatouch，上天入地活动应
有尽有。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军舰岛午餐
晚餐：团餐

备注：
选择5天行程,今日结束返程

备注：

选择6天行程，今日结束返程
选择7天行程，自由安排行程

返程回国

*MU 航班均延住为晚上22:30退
房

上午：市长探访日

下午：参观政府部门

早餐：酒店早餐
午餐：团餐
晚上：结束晚宴（悦泰第一晚餐秀）

备注：
4个政府部门，需要四选二

参考日程方案：
UO：5天4晚/6天5晚.   MU:6天5晚/7天6晚



交通：出发地往返塞班机票
住宿：全程住宿及热带风情早餐
接送：安排接送服务
餐食：行程所含餐食,欢迎晚宴

活动：北马大学老师带队北部环岛观光
北马大学老师带队参观博物馆
北马里亚纳大学老师历史文化学习讲座
参观市长办公室
参观市政府

学习：二战博物馆，战争探索博物馆参观。
赠送：大学讲座官方颁发结业证书

行程标准：



18

招募对象

年龄范围：7-18岁青少年（可家长陪同）

营地周期：北京直飞塞班 周二出发 6天5晚行程 周六出发7天6晚

香港直飞塞班 周六出发5天4晚行程 周二出发6天5晚
如遇周四/周二航班出发，市长探访日和政府机构参观不可以安排在周末

招募人数：10-20人

备注：北马大学老师游环岛&大学讲座&政府部门(最低参团人数需10人以上)



• TRAVEL WITH US FOR THE BEST D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