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先閱讀這個部分。
當我們說．．．我們的意思是

BPS	������波士頓公立學校

年級	�������你孩童現在就讀的年級

語言	�������除英語之外，員工所運用
的語言 

時間	�������星期一至五，除非另外通
知

期限	�������開放申請的最後一天

ＦＣ／ＦＳ ����先到/先服務 

若交通資訊沒有列出，表示此課
程不提供交通接送。

波士頓公立學校第五階段
學區暑期學習課程

你知道參加暑期課程的學生在升入更高年級時有更多優勢嗎？ 
BPS有許多為不同學習者設計的暑期學程。大多數的課程都免費--但只有符合資格的學生能參與。 

想知道您孩童是否符合參與這些課程的資格，詢問他／她的校長、輔導員或老師。

	為夏日做準備！

2018年2月

你在尋找孩童暑期活動的優良構想嗎? Summer Stuff Jr�（孩童暑期

計畫）裡有許多! 在這些頁面裡，你會找到各式各樣的夏令營、課

程及活動－包含日間營隊、夜宿營、為有障礙兒童開放的營隊、課

程、學習及休閒機會，還有為家庭開放的活動。 

這裡許多的課程也都被列在PartnerBPS�org網站上。這是一個很好

的地方，讓你尋找你想從事何種活動，並有什麼樣的選擇。閱讀

Summer Stuff Jr�並圈出你孩童可能喜歡的選項。 或造訪ParterBPS�

org，並運用搜尋引擎找到你想要的課程。然後，造訪他們的網站或

打電話給他們。別對須繳費的課程怯步，許多營隊和課程提供獎學金或減額的學費，根據家庭經

濟能力調整。請提問！下一步，申請－現在就做，特別是如果你想申請財務補助。許多課程為"先

到，先服務"，它們很快就會額滿。若可以，請線上申請以節省時間。祝你好運，並有個美好的暑

假!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地點	�������28 Walker Street, Charlestow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 -下午 2:00 
聯絡	�������Laryssa Doherty, ldoherty2@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635-9597

報名	�������開放給所有學生

HARVARD/KENT	
ELEMENTARY	SCHOOL
SUMMER	LEARNING	PROGRAM	
(暑期學習課程)
這是一個為期５週，全天的學習經驗，
為就讀Ｋ２－３的學生開放。與ＢＣＹＦ(
波士頓青年及家庭中心)以及ＭＧＨ／Ｉ
ＨＰ(麻州綜合醫院/醫療專業人士學院)
合作，我們提供學習經驗，幫助預防暑
期學習缺失、促進有助在學校成功的社
會情緒技巧，並提供休閒機會，以確保
孩童健康。

為	����������就讀Ｋ２－３年級的Harvard-
Kent學生

地點	�������50 Bunker Hill Street, 
Charlestow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尚未決定
聯絡	�������Jason Gallagher, jgallagher@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635-8358

報名	�������所有學生必須就讀Harvard/
Kent。每年級招攬22-24名學
生，總共有７２名學生。 

HAYNES	EARLY	
EDUCATION	CENTER
SUMMER	SCHOLARS	
PROGRAM	(暑期學者課程)
The Haynes Summer Scholars課程為支
持將升上Ｋ２的學生設計。此課程希望
支持學生適應學校環境以及校方期望。
另外，我們的希望是促進正面的社區／
情緒技巧，並發展閱讀、寫作以及數學
基礎。

為	����������將升上Ｋ２的學生
地點	�������263 Blue Hill Avenue,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 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 - 下午2:00
期限	�������申請表格必須在６月６日（

星期三）之前完成並帶至學
校。

聯絡	�������Janella Isaac, jisaac@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635-6446

報名	�������對Haynes Summer Scholars 
Program 有興趣的家庭將會
被邀請提交一份申請表。家
庭將會被通知入學、提供一
份歡迎文件，並通知所有重
要的課程日期。

MCKAY	K-8	SCHOOL
MCKAY以及OTIS暑期學業增強
課程	
此課程提供來自McKay以及Otis的學
生優質的學業暑期課程，也有高品質
的機會差距縮減活動。此課程也提供
家長們可靠、可信任的教師，提供安
全、支持性的課外學業課程。

為	����������選自McKay 以及Otis學校的
學生。

地點	�������122 Cottage Street, East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８：3０至下午３：０

０
聯絡	�������Jordan Weymer, jweymer@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635-9597

報名	�������學生由教師以及支持員工挑
選，他們運用正式及總結衡
量數據，包含DIBELS(基本
讀寫能力指標)，Fountas and 
Pinnell, Everyday Math End of 
Unit Assessments(每天數學
單元總結衡量), 教師創造衡
量、以及由學生教師採集的
定量數據。

QUINCY	ELEMENTARY	
SCHOOL
SUMMER	LEARNING	ACADEMY	
(暑期學習學院)
我們的暑期課程希望透過許多活動及有
意義、嚴謹的ELA (英語文學)及數學方
面教程，為我們學生的學習及成長有正
面的影響。

為	����������K-5年級
地點	�������88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 下午2:00 
聯絡	�������Wai Chin Ng, 617-635-8497, 

wng@bostonpublicschools�org

BPS	DEPT�	OF	EARLY	
CHILDHOOD	
（ＢＰＳ兒童早期教育部門）	
SUMMER	EARLY	FOCUS　
ＢＰＳ兒童早期教育部門透過教程、職
業發展以及輔導，改善教程品質，並幫
助所有學生為在ＢＰＳ的強健學業課
程做準備，在學年間以及暑期。我們為
將升上Ｋ2－3年級的學生發展Summer 
Early Focus計畫以及教程。

為	����������Ｋ０－２年級，ＤＩＢＥＬ
Ｓ（基本早期讀寫能力動態
指標）在基準以下，能透過
暑期經驗受益的學生，包含
ＥＬ（英語學習生）以及Ｓ
ＷＤ（有障礙）學生。 

地點	�������尚未決定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2:30
聯絡	�������Blaire Horner, bhorner@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635-9063

報名	�������我們招攬ＤＩＢＥＬＳ（基
本早期讀寫能力動態指標）
在基準以下，能透過暑期經
驗受益的學生，特別注意不
需要ＥＳＹ（延長學年）
環境的ＥＬ（英文為外語學
生）以及ＳＷＤ（有障礙）
學生。

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
bostonpublicschools�org/
earlychildhood/home       

EDWARDS	MIDDLE	
SCHOOL
暑期學習學院
融入性的夏日學習學院，有專案計
畫為主、包含科技及創新的學習方
式。

為	����������我們歡迎現就讀5至8年級的
學生， 加入我們融入性的
課程。我們期望學生每天出
席，準備好做出個人性參與
並團隊合作。

報名	�������學生受邀參加，主要透過教
師推薦以及家長要求。 

YOUNG	ACHIEVERS	
SCHOOL	OF	SCIENCE	&	
MATH
SUMMER	ACCELERATION	
ACADEMY	(暑期加速學院)
學生在ＭＩＴ校園裡沉浸在創意寫作、
程式語言、電玩設計、以及運動課程。與
Athletes Without Borders以及認證教師合
作提供，此課程將幫助學生避免暑期學
業缺失，並發展有助職業成功的技巧。

為　  ����������４－５年級
地點	�������77	Massachusetts	Ave,	

Cambridge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５日
時間	�������早上8:00	-下午	5:15	
聯絡	�������David	McAuley,	617-

296-1120,	dmcauley@
youngachieversschool�
org

報名	�������高需求、低學業表現的學生
網站	�������youngachieversschool�

org

AFRICAN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EW	ENGLAND	
INC	(ACEDONE－NEW	
ENGLAND非洲社區經濟發展
股份有限公司）
ACEDONE	暑期學業增強課程
The ACEDONE暑期學業增強課程是
依據表示暑期學業參與課程能縮減
低收入學生以及其同儕成就差距的
研究結果所開設。我們服務來自非
洲東部的社區已達１４年，此計畫
是學生暑假最喜愛的一部分。

為	����������１－８年級
地點	�������Hennigan School, 200 Heath 

St�, Jamaica Plai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至下午 3:30 
費用	�������免費
聯絡	�������Abdulkadir Hussein, 617-412-

6845, abdulkadir�hussein@
acedone�org

接下頁

為家有就讀波士頓公立學校小學年齡孩童的家庭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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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請在線上完成報名申請表。
我們鼓勵家長造訪課程，參
觀課堂並與教職員工見面。

網站	�������acedone�org       

BOSTON	SCORES
BOSTON	SCORES	-	SUMMER	
LEARNING	ACADEMY	(暑期學習
學院)
我們的Summer Learning Academy服
務１４０名就讀Mario Umana以及
Grew，將升上４、５以及６年級
的學生。學生參與ＢＰＳ暑期學習
課程，由持證的教師教導，以及足
球、藝術及校外教學，由Scores 教練
輔導員領導。

為	����������４－６年級　
地點	�������29 Germania Street, Jamaica 

Plai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2:30
費用	�������免費
期限	�������6月1日
聯絡	������� Ive Mendoza, 617-553-4705, 

ivelisse@bostonscores�org
報名	�������學生須在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

之前，在其學校主要辦事處
報名　

網站	�������www�bostonscores�org     

BOYS	&	GIRLS	CLUBS	OF	
BOSTON
SUMNER	AND	HENNIGAN	BOYS	
&	GIRLS	CLUB
開放給就讀３、４以及５年級學生的暑
期課程 

為	����������就讀Ｓｕｍｎｅｒ以及Ｈｅ
ｎｎｉｇａｎ的３－５年級
學生

地點	�������200 Heath St, Jamaica Plai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８：００到校；早上８

：１５-下午１：００學業
課程；下午１：３０-４：
００加強課程；依家庭需求
可能提供延長學習時間

費用	�������$25會員費，為學年間；延
長學習日加收費用，如適用

聯絡	�������Josh Davis,617-994-4741,  
jdavis@bgcb�org, 

報名	�������學生將受邀 
網站	�������www�bgcb�org  

COURAGEOUS	SAILING	
FOR	YOUTH,	INC�
SWIM	SAIL	SCIENCE
Swim Sail Science (SSS)是一個不收費、
有趣、為期5週的課程，為將升上4及5年
級的學生設計。這些學生被辨認有暑期
學習缺失風險，並能從暑期課程受益。
我們提供參與人以提問為本的教程，以
及在ELA、數學、科學、帆船以及游泳方
面的活動。

為					3-4年級，就讀Harvard-Kent, Eliot, 
Warren Prescott, 以及 Orchard 
Gardens的學生

地點	�������Courageous Sailing, Pier 4 ，
在Charlestown Navy Yard, 
Charlestow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下午 3:15 
費用	�������免費
聯絡	�������Ashton Smith, 857-452-1763, 

ashton@courageoussailing�org, 
agalego@bostonpublicschools�
org, jen@courageoussailing�org

報名	�������學生由招募負責人在特定學
校辨認

網站	�������www�courageoussailing�org    

BPS	第五階段繼續

HALE
HALE	OUTDOOR	LEARNING	
ADVENTURES	(戶外學習冒險)
Hale 與合作學校共同提供高品質教
育以及營隊課程，經證明對青年有
正面的影響。

為	����������來自Channing, Chittick, 
Clap Innovation, Grew, 
Ohrenberger,以及 Russell的
3-4年級學生

地點	�������Hale Reservation 80 Carby St 
Camp site, Westwood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 4:15 
費用	�������免費
聯絡	�������Patrick Francois,781-326-1770, 

pfrancois@halereservation�org
網站	�������www�acresofadventure�org     

HARLEM	LACROSSE		
(曲棍球)
HARLEM曲棍球暑期學院
在Harlem曲棍球暑期學院，學生參
與數學及英語文學教學、社會情緒
學習、曲棍球練習以及許多戶外教
學。

為	����������5-8年級
地點	�������5 Mildred Avenue, Mattapan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 -下午 2:00 
費用	�������免費
聯絡	�������Adrian Heneveld, adrian@

harlemlacrosse�org, 616-450-
7135

報名	�������參與任一有Harlem曲棍球隊
駐校的學生，都可報名此暑
期課程。

網站	�������www�harlemlacrosse�org      

HORIZONS	GREATER	
BOSTON
DEDHAM國家夏日節目的視野
戴德姆國家日視界為來自波士頓和
戴德姆社區的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
免費的學術補習夏季課程。

為	����������K1-9年級
地點	�������90 Sandy Valley RD, Dedham
交通	�������有
日期	�������6月28日至8月10日
時間	�������上午8:00至下午3:00
費用	�������每個家庭50美元的註冊費以

支付處理註冊和醫療表格的
費用。

聯絡	�������Meredith Laban, 781-915-
2626, mlaban@dcds�net

報名	�������應用程序和教師建議是必需
的

網站	�������horizonsgreaterboston�org       

INQUILINOS	BORICUAS	EN	
ACCION,	INC�(IBA)
IBA	SUMMER	LEARNING	
PROJECT	(暑期學習計畫)
IBA為期5週的數學習計畫，在South 
End的Blackstone Innovation School裡舉
行。這是一個學業進取、藝術融入
的課程，幫助40名英語學習生(EL)為
升上2及3年級做準備。

為	����������1-2年級, 英語學習生
地點	�������380 Shawmut Ave, Boston
日期	�������７月２日-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8:30 - 下午2:45
費用	�������免費
期限	�������請在5月15日之前提交申請

表
聯絡	�������Lauren Bard, 617-535-1731, 

lbard@ibaboston�org
報名	�������線上報名www�ibaboston�org/

afterschool-summer-learning/
網站	�������www�ibaboston�org       

JOSEPH	M�	TIERNEY	
LEARNING	CENTER
SUMMER	LEARNING	PROJECT	
(暑期學習計畫)
暑期學習計畫提供ELA(英語文學)以
及數學教程、加強以及休閒活動，
目標為減少暑期學習缺失。由認證
的BPS教師指導。

為	����������3-4年級
地點	�������125 Mercer Street, South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4:00  
費用	�������免費
聯絡	�������Jose Sotz,617-850-9157,  

jsotz@beaconcommunitiesllc�
com

註冊組	����線上
網站	�������www�thetierneylearningcenter�

org 

SPORTSMEN'S	TENNIS	
AND	ENRICHMENT	CENTER
SUMMER	LEARNING	AT	
SPORTSMEN'S
學業及加強課程，目的為減少暑期
學習缺失。暑期學習提供學業幫助
及加強活動，包含科學、體育及校
外教學。

為	����������K2-5年級
地點	�������950 Blue Hill Avenue,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3:30 
聯絡	�������Thuan Nguyen, 617-288-9092, 

Tnguyen@sportsmenstennis�
org

報名	�������所有的BPS小學生都歡迎報
名

網站	�������www�sportsmenstennis�org

THE	STEPPINGSTONE	
FOUNDATION
COLLEGE	SUCCESS	ACADEMY		
(大學成功學院)
The College Success Academy 致力改
善波士頓學生的升大學率，與波士
頓公立學校合作提供課後以及暑期
課程，以提升他們的學業成就、社
會情緒能力、以及學生對大學的興
趣以及高中畢業認知，以及大學報
名及完成。 

為	����������５至８年級，就讀Edison, 
Jackson Mann, Gardner, 以及 
McKay的學生

地點	�������One Appleton Street, 4th Floor, 
Boston

交通	�������有
日期	�������2019年7月2日至5月9日
時間	�������暑期開放時間：時間　早上

7:45至下午3:30 
費用	�������暑期課程費用為８０元，以

涵蓋課程支出，包含前往課
程的交通以及有圖標的T恤
（Steppingstone的制服）。  

聯絡	�������Chris Parris, 617-423-6300, 
cparris@tsf�org

報名	�������教師在秋季提名４年級學
生，家長也可以直接向
Steppingstone提名他們的學
生。報名表有家長問券、學
生成績單、學生考試得分、
以及教師推薦信。

網站	�������www�tsf�org     

UMASS	BOSTON	-	GASTON-
CEHD	(TAG/ALERTA)
The Talented and Gifted Latino Program 
(有特殊才華的拉丁美洲裔學生計畫) 
以及Project Alerta，透過以專案計畫
為本的課程，以及一個營造學生文
化自尊和公民參與的學習環境，在
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裡舉辦這個加
速的５周學習課程，特別為支持拉
丁美洲裔學生以及英語學習生所設
計。

為	����������拉丁美洲裔學生以及／或英
語學習生，ALERTA並針對
就讀３至５年級的學生，以
及就讀６至１１年級的ＴＡ
Ｇ(有特殊才華)學生開放。 

地點	�������100 Morrissey Boulevard,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８日至８月７日
時間	�������早上8:45  -下午 3:15 
費用	�������校外教學將收取費用

聯絡	�������Norman Jiménez, 617-287-
7658,  
norman�jimenez@umb�edu

報名	�������招收學生是根據但不限制從
ＢＰＳ學校轉介

網站	�������www�umb�edu

YMCA	OF	GREATER	
BOSTON	(波士頓地區基督教
青年協會)
SUMMER	LEARNING	(暑期學習)
在下列地點提供的YMCA暑期學習課
程，是混和學業及加強內容、免費
的5週課程。家長須完成報名文件。
想取得更多訊息，與聯絡人見面，
或造訪ymcaboston�org網站       

@	THE	GARDNER	PILOT	
ACADEMY
為	����������K1-8年級
地點	�������30 Athol Street, All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30
聯絡	�������Jennifer Barrios, jbarrios@

ymcaboston�org, 617-549-8452

@	PONKAPOAG	OUTDOOR	
CENTER
為就讀King, Mendell, 以及 Winthrop 
Schools的學生

為	����������2-4年級
地點	�������Blue Hills, Canto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 -晚上 6:00 
聯絡	�������Ashley Charron, ashley@

crossroadsma�org，617-765-
7098,

@	THE		MARIO	UMANA
為就讀Mario Umana 以及 McKay 
Schools的雙語學生

為	����������K-2年級，雙語學生
地點	�������312 Border St�, East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 -晚上 6:00 
聯絡	�������Allison Singer, asinger@

ymcaboston�org, 617-512-8851

ZOO	NEW	ENGLAND		
(動物園)
SUMMER	LEARNING	(暑期學習)	
在Franklin Park Zoo的暑期學習，是一
個學習課程，混和BPS數學及ELA教
程以及動物園校外活動，有在學校
第五階段避免學習缺失的目標。

為	����������3-4年級，ESL學生，第一語
言為Creole (克里爾語)或西
班牙文

地點	�������1 Franklin Park Rd�,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聯絡	�������Rebecca Nuske, 617-989-3736, 

rnuske@zoonewengland�com
報名	�������由Young Achievers, Taylor, 

Haley, UP Academy Holland, 
以及 Chittick招攬的學生 

網站	�������www�zooneweng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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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CE	MANN	SCHOOL
暑期課程
此課程保證聾人以及重聽的學生能
持續接觸美國手語以及英語課程。
在暑期提供容易接觸的語言學業環
境，以確保學業進步以及避免聾人
以及重聽學生的學業退步。

為	����������聾人以及重聽學生
地點	�������40 Armington Street, Allston
交通	�������有
地點	�������７月２日至８月３日
費用	�������免費
聯絡	�������Melissa Brown, 617-635-8534,  

mbrown3@
bostonpublicschools�org

報名	�������所有在校學生都會收到參與
此暑期課程的申請表格。表
格將會被處理，然後學生將
被分派至特定課程。

MILDRED	AVENUE	K-8	
SCHOOL
EARLY	LEARNING	SUCCESS	
ACADEMY	(早期學習成功學院)
The Early Learning Success Academy 專
注在讀寫及數學能力方面，表現落
後年級標準的學生。此課程希望幫
助學生取得學業進步，讓他們為下
一學年做準備。

為	����������就讀K1 至３年級學生，專
注在讀寫及數學能力在年級
以下的學生。此課程專注招
攬ＥＬ以及特教學生。

地點	�������5 Mildred Avenue, Mattapa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8:00 - 中午
聯絡	�������Andrew Rollins, arollins@

bostonpublicschools�org, 617-
635-1640

報名	�������教師招攬讀寫及數學程度在
年級以下的學生。教師將與
家長溝通。

AMERICAN	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AL	
&	SOCIAL	SERVICES,	INC�
(ACCESS)
SUMMER	ENRICHMENT	
PROGRAM	(暑期加強課程)
ACCESS的暑期加強課程是一個為期
７週、詳盡的課程，提供學業及加
強課程、每週的校外教學以及體育
活動。在八月中旬兩週，有更多的
兒童照護機會。

為	����������K2-5年級，來自華人背景的
移民，英語學習生。請注
意，雖然我們大多數的學生
為華裔，我們也為來自其他
文化及種族的學生提供服
務。

地點	�������244 Massachusetts Avenue,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７日－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5:30 
費用	�������最高金額每位學生收取

$2,570，包含８-９週，含有
訂金、午餐、申請表以及
Ｔ恤。接受EEC (早期兒童
教育) 以及Voucher孩童。依
家庭收入調整費用。手足供
應打折服務。些許獎學金提
供。

聯絡	�������Ji-Sun Ham,617-426-1070,  
ep@chinatownaccess�org

報名	�������致電並詢問我們的暑期加
強課程(SEP)，或造訪在
Harrison Avenue的地點。若
有興趣，請盡速聯絡我們。

網站	�������www�chinatownaccess�org       

地點	�������86 Monmouth Street, 
Brookline

日期	�������6月19日－8月30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費用	�������每週$170-$405，根據週間

內活動調整。按需求的獎學
金提供符合資格的家庭，細
節在www�brooklineartscenter�
com/financialaid網站上。

期限	�������FC/FS
聯絡	�������Dalton Zogleman, office@

brooklineartscenter�com, 617-
566-5715

報名	�������線上報名www�
brooklineartscenter�com/
classes/summerartventures

網站	�������www�brooklineartscenter�com       

CAMP	HARBOR	VIEW
我們提供學生獨特的經驗，讓孩童
為孩童，建立自信，激發創造力、
拓展視野，並建立成功人生的技
巧。我們優越的夏令營經驗，以及
全年的課程，透過在他們人生中很
重要的階段提供改變人生的經驗，
幫助孩童想像一個通往成功的途
徑。這是一個融入性課程，為任何
有需要營隊成員提供社工支持。

為	����������5-8年級, 11-14歲 
地點	�������1946 Washington St�, Bosto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２３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4:30   
費用	�������５美金的報名費，用來處理

報名表單，但課程為免費。
若有需要，此費用也可免除
（請選擇申請費免除選項）

期限	�������FC/FS(先到先服務)
聯絡	�������Barak Soreff, 617-379-5500, 

bsoreff@campharborview�org 
報名	�������線上報名表在

ampharborview�org/contact/
applications-and-forms網站。
若課程已滿，報名者將會被
列入候選名單上。 

網站	�������www�campharborview�org           

CASTLE	SQUARE	TENANTS	
ORGANIZATION
SQUARE	ROOTS	SUMMER	
PROGRAM	(暑期課程)
Square Roots是一個ＥＥＣ認證的課
後以及暑期學習課程，提供孩童安
全及健康的環境，讓他們能受挑戰
並成長為學習者。

為	����������1-7年級, 6-14歲
地點	�������464 Tremont Street, Boston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5:00 
費用	�������$100訂金
聯絡	�������Sophia Mei, smei@cstoboston�

org, 617-482-4605 x107
報名	�������完成報名表，提供所有健康

及預防接種紀錄，在Square 
Roots家長手冊中簽名，並
完成任何額外的表格。

網站	�������www�cstoboston�org    

COMMUNITY	MUSIC	
CENTER	OF	BOSTON	(波士
頓社區音樂中心)
SUMMERARTS
SummerARTS是一個為期四週的課
程，為４－１４歲的學生提供許多
表演藝術課程。我們每天提供音
樂、舞蹈、戲劇以及藝術課程，以
及表演機會還有文化性校外教學。
我們位於波士頓社區音樂中心，一
間認證、非營利的音樂學校，在
South End。

為	����������K0-8年級,  4-14歲
地點	�������Community Music Center:  

34 Warren Avenue,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７月２０日
時間	�������早上9:00-下午2:00
費用	�������學費按照個人所選課程不

一。透過申請過程，有需要
學生將收到財務補助

ASA	HOOPS
暑期籃球營
為男孩及女孩

為	����������3-10年級, 7-16歲
地點		������BLS,　78 Avenue Louis 

Pasteur, Boston 
Windsor School, 103 Pilgrim 
Rd,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2:30
費用	�������$250-$275
聯絡	�������Brendan Smith, Coachb@

asahoops�com, 617-909-5990
報名	�������線上報名www�asahoops�com/

camps
網站	�������www�asahoops�com     

BIG	PICTURE	ART	HOUSE
BIG	PICTURE攝影研習班
Big Picture提供攝影以及電影課程，
由職業攝影師Jennifer Connelly教導。
小班課程，氣氛為部份夏令營、部
分藝術課程。這精品制的學習經
驗，讓學生能在波士頓附近旅遊，
並照相及拍攝影片。我們提供相
機。

為	����������5-8年級, 11-15歲
地點	�������136 Ruthven Street,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3:00 
費用	�������依研修班各有不同
聯絡	�������Jennifer Connelly, 781-696-

1138, Bigpicturearthouse@
gmail�com, 

報名	�������寄電郵至bigpicturearthouse@
gmail�com，為課程以及報名
資訊

網站	�������www�bigpicturearthouse�com    

BOSTON	BASEBALL	CAMP
波士頓棒球營
波士頓棒球營的任務，是提倡和諧
以及理解精神，並提供來自不同波
士頓區域的孩童與同儕做連結並學
習棒球的機會。

為	����������2-8年級, 7-14歲
地點	�������75 Turtle Pond Pkwy�, Hyde 

Park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9:00 - 下午5:00 
費用	�������$110,　涵蓋帽子、Ｔ恤、

以及所有器材的費用
聯絡	�������Michael McCarthy, 617-953-

5487, bostonbaseballcamp@
gmail�com

註冊組	����線上 
網站	�������www�bostonbaseballcamp�org      

BOSTON'S	BRIDGE	TO	
EXCELLENCE
SUMMER	LEARNING	ACADEMY	
@	TOBIN	K-8	SCHOOL
The Boston's Bridge to Excellence 
Summer Learning Academy 混和學業
內容以及專案為本的學習活動。學
生將取得嚴謹的ELS (英語文學)以及
數學課程，還有有趣的社會以及情
緒學習課程。學生完成計畫並在夏
日末家庭儀式中展示他們的成果。

為	����������K0-5年級，普通教育學生、
ＥＬ以及ＥＳＬ學生、有閱
讀困難學生 

地點	�������40 Smith Street, Roxbury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7:30 -晚上6:00 
費用	�������抵用券以及私人費用被接

受。請致電以取得細節。為
符合資格人士提供財務補
助。

聯絡	�������Dejon Rice, 857-246-
2984,  enrollment@
bostonsbridgetoexcellence�com

報名	�������想報名，聯絡enrollment@
bostonsbridgetoexcellence�com 
or call 857-246-2984�

網站	�������www�bostonsbridgetoexcellence�
org       

BOSTON	EXPLORERS
波士頓探索者－為孩童的都市營
Boston Explorers是一個都市的夏令
營，我們每天都從事這四件事：探
索波士頓 (坐船、騎腳踏車、搭乘Ｔ
並步行),　手工藝、以友善態度對待
大家、並享受時光。 我們注重遊戲
以及創作的自然過程，運用孩童的
好奇心，以全新及不同的方法探索
他們的鄰近區域。

為	����������２－９年級，７－１５歲學
生，其家庭資源拮据，並沒
有機會接觸高品質、孩童為
中心的青年課程。我們也致
力促進種族多元化；我們
80%的營隊成員為有色人種
孩童

地點	�������Hernandez School, 61 School 
Street, Roxbury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２３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30 
費用	�������每兩周課程收費$1,150，以

及$450為單車週。有需要學
生將收到財務補助。若想被
考慮，家庭必須完成申請表
內的財務補助部分

期限	�������申請期限為５月１號
聯絡	�������Alphonse Litz, 617-839-2029, 

alphonse@bostonexplorers�org, 
報名	�������家長／監護人完成並寄出一

份報名簡章。每堂課、每孩
童需要１００美金的訂金。
報名簡章在網站上: www�
bostonexplorers�org/registration

網站	�������www�bostonexplorers�org    

BOSTON	PLAN	FOR	
EXCELLENCE
DSNCS	SUMMER	SCHOOL	(暑
期學校)
The Dudley Street Neighborhood Charter 
school (DSNCS)提供為期５週的暑期
學習學院，為７０名將升上４及５
年級的學生開放。 

為	����������４－５年級，根據STEP以
及MCAS(麻州中小學綜合測
驗)標準閱讀及數學程度在
年級以下的學生。

地點	�������6 Shirley Street, Roxbury
日期	�������7月9日-8月10日 
時間	�������早上7:30-下午2:30
費用	�������沒有費用
期限	�������請在2018年5月15日之前提

交申請表
聯絡	�������Samuel Campbell, scampbell@

dudleystreetschool�org, 617-
922-7668

報名	�������優先權給予表現在年級程度
以下的學生。其他位置將以
先到先服務方法分配。 

網站	�������bpe�org       

B
BROOKLINE	ARTS	CENTER	
(藝術中心)
ARTVENTURES
 The Brookline Arts Center受歡迎的
ArtVentures課程透過有架構的計畫、
創意表達以及玩樂，把有趣的活動
與學習結合。每週的主題透過許多
媒介以及豐富想像力的計畫探索。

為	����������K2-6年級, 5-11歲
孩童	�������必須完成幼稚園 

日間夏令營＆課程
日間夏令營一般提供休閒、運動、藝術、加強以及校外教學。以電話聯絡所有夏令營，並取得更多

細節。除非另行通知，夏令營於星期一至五舉行。

繼續至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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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enters	for	Youth	&	Families		
(波士頓青年&家庭中心-BCYF)
暑期日間營隊及課程		
Boston	Centers	for	Youth	&	Families（波士頓青年＆家庭中心）提供超過50個鄰近區域內的日間夏令營以及課程。每個活動都不同，但你能預期你的孩童將參與藝術、手工
藝、休閒、健康及運動、校外教學、特殊活動、教育課程、舞蹈、戲劇、鄰近區域探索以及藝文活動。許多課程提供餐點並接受抵用券，或提供按收入調整的費用收取。所有
的營隊都經Board	of	Health(衛生局)認證。想找到所有ＢＣＹＦ為這個暑假所計畫的活動，請參閱2018	Summer	Guide（暑期計畫）。	這份指南在cityofboston�gov/BCYF
網站上。

LEAHY HOLLORAN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CAMP 
The LHCC夏令營提供我們社區的青年令人難忘
的夏日經驗。青年參與每日的教育課程、休閒時
間、以及每週的校外教學。

為	����������K1-6年級, 4-12歲
地點	�������1 Worrell St�,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2:00 或 

早上9:00 -下午5:00
費用	�������學生費用涵蓋校外教學以及特別課程。
聯絡	�������Lisa Zinck, leahyhollorancc@boston�gov,  

617-635-5150
報名	�������報名日期為５月９日（星期三） 

晚上６：００，地點在Leahy Holloran 
Community Center。

網站	�������www�boston�gov/departments/boston-centers-
youth-families/bcyf-leahyholloran       

BLACKSTONE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ENCIRHMENT ACADEMY 
為	����������5-12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30
費用	�������尚未決定

BLACKSTONE SUMMER YOUTH CONNECTION 
為	����������１１－１４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尚未宣布
費用	�������可負擔

CHARLESTOWN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SPORTS PROGRAM 
為	����������6-12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25日
時間	�������早上9:00－下午5:00
費用	�������$110／一週

CLEVELAND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SCORES SOCCER
為	����������９－１２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3:00；延長時間至晚 

上６：００
費用	�������$600為 6 週

SOUTH BOSTON (CONDON) SUMMER 
COLLABORATIVE JUNIORS CAMP 
為	����������5-6歲 
日期	�������７月－８月（尚未決定）
時間	�������早上9:00－下午3:00
費用	�������尚未決定

CURLEY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YOUTH ACTIVITIES PROGRAM
為	����������6-12歲
日期	�������７月－８月（尚未決定）
時間	�������尚未決定
費用	�������加入家長中心會員

CURTIS HALL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7-12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6:00
費用	�������費用調整，$85-$175

HENNIGAN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5-12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30
按收	�������入調整費用；財務補助提供

HOLLAND COMMUNITY CENTER  
"SUN & FUN SUMMER PROGRAM 
為	����������４歲９個月－１２歲 
日期	�������６月１９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7:30-下午4:00; 
延長	�������時間至晚上６：００
費用	�������尚未決定

HYDE PARK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CAMP 
為	����������8-12歲
日期	�������尚未決定
早上		������早上8:30 -下午4:30；延長日早上7:30 - 下

午5:30 
費用	�������TBD; 延長日將加收費用

JACKSON/MANN PRE-SCHOOL & SCHOOL AGE 
SUMMER PROGRAM (學齡前&學齡暑期課程)
為	����������2歲9個月-5歲以及5-12歲 
日期	�������尚未決定
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
費用	�������2歲9個月-5歲:$250/一週 

5-12歲:$190/一週

MENINO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6-12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
費用	�������$160／一週

MILDRED AVENUE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5-13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00－下午5:00；延遲接回家-下午5:30

（加收費）
費用	�������$150／一週

NAZZARO COMMUNITY CENTER  
LITTLE TYKES CAMP 
為	����������6-12歲
日期	�������６月１９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
費用	�������$125／一週

OHRENBERGER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S 
為	����������學前課程：３－５歲 

暑期課程：６－１２歲 
體操：３－１５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課前課程：早上9:00 -下午1:00
夏令	�������營早上８：００－下午４：３０；延長日

至晚上６點（多收＄３０費用）
費用	�������學前費用：$125/每週
暑期	�������課程：$145/每週

PARIS STREET COMMUNITY CENTER HARBORSIDE 
SUMMER CAMP 
為	����������６－１４歲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
費用	�������＄１００／每週＋$＄５０報名費*
*尚未決定，請來電 

PARIS STREET COMMUNITY CENTER  
GIRLS TEEN CENTER
為	����������１０－１４歲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9:00－下午5:00
費用				����$100/暑假為東波士頓居民；$150為所有其

他人*
*尚未決定，請來電 

PERKINS COMMUNITY CENTER SCHOOL AGE 
SUMMER PROGRAM
為	����������5-13歲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00-下午4:00
費用	�������只接受抵用券

PINO (東波士頓)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７-１３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00
費用	�������$75/一週;包含餐點

QUINCY COMMUNITY CENTER  
RED OAK SUMMER PROGRAM 
為	����������5-13歲
日期	�������７月３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早上8:30-晚上6:00
費用	�������請致電取得更多訊息

ROCHE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FUN CAMP & CAMP WRCC 
為	����������暑期夏令營：３－５歲 

Camp WRCC:６－１１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3-5歲: 早上8:30 -下午 1:00  

6-11歲: 早上8:30 -下午 3:00
費用	�������3-5歲:$150/一週 

6-11歲: $175/一週; 
包含	�������早餐及午餐

ROSLINDALE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4 (已完成Ｋ１)-5歲 以及7-12歲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
費用	�������$175/每週

SHELBURNE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CAMP PROGRAM 
為	����������7-12歲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8:00-下午5:30
費用	�������$420為 7 週

TOBIN SUMMER SPORTS CAMP 
為	����������６－１３歲
日期	�������7月8日－8月18日，兩個3週課程
時間	�������早上8:00  -下午 4:00；延長日至晚上６點

（＄５０） 
費用	�������$200/課程; 手足折半價

TYNAN COMMUNITY CENTER  
FUN IN THE SUN (F.I.T.S.) CAMP
為	����������7-11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早上9:00－下午3:00
費用	�������低費用；手足折半價；有限縮減費用

VINE STREET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PROGRAM 
為	����������5歲9個月-13歲
日期	�������７月－８月（尚未決定）
時間	�������早上7:30-下午5:30
費用	�������$800為7週

BOSTON	CENTERS	FOR	YOUTH	&	
FAMILIES	（波士頓青年＆家庭中心）
CC	=	社區中心　　*泳池				
主要號碼	������������������� 617-635-4920
Allston/Brighton Jackson/Mann CC ..................................617-635-5153    
Charlestown Charlestown CC ...................................617-635-5169 

Clougherty Pool ...................................617-635-5174
Chinatown Quincy CC ............................................617-635-5129
Dorchester Cleveland CC ..........................................617-635-5141 

Holland CC ..........................................617-635-5144 
Leahy-Holloran CC .................................617-635-5150 
Perkins CC ............................................617-635-5146

East Boston Paris Street CC ........................................617-635-5125 
Paris Street Pool ...................................617-635-1410 
Pino CC...................................................617-635-5120

Hyde Park Hyde Park CC .........................................617-635-5178
Jamaica Plain Curtis Hall CC .........................................617-635-5193 

Hennigan CC .......................................617-635-5198
Mattapan Gallivan CC .............................................617-635-5252 

Mildred Ave. CC ...................................617-635-1328
Mission Hill Tobin CC .................................................617-635-5216
North End Mirabella Pool .....................................617-635-1275 

Nazzaro CC .............................................617-635-5166
Roslindale Flaherty Pool ........................................617-635-5181 

Menino CC .............................................617-635-5256 
Roslindale CC .........................................617-635-5185

Roxbury Grove Hall ..............................................617-635-1484 
Madison Park CC .................................617-635-5206 
Mason Pool ..........................................617-635-5241 
Shelburne CC .........................................617-635-5213 
Vine Street CC ........................................617-635-1285

South Boston Condon CC ...........................................617-635-5100 
Curley CC ...............................................617-635-5104 
Tynan CC ................................................617-635-5110

South End Blackstone CC ......................................617-635-5162
West Roxbury Draper Pool ..........................................617-635-5021 

Ohrenberger CC .....................................617-635-5183 
Roche Family CC ....................................617-635-5066

BCYF FUN STOPS!
這個免費、可隨時參與的課程，開放給８－１５
歲學生，並提供有架構的遊戲、體育活動以及藝
術計畫。在五個靠近ＢＣＹＦ社區中心的公園提
供，這是一個有彈性的選擇，適合為孩童尋找每
天數小時暑期活動的家長。

為	����������8-15歲
地點	�������BCYF Blackstone, Leahy-Holloran, Mildred 

Avenue, 還有 Paris Street Community Center 
以及BCYF Clougherty 泳池�

日期	�������從７月１０日開始
時間	�������星期一至五�, 時間, 尚未決定
費用	�������免費　請自帶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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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Samantha Gambaccini, 
gambaccini@cmcb�org,  
617-482-7494

報名	�������在www�cmcb�org網站上報
名，或致電617-482-7494，
以要求郵寄簡章。

網站	�������www�cmcb�org       

COMMUNITY	MUSIC	
CENTER	OF	BOSTON
SUMMERMUSIC
SummerMUSIC是一個獨特、豐富
文化的４週暑期課程，為就讀２至
６年級（ＣＩＴ課程為７－８年級
開放）的孩童舉辦，位處波士頓中
心。SummerMUSIC 提供個人服務、
團體教學、以及許多發展技巧以及
個人表達的機會。我們提供：小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薩克斯風、
雙簧管、低音管、長笛、豎笛、小
喇叭、伸縮喇叭以及法國號。

為	����������接受２－８年級學生，我們
主要課程接受２－６年級
學生。 我們的Counselor-In-
Training(輔導員訓練計畫)接
受７－８年級學生

地點	�������Josiah Quincy Upper School,  
152 Arlington Street, Boston

日期	�������７月２日至7月27日
時間	�������早上8:45-下午1:15 或 5:00 (

有延長時數選擇)
費用	�������$630, $330 (C�I�T�)  

我們提供財務補助 ，是報
名過程的一部分

聯絡	�������Will Fickes, Artistic Director, 
fickes@cmcb�org, 617-482-
7494

報名	�������線上報名  
www�cmcb�org網站  
或，致電617-482-7494，以
要求郵寄簡章。

網站	�������www�cmcb�org       

COURAGEOUS	SAILING	
FOR	YOUTH,	INC�
STEPS	TO	LEAD
在Steps To Lead課程裡，學生體驗揚
帆並有機會發展領導人技巧、取得
自信並親身體驗環境科學。學生享
受帶領一艘船的興奮之處，認識新
朋友、並踏出他們成為Courageous 
Sailing社區裡重要成員的第一步。

為	����������３－１０年級學生，有興趣
學習揚帆並能身處在波士頓
海港。

地點	�������1 First Ave�, Charlestown Navy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8:45－下午3:30
費用	�������課程費用依收入調整
聯絡	�������Ashton Smith, 857-452-1763, 

ashton@courageoussailing�org 
報名	�������學生提出申請，並按抽籤選

擇
網站	�������www�courageoussailing�org  

EXAM	SCHOOL	INITIATIVE	
（考試學校計畫，５年級）
讓學生為參與11月實施的ＩＳＥＥ(
獨立學校入學測驗)考試做準備，以
進入波士頓的三間考試學校之一。
所有的５年級學生，在一項Terra 
Nova制式測驗（閱讀／數學）得分
至少為proficient(熟稔-４)或advanced(
進階-５)，在其他科目得分至少為
near proficient(接近熟稔-３)，便符合
參與此課程資格。學位由將在2018-
2019學年將升上６年級的學生填滿，
來自事先決定、低代表度的學校。

為	����������5年級
地點	�������Boston Latin School
日期	�������８月１３日-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８：００-中午１２：

３０
費用	�������免費；早餐提供 
報名	�������限受邀參加 
聯絡	�������想理解您孩童是否符合這些

課程的資格，詢問他／她的
校長、輔導員或老師。

"E"	INC	-	THE	
ENVIRONMENT	SCIENCE	
LEARNING	&	ACTION	
CENTER
SUMMER	SCIENCE	DISCOVERY	
PROGRAM	(暑期科學探索課程)
"e" inc�'s Summer Science Discovery 
Program 是兩個一週課程，專注在讓
孩童參與科學以及環境方面。學生
將參與實驗、遊戲、模擬實境、藝
術計畫、校外教學以及其他，以取
得對大自然更深的理解以及感激。

為	����������1-5年級, 6-12歲 
地點	�������114 16th Street, #1030, Boston
日期	�������８月２０日-８月３１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3:30，有延

長日時間，直到5:30
費用	�������有，請造訪我們的網站以取

得有關課程費用的訊息
聯絡	�������Sarah Chang, sarah�chang@

einc-action�org, 617-242-4700
報名	�������在網站上報名
網站	�������www�einc-action�org      

FOUR	STRINGS	ACADEMY	
暑期課程
此音樂課程為立志成為音樂學生的
青年開設。每堂課的目標是建立終
身對卓越成就的承諾，並學習欣賞
藝術。透過徹底研習技術以及音樂
姓技巧，學生從初學者進步到高進
度學生。

為	����������所有ＢＰＳ學生
地點	�������Trotter School, 135 Humboldt 

Avenue,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１５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費用	�������學費是$1,000/一個為其２週

的課程提供獎學金。樂器租
借費：４５－７０，根據樂
器將不一

聯絡	�������Mariana Green Hill, 
fourstringsacademy@gmail�
com, 917-916-5027

註冊組 �������線上
網站	�������Fourstringsacademy�org   

FRANKLIN	PARK	TENNIS	
ASSOCIATION	(網球聯盟)
FPTA	SUMMER	CAMP	(夏令營)
ＦＰＴＡ提供整體的營隊經驗，包
含焦點為網球的運動課程，藝術、
社會情緒發展以及學習機會。此營
隊提供許多體能活動機會。

為	����������5-12歲
地點	�������DCR's Melnea Cass Arena, 

120 Martin Luther King Blvd, 
Roxbury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時間	�������早上8:30 -晚上 6:00 
費用	�������每週＄１４５，為一般時數

學生，$175為延長時數學生
聯絡	�������Jeannine Laing, 617-427-8900, 

franklinparktennis@gmail�com
報名	�������線上報名www�

franklinparktennis�org
網站	�������www�franklinparktennis�org   

FRANKLIN	PARK	TENNIS	
ASSOCIATION	(網球聯盟)
在公園裡的FPTA網球
FRANKLIN	PARK	或	ALMONT	
PARK,	MATTAPAN
免費開放給孩童、成人以及長者的
網球課程。可隨時加入的免費課
程，為滾動式報名，在暑期任何時
候您都可以加入。您可以在任何地
點報名，也可以在網站上報名。課
程需求：你必須穿運動鞋，也必須
帶水！每個上課地點都將提供網球
拍。

為	����������５歲及以上
地點	�������Franklin Park - Shattuck Grove 

Courts, Jamaica Plain 或 
Almont Park, Mattapan

日期	�������６月２日至８月１１日
時間	�������不同地點－周末及晚間
費用	�������免費

聯絡	�������Jeannine Laing, 617-427-8900, 
franklinparktennis@gmail�com

報名	�������在線上報名： www�
franklinparktennis�org 或親自
在課堂上報名

網站	�������www�franklinparktennis�org           

GENERATION	EXCEL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	INC�
BETHEL	MATH	AND	SCIENCE	
SCHOLARS	PROGRAM	(數學及
科學學者課程)
緊密的實驗性暑期課程，目標為將
升上４－７年級的青年，培養他們
對科學、科技、工程、數學以及相
關領域的興趣。

為	����������３－６年級
地點	�������84 Walk Hill Street, Jamaica 

Plain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5:15
費用	�������每週$65，但可能依需求刪

減或免除。 
聯絡	�������Kalya Murray, 617-524-4510, 

kmurray@bethelboston�org 
報名	�������請聯絡BethelSTEM@gmail�

com或617-524-4510，以取得
申請函　

網站	�������www�bethel-institute�org/genx       

GREENWOOD	SHALOM	
TUTORING	ZONE	&	
SUMMER	ENRICHMENT
GREENWOOD	SHALOM輔導區域
Greenwood Shalom Outreach 
Community, Inc�(外展社區股份有限公
司)，服務高百分比的移民家庭以及
低收入孩童。我們服務的孩童住在
Dorchester，並有許多學業方面的挑
戰。我們提供這些青年取得成功的
工具以及資源。

為	����������K2-8年級, 中低收入戶
地點	�������378A Washington Street, 

Dorchester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 6:00 
費用	�������每週每孩童收費$172�40（

為期六周；費用可能調整）
，每孩童也收取不退費的活
動費用$125（一次性費用）
。獎學金依金額以及貧窮指
南決定。

期限	�������６月１５日
聯絡	�������Jeanette Merren, jmerren17@

gmail�com, 617-282-1464
註冊組	����線上報名
網站	�������www�greenwoodshalom-

outreach�org       

IDIIL	LEARNING	
FOUNDATION	(學習基金會)
ACADEMIC	SUMMER	DAY	
PROGRAM	(學業暑期課程)
這個以探索為本的學業及休閒課
程，讓學生把他們的時間分配在學
業及休閒活動之間。在早上，學生
報名兩項個人化的課程（通常為Ｅ
ＬＡ以及數學）。午後活動包含藝
術以及手工藝、遊戲、創意性戲劇
以及音樂。他們也參與有教育意義
的校外教學。語言：中文、英文、
羅馬尼亞語以及西班牙文。

為	����������5-13歲
地點	�������366 Tremont Street, Boston
日期	�������課程前：從公立學校學期結

束，直到６月２９日 
時段I:７月２日-７月２７
日；時段 II:７月３０日-８
月２４日；時段後：從８月
２７日，直到公立學校開學
一天前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延長
時數將收取額外費用 

費用	�������每時段$629全天，$189每週
為前／後課程或每週報名； 
抵用券接受

期限	�������FC/FS
聯絡	�������yuxin@idiil�org; steve@idiil�

org, 617-795-0256,617-426-
4126

報名	�������線上報名
網站	�������www�idiil�org   

IDIIL	LEARNING	
FOUNDATION	
IDIIL	INTENSIVE	ACADEMIC	
ENRICHMENT	PROGRAM	(緊密
學業加強課程)
這是一個緊密的學業加強課程，能
幫助學生在九月回到學校時進步。
每位學生都選擇兩項個人化的IDIIL
科目。語言：中文、英文、羅馬尼
亞語以及西班牙文

為	����������5-13歲
地點	�������366 Tremont Street, Boston
日期	�������時段I: ７月２日-７月２７

日；時段II:７月３０日-８
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延長
時數將收取額外費用

費用	�������每時段$300；接受抵用券
期限	�������FC/FS
聯絡	�������yuxin@idiil�org; steve@idiil�

org, 617-795-0256,617-426-
4126

報名	�������線上報名
網站	�������www�idiil�org     

IDIIL	LEARNING	
FOUNDATION	
SAT/ISEE緊密準備課程
此緊密課程為制式測驗做準備，例
如ＳＡＴ以及ＩＳＥＥ(獨立學校入
學測驗)，學生將複習並加強在此
測驗中成功的所需概念及技巧。他
們也將學習並練習考試策略、以及
思考技巧，將幫助他們迅速以及正
確地找到答案。超過９０％的ＩＳ
ＥＥ準備課程學生在測驗裡達到高
分，足以進入Boston Latin School。

為	����������11-18歲
地點	�������366 Tremont Street, Boston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２５日（週

間以及周末）
時間	�������許多選擇：全天或半天，有

些加強以及個人指導計畫
費用	�������每４週課程需要$259-$799

元 
期限	�������FC/FS
聯絡	�������yuxin@idiil�org; steve@idiil�

org, 617-795-0256,617-426-
4126

註冊組 �������線上報名
網站	�������www�idiil�org       

IDIIL	LEARNING	
FOUNDATION
暑期電腦營
這個電腦課程以探索、專案計畫
為本，也充滿了樂趣。學生學習
Microsoft Office、多媒體網站設計、
或遊戲設計，根據他們對電腦的熟
稔程度分配。他們也參與有教育意
義的校外教學。

為	����������9-16歲
地點	�������366 Tremont Street, Boston  
日期	�������時段一日期　７月２日至７

月２７日  
時段二日期　　７月３０日
至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延長
時數將收取額外費用

費用	�������每４週課程需要$699元；接
受抵用券

期限	�������FC/FS       
聯絡	�������yuxin@idiil�org; steve@idiil�

org, 617-795-0256,617-426-
4126

報名	�������線上報名
網站	�������www�idiil�org       

IMAJINE	THAT
IMAJINE	THAT	SUMMER	
ACADEMY
就讀Ｋ－４年級的學生有機會增加
他們的學業技巧、還有他們的社
會、情緒以及人際技巧。Imajine That
實施互動式、教育性的教程，包含
STEM、讀寫、營養、運動、領導、
粗肌肉技巧以及特別的活動。 

為	����������K0-4年級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7:00 -晚上6:00

day	camps,	cont�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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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BOSTON
READBOSTON	STORYMOBILE
The ReadBoston Storymobile課程把故
事以及免費書本帶給兒童，這些兒
童在暑期時可能體驗學習缺失。所
有課程都為免費並對外開放。

為	����������K0-3年級
地點	�������ReadBoston,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10:00、早上11:15以及

下午1:15
費用	�������免費
聯絡	�������Kathleen Sullivan, 617-918-

5286, kathleen�sullivan2@
boston�gov

網站	�������www�readboston�org       

SPORTSMEN'S	TENNIS	
AND	ENRICHMENT	CENTER	
(網球及加強中心)
SPORTSMEN'S	SUMMER	
CAMP(暑期營隊)
在Sportsmen的夏令營為年齡為５
歲及以上的學生提供服務！我們游
泳、閱讀、野餐並戶外教學、玩網
球、足球，並從事許多實際操作的
遊戲及學習！加入我們，為期一
周、整個暑假、全天或半天都可
以！

為	����������K1-10年級
地點	�������950 Blue Hill Avenue, 

Dorchester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5:00 
費用	�������每年報名費$50。每周收費

$195
聯絡	�������Thuan Nguyen, 617-288-9092, 

Tnguyen@sportsmenstennis�
org, nhouston@
sportsmenstennis�org,

網站	�������www�sportsmenstennis�org         

ST�	STEPHEN'S	YOUTH	
PROGRAMS	
B-SAFE	
The B-SAFE Program (主教的暑期學
業＆加強課程）是一個為期五週、
全天的學業及加強課程，服務年輕
人。此課程的目標是建立社區，讓
所有人都感到安全、有份量並有連
結。

為	����������1-5年級
地點	�������South End, Roxbury, 

Dorchester, 以及 Mattapa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９日
時間	�������大多數地點均為早上8:30  -

下午 4:00 
費用	�������$125／暑期縮減費用。若您

家庭不符合資格，$700/夏
日。

聯絡	�������Liz Steinhauser, liz@
ststephensbos�org, 617-858-
1087

報名	�������網站上有報名指示
網站	�������www�ssypboston�org 

THE	STEPPINGSTONE	
FOUNDATION
THE	STEPPINGSTONE	
ACADEMY
 The Steppingstone Academy 幫助有
動力的波士頓學生為進入頂尖的獨
立、天主教以及公立的考試學校做
準備。被接受入學的學生在他們的
第五或第六年級，參與嚴謹的學業
準備教程，為期兩個暑假以及一個
學年。

為	����������４－５年級
地點	�������One Appleton Street, 4th 

Floor, Boston
交通	�������有
日期	�������７月2日-5月11日
時間	�������早上7:45 -下午3:30(6週)
費用	�������暑期課程費用為８０元，

涵蓋課程支出，包含前
往課程的交通以及Ｔ恤
（Steppingstone的制服）
費用。若課程費用對家庭
造成不便，費用能分期繳
付、縮減或免除。

聯絡	�������Mary Sullivan, msullivan@tsf�
org, 6174236300

day	camps,	cont�

你會很驚訝你能在
波士頓博物館裡發
現的東西--有些博
物館為青少年提供
打折門票，有時你
也可以免費參觀。
這只是部分名單。

你能在附近圖書館裡得到許多免
費的博物館入場券。

為所有波士頓地區博物館的網站
連結，造訪:museumsofboston�org

Boston Childrens Museum  
(波士頓兒童博物館)  ���617-426-8855

Commonwealth Museum (聯邦博物
館)  ����������������������������������617-727-9268

Gardner Museum(博物館) ��������������������
617-566-1401

Harvard Art Museums (美術館) ����������� 
617-495-9400

Harvard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自然歷史博物館) ������ 617-495-3045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ICA-當代藝術館) ��������617-478-3100

John F� Kennedy Library & Museum 
(圖書館&博物館) ���������617-514-1600

John F� Kennedy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國家歷史遺跡)， Brookline (JFK 
birthplace-出生地) ���������617-566-7937

Larz Anderson Auto Museum 
(汽車博物館) �����������������617-522-6547

MIT Museum (博物館) ��617-253-5927

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非裔美人博物館) ��������617-725-0022

Museum of Bad Art (劣質藝術博物
館), Dedham �������������������617-325-8224

Museum of Fine Arts  
(美術館) �������������������������617-267-9300

Museum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fro-American Artists  (國家非裔美
人藝術家博物館) ���������617-442-8614

Museum of Science 
(科學博物館) �����������������617-723-2500

New England Aquarium  
(水族館)  ������������������������617-973-5200

Peabody Museum of Archeology 
(考古博物館) (Harvard) 617-496-1027

Trailside Museum (途徑自然博物館) 
(Blue Hills) ���������������������617-333-0690

USS Constitution Museum  
(憲法號博物館) ������������617-426-1812 

Waterworks Museum 
(自來水博物館) ������������617-277-0065

去一間博物
館

費用	�������根據時間表不一。接受麻州
贊助的抵用券。

聯絡	�������Jessica Brenes, jessica@
imajinethat�com, 781-929-2858

報名	������� Imajine That與每位家庭合
作，以參與我們的課程。報
名文件能透過紙本、電郵或
線上提交。每位家長需要完
成要求的申請表格，並在孩
童開始課程以前提供任何醫
療表單，若他們孩童有醫療
症狀以及／或食物過敏。

網站	������� imajinethat�com/boston-public-
schools-programs�html       

INSTITUTE	FOR	PAN	
AFRICAN	CULTURAL	
EDUCATION	(環非洲文化教
育-P�A�C�E�)
STRAIGHT	A'S	JUNIOR	
LEADERS
Straight A’s Junior Leaders Program 提
供５－１０歲的學生學業支持、文
化加強以及實際社會發展活動。學
生學習以及理解文化多元、品格培
養以及領導人技巧的重要性。

為	����������K2-5年級
地點	�������Mildred Ave�社區中心以

及學校，還有Grove Hall 
Residence Technology Center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30
費用	�������根據鐘頭收費 

提供獎學金以及財務補助

聯絡	�������Priscilla Azaglo, 857-269-
3363, info@paceachievement�
org

報名	�������想取得報名表－以電郵聯
絡infopaceachievement�org

網站	�������www�paceachievement�org   

JOSE	MATEO	BALLET	
THEATRE
暑期密集班
此暑期密集班是為想獲得密集芭蕾
舞課程的學生設計，專注在小班教
學以及個人教學上。此密集班的目
標，是確保所有學生在短時間內都
能取得並改善芭蕾舞方面的技巧。

為	����������10-20歲，有芭蕾舞方面經
驗的學生

地點	�������400 Harvard Street, Cambridge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費用	�������$2,500學費
聯絡	�������Stephanie LeBolt, 617-354-

7467 slebolt@ballettheatre�org
報名	�������按面試結果受邀。報名請上

www�ballettheatre�org/summer-
dance-programs網站以取得
報名指示。

網站	�������ballettheatre�org       

NEW	ENGLAND	AQUARIUM		
(水族館)
HARBOR	DISCOVERIES	CAMP		
(港口探索營)
Harbor Discoveries是一個互動式的海
洋以及環境科學課程，透過傳統營
隊活動以及實際學習，建立科學技
能以及自信。以海洋館為據點，課
程包含在館內的幕後活動，每天都
有往海港附近的校外教學，以及夜
宿活動！

為	����������４－１０年級學生，對戶外
以及海洋科學有興趣的學
生開放

地點	�������1 Central Wharf,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24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5:00 
費用	�������海洋館會員$650;　非會員

$725； 進階營隊會員收費
是$825；非會員收費$900
（$1,550 – $1,650 為特別的
兩周課程)。 提供獎學金。

聯絡	�������Danny Badger, 617-973-0250, 
dbadger@neaq�org, 

報名	�������線上報名以及／或申請獎
學金或，聯絡以上電話

網站	�������www�neaq�or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東北大學)
BALFOUR	學院
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Balfour 學院
在１９８３年創立。其目的是幫助
波士頓學生取得在大學成功的技巧
以及自信。為達到這個目標，Balfour
學院提供暑期加強課程，以及學年
輔導課程，以輔助每位學生的學校
課程。

為	����������6年級, 波士頓居民
地點	�������151 Cahners Hall, Boston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至下午 3:30 
費用	�������免費
期限	�������３月２０日
聯絡	�������Carla Oblas, c�oblas@neu�edu, 

617-373-4300
報名	�������完成一份報名表並參與面

試。想取得報名表，請聯絡
Cindy Curran at c�curran@neu�
edu

網站	�������balfouracademy�northeastern�
edu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ＳＴＥＭ教育
中心
暑期ＳＴＥＭ課程
此課程任務是幫助將升上６－８年
級的學生發展並發揮他們的潛能，
透過社會、休閒以及ＳＴＥＭ相關
的教育課程。

為	����������5-7年級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７月３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4:30 
費用	�������$400
期限	�������３月１５日
聯絡	�������Nick Fuchs, 617-373-3382, 

n�fuchs@northeastern�edu 
報名	�������在網站上申請
網站	�������www�stem�neu�edu     

PARACLETE
PARACLETE	暑期課程
暑期教育加強課程，專注在學生的
心靈、身體以及精神上的發展及成
長。運用波士頓市區以及最新科
技，讓我們學生參與終身難忘的教
育經驗。

為	����������３－１０年級，９－１３歲
以及同儕領導人（參與過
Paraclete以及／或１３－１
７歲，高中年紀的志工），
幫助我們的教職員工。

地點	�������207 E Street, South Boston
日期	�������６月２１日－８月２１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5:00 
費用	�������是的，我們有獎學金，請詢

問。沒有人會因為缺少金額
而被拒絕。

聯絡	�������Eileen MacNeil, 781-812-7099, 
edemichele@paraclete�org

報名	�������致電 617-268-5552 或寄電
郵至課程負責人，Allison 
Maladore，地址是 principal@
paraclete�org，以要求申請表
格。

網站	�������www�paraclete�org        

PARACHUTE	TEACHERS
PARACHUTE	TEACHERS	-	暑期
Parachute Teachers提供互動式課程，
由專業人士及社區裡的專家教導。

為	����������K0-12年級
地點	�������251 Pond St, Jamaica Plain
日期	�������６月１１日－８月３１日 
費用	�������免費
聯絡	�������Lany Or,626-2148010,  

lany@parachuteteachers�com, 
報名	�������我們的目標是接受所有符合

資格並有興趣的學生
網站	�������www�parachuteteachers�com       
							

PIERS	PARK	SAILING	
CENTER		
(帆船中心)
SCIENCE	OF	SAILING	(揚帆的
科學)
學生學習到有關海洋生活的資訊、
帆船的物理、以及在波士頓海港的
帆船技巧。

為	����������1-12年級,來自東波士頓的青
年在報名時享有優先權

地點	�������95 Marginal St�, 東波士頓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２４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費用	�������依收入調整費用，$25-$125 
日期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
聯絡	�������Alex DeFronzo, 617-561-6677, 

adefronzo@piersparksailing�
org

報名	�������能在線上和面對面，以英文
及西班牙文報名   
piersparksailing�
campmanagement�com 

網站	�������piersparksail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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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camps,	cont�

Boys	&	Girls	Clubs
當孩童成為Boys	&	Girls	Club成員，
他們發現一個有趣、冒險以及學習的

世界。會員費從$5至$25。

與Boys	&	Girls	Clubs	of	Boston
有關的組織	

BOYS	&	GIRLS	CLUBS:	
www�bgcb�org

Blue Hill (Dorchester) ............. 617-506-5392
Charlestown............................ 617-242-1775
Chelsea ................................... 617-884-9435
Condon (South Boston) .......... 617-307-6075 
Franklin Hill ............................ 617-282-2800
Mattahunt (Mattapan) ............ 617-635-5159
Orchard Gardens (Roxbury) .... 617-516-5285
South Boston .......................... 617-268-4301
Sumner (Roslindale) ............... 617-363-9938
Yawkey (Roxbury) ................... 617-427-6050

BOYS	&	GIRLS	CLUBS	OF	
DORCHESTER	
SUMMER	FUN	PROGRAM
課程在Colonel Daniel Marr Clubhouse 
(Deer St�) 以及 the Paul R� McLaughlin 
Youth Center (Dorchester Ave�) 舉行。

為	����������5-12歲 
地點	�������Dorchester; 地點能輕易從

ＭＢＴＡ抵達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６日 
時間	�������早上8:30-下午5:30
費用	�������5-6歲:$450/一整個夏日 

7-12歲: $400/暑期抵用券
不被接受;

期限	�������在３月１１、１３以及１５日
報名；在３月１５日之後報
名將收$50遲繳報名費，

聯絡	�������617-288-7120 ext�2120,  
Brendan McDonald 
認證課程：Mary Kinsella

網站	�������www�bgcdorchester�org

CHARLESTOWN	
SUMMER	DAY	CAMP	(暑期日
間課程)
為	����������6-12歲
地點	�������15 Green St�, Charlestown
語言	�������西班牙文
日期	�������７月２日－８月１７日（

７月４日關閉）
時間	�������早上９點-下午４點；延

長時數從早上８：００
－下午５：３０。

費用	�������$200/兩週; 延長時數提供
$300；提供手足打折；營
隊會員提供

期限	�������FC/FS
聯絡		������Maura, 617-242-1775,  

mcannon@bgcb�org
網站	�������www�bgcb�org

BLUE	HILL	
TAKE	THE	L�E�A�D�	

FRANKLIN	HILL	
SUMMER	CAMP	(夏令營)
聯絡	�������Chris Pagan, 617-282-2800

SALESIAN	
SUMMER	CAMP	(夏令營)	
地點	�������15 Byron St�, East Boston
聯絡	�������617-567-6626
網站	�������salesianclub�com

SOUTH	BOSTON
FUN	IN	THE	SUN
聯絡	�������617-268-4301; Caroline 

Moreno, 617-516-5447
日期	�������７月２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9:00-下午4:00
費用	�������尚未決定;　財務補助提

供

WEST	END	HOUSE
地點	�������85 Allston St�, Allston
語言	�������維德角語、海地語、葡萄

牙語、西班牙文
聯絡	�������Jenny Nute, 617-787-4044 
網站	�������westendhouse�org

YAWKEY	CLUB	OF	
ROXBURY
CAMP	JUBILEE
聯絡	�������Takara Pickett, 617-516-5416  

或　Katrina Williams,  

617-516-5411

所有課程：
交通	�������有
日期	�������６月２７日－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30 - 下午4:00 
費用	�������第一個孩童將收取$130，第

二個孩童收取$120，其他所
有孩童將收取$110。無法負
擔此費用的家庭，將免除費
用。

報名	�������線上報名或到場領取一份申
請書。優先權給予回歸的營
隊成員以及有特殊學業需
求、或財務需求的孩童。家
長應為每一位孩童提交一份
申請表 。 

網站	�������www�pbha�org       

東波士頓外展暑假
東波士頓外展暑假是一個為７周的
暑期課程，提供學業、加強以及休
閒活動，為６至１３歲、住在東波
士頓的青年開放。

為	����������就讀K2-7年級，符合收入需
求、住在東波士頓的青年。
優先權給予住在Mary Ellen 
McCormack, Old Colony 以及
West Broadway Developments
的青年

地點	�������200 Ｄ Street, South Boston
聯絡	�������Nicole Young, sbos@pbha�org, 

617-650-7303

ROXBURY	YOUTH	
INITIATIVE(青年計畫)
RYI 是一個為期七周的暑期日間營
隊，為來自Roxbury附近的青年提供
服務。課程提供學業、加強以及休
閒活動。

為	����������就讀K2-7年級，年齡為6-13
歲，符合收入需求、住在
Roxbury的青年。

地點	�������200 Heath Street, Jamaica 
Plain

聯絡	�������Laurie Chroney, ryi@pbha�org, 
617-496-9127

FRANKLIN	IO
Franklin IO是一個為期七周的夏日課
程，為住在Franklin Field以及Franklin 
Hill 區域的青年服務。Franklin IO的
課程專注在社會情緒學習、和平建
立技巧以及經驗學習。營隊成員每
天早上參與課堂活動，並在下午探
索城市以及其中文化機構。

為	����������就讀K2-7年級，年齡為6-13
歲，住在Franklin Hill以及 
Franklin Field的青年。

地點	�������315 Mt� Vernon Street, 
Dorchester

聯絡	�������Laurie Chroney, ryi@pbha�org, 
617-496-9127

CHINATOWN	ADVENTURE
Chinatown Adventure (CHAD)是一個
暑期日間營隊，混和加強及學業課
程。此課程服務低收入、住在中國
城的青年。其文化、學業、社會情
緒能力將在暑期間發展。

為	����������K2-6年級，住在中國城社區
的青年。

地點	�������92 Tyler Street, Chinatown
請聯絡	����Kerry McGowan, chad@pbha�

org, 617-548- 4671

KEYLATCH	SUMMER	
PROGRAM	
(暑期課程)
Keylatch Summer Program是一個為
期七周的暑期日間營隊，提供學業
加強、休閒以及實驗學習機會，為
８０名在６－１３歲之間的學生開
放。

為	����������Keylatch服務在Ｋ２－７年
級之間、住在South End的學
生，並給予在Villa Victoria, 
Castle Square, Cathedral 以
及Tenant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發展計畫的青年
優先權。

地點	�������尚未決定
聯絡	�������Kate@pbha�org, keylatch@

pbha�org, 857-366-1672

MISSION	HILL	暑期課程
Mission Hill 暑期課程是一個認證的
暑期日間營隊，提供學業、加強以
及休閒課程，為住在Mission Hill附近
的８０名青年開放。

為	����������Ｋ２－７年級，住在Mission 
Hill附近、６－１３歲的
青年開放。Alice Taylor, 
Mission Main 以及　Mission 
Park的居民有優先權

地點	�������Parker Street, Roxbury 
Crossing

聯絡	�������Kate Johnsen, mhsp@pbha�org, 
857-366-1672

NATIVE	AMERICAN	YOUTH	
ENRICHMENT	PROGRAM(美
洲原住民青年加強課程)
The Native American Youth Enrichment 
Program (NAYEP) 希望服務在波士頓
地區，有美洲原住民背景的青年。
文化、學業以及社會情緒發展是此
七天暑期日間營的焦點。NAYEP促
進社區夥伴以及長者參與，提供研
習班以及實驗學習機會。

為	����������就讀K2-7年級，在波士頓地
區，有美洲原住民背景的青
年。

地點	�������尚未決定
聯絡	�������Nicole Young, nayep@pbha�

org, 617-650-7303

BOSTON	REFUGEE	YOUTH	
ENRICHMENT	PROGRAM	(波
士頓難民青年加強課程)
PBHA波士頓難民青年課程提供七周
的學業及加強暑期課程，對象為從
６至１３歲、住在Dorchester的難民
及移民孩童。BRYE營隊成員由ＢＰ
Ｓ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社工以及合
作的社區組織轉介至我們課程，提
供校外的ＥＳＬ教育。

為	����������就讀K2-7年級，住在
Dorchester的移民青年。

地點	�������1 Worrell St�, Dorchester
請聯絡 �������Kerry McGowan, kerry@pbha�

org, 617-548- 4671

PHILLIPS	BROOKS	HOUSE	ASSOCIATION

PBHA的Summer Urban Program是一個網絡，由波
士頓地區、以社區為本的夏令營所組成。

報名	�������任何波士頓學生都能申請。 
為符合資格，學生必須就讀
４或５年級。申請者必須有
興趣申請或報名波士頓公立
考試學校或獨立學校。入學
過程包含正式申請、教師推
薦、學生及家長書面簡短回
應、面試、以及ＩＳＥＥ(
獨立學校入學測驗)。 

網站	�������www�tsf�org     

		

SUMMER	INK
SIMMONS	寫作營	
The Simmons Camp 透過運動、藝術
以及冒險活動，提供中學生寫作的
動力。營隊成員每天在日記內反思
他們的經驗，也完成更長的作品，
並有受過WEX™ 教學法訓練的老師
帶領。學生和老師比例為4:1 ，營隊
成員在為期２週的課程期間快速進
步。

為	����������4-7年級，將升上5-8年級的
學生。家長必須每天在早上
８：００至８：１５之間把
學生送至Simmons College，
並在下午３：３０時把學生
接回家，也必須做出持續參
與、每天出席的承諾。

地點	�������Simmons College,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３日
時間	�������早上8:30至下午 3:30 
費用	�������兩周課程收費為$1600。為

符合資格的家庭提供獎學
金。請及早申請。為申請獎
學金的資訊，請造訪http://
summerink�org/enrollment/
financial-aid/

聯絡	�������Rosamund Conroy, rconroy@
summerink�org, 617-714-0263

報名	�������線上報名www�asahoops�com/
camps。報名方式為流動
式，隨時接受報名。

網站	�������www�summerink�org       

VIETNAMESE	AMERICAN	
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VIET	AID--
越南裔美人發展計畫)
VIET	AID青年獎學金計畫
VietAID(VSPY)青年獎學金計畫，是
一個課後及暑期計畫，為１－８年
級學生提供學業支持、加強活動以
及社區參與機會，也為高中生提供
領導、志工及就業機會。

為	����������Ｋ２－７年級，我們服務說
越南文的學生、低收入／
勞工階級移民青年／移民
孩童、英語學習生以及住
在Dorchester的有色族裔青
年。

地點	�������42 Charles Street, Dorchester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早上8:00至下午4:00
費用	�������為年收入為＄50K或更高的

家庭，最高費用是＄６５０
。我們最低的費用是＄１５
０，為年收入為$5500或更
低的家庭。

聯絡	�������Thanh Nguyen, 617-822-3717 
x21, thanh@vietaid�org 

報名	�������透過電郵、電話或從辦公室
取得申請表格。此申請表包
含入學資訊以及教師衡量
表。

網站	�������vietaid�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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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Ｙ"的暑假－ＹＭＣＡ日間營隊		
ＹＭＣＡ提供除了"健身房以及游泳"以外的許多機會。請查看全市所有的"Ｙ"課程。 
所有分館的連結 yweb�ymcaboston�org/SpiritWeb/SearchClass� 
致電您的分館，以取得更多細節。夏令營日期為６月２５日－８月３１日。
暑期營隊時間: 早上8:00-晚上6:00。所有的營隊費用都需在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前繳清。

GOLDEN	MOUNTAIN
透過讀寫、創意藝術、校外教學、運動、遊戲、游泳
以及社區探索鼓勵終身學習。您孩童將在正面、關懷
以及安全的環境裡建立正面的關係、增進社會及領導
技巧、增強自尊以及自信。

為	����������K1-8年級
地點	�������Wang YMCA, 8 Oak Street West (Chinatown)
交通	�������有
聯絡	�������Jennifer Kelly, JKelly@ymcaboston�org, 617-426-

2237

PONKAPOAG	OUTDOOR	CENTER	
位處美麗的Ponkapoag Outdoor Center，這個營隊提供加
強的戶外經驗，有游泳課、運動、射箭、手工藝、結
繩課程、自然活動以及健行。加入我們，以參與有趣
及培養品格、自信以及責任的活動。  

為	����������２-５年級
地點	�������Blue Hills, Canton
交通	�������由Roxbury, Dorchester 以及 Huntington YMCAs

提供
聯絡	�������Bexi Perez, bperez@ymcaboston�org, 617-361-2300 

or Ashley Cobb, acobb@ymcaboston�org, 617-620-
9707

EXPLORERS
透過趣味以及玩樂探索世界！在活躍以及參與性的環
境裡，建立友誼。令人興奮並創意的活動，由Ｙ的三
個核心領域激發：青年發展、健康生活以及社會責
任。設計目的為激發每位孩童對其身邊世界的興趣，
參與者也探索他們本地的社區、分享新經驗並建造自
信。

為	����������Pre-K-8年級
地點	�������285 MLK Blvd, Roxbury
聯絡	�������Andrew Davids, adavids@ymcaboston�org, 617-

427-5300

SCAMPER	CAMP	@	THE	MENINO	Y
這是一個全天露營課程。營隊成員透過藝術及手工
藝、讀寫、戶外活動以及游泳探索每週主題。營隊成
員也探索額外的活動，由特別來賓帶領。所有的活動
都推廣符合年齡的發展並鼓勵友誼及樂趣。每週兩堂
游泳課。

為	����������3-6歲
地點	�������Hyde Park
聯絡	�������Jennifer Mowe, jmowe@ymcaboston�org,  

617-361-2300

URBAN	ADVENTURE	CAMP
Urban Adventure Camp - 與我們一同探索！鼓勵獨立、
領導並建立自主性，透過在城市裡有趣、受督導的活
動。孩童將改善運動技巧、探索新才藝並學習到Ｙ的
品格價值。有戶外冒險、游泳、每週校外教學以及更
多，您孩童會建立永續的友誼及記憶！    

為	����������K-8年級
地點	�������波士頓
聯絡	�������klyons-clauson@ymcaboston�org617-536-7800

DORCHESTER	SUMMER	CAMP	-	
EXPLORERS
一個以戶外及校外教學為基礎的營隊，Dorchester 
Summer Explorers希望激發孩童的興趣以及好奇心，並
探索他們週圍的世界。專注在成就、友誼、歸屬感、
以及戶外遊戲方面，Summer Explorers 營隊每週提供
實地活動，例如游泳、藝術、舞蹈、科學、讀寫、團
隊合作、健康生活以及品格培養。早餐及午餐每天提
供。

為	����������K-8年級
地點	�������Dorchester
聯絡	�������Rob Barrett, rbarrett@ymcaboston�org, 6174367752,

EAST	BOSTON	ASHLEY	STREET
Y Day Camp 讓孩童保持參與、安全、健康以及學習。
我們專注在暑期樂趣上! 我們鼓勵終身學習，有讀
寫、創意藝術、校外教學、運動、遊戲、游泳以及社
區探索。你孩童將建立正面的關係、加強社會以及領
導能力，並增強自信，在一個正面、關懷以及安全的
環境裡。

為	����������K-8年級
地點	�������54 Ashley Street, 東波士頓
聯絡	�������Karen Lyons-Clauson, klyons-clauson@

ymcaboston�org, 617-569-9622

AT	THE	PARKWAY	Y
SCAMPER	PROGRAM	(暑期課程)
在結交新朋友並增進社交技巧以及自尊的同時，孩童
保持活躍及開心。活動有游泳、遊戲、說故事時間、
藝術、探索、玩水及更多。

為	����������3-5歲 
地點	�������Parkway Community YMCA
聯絡	�������Ashley Gropman or Bryan Lameroux,  

agropman@ymcaboston�org, 617-323-3200

BEAR	CAMP
為	����������5-12歲

CUB	CAMP
為	����5-6歲

LITTLE	BEAR	
為	����7-8歲

BIG	BEAR
為	����9-12歲

地點	�������Parkway Community YMCA
聯絡	�������Ashley Gropman 或 Bryan Lameroux,  

agropman@ymcaboston�org, 617-323-3200

營隊成員將有美好的經驗，參與游泳、藝術及手工
藝、有組織的遊戲以及校外教學。在七月，我們專注
在校外教學以及在戶外玩耍。在八月，我們很開心地
經營Play Learn Serve Work Camp。PLSW營隊與National 
Park Service以及Office of the Interior(內政部)合作。孩童
探索公有土地，並在一個月內對許多服務計畫做出貢
獻。ＰＬＳＷ營隊的目標，是讓營隊成員對在大自然
裡遊戲更感到舒服，並幫助他們探索在波士頓的公有
土地以及歷史古蹟。每天提供午餐。

Washington	Beech

Washington Beech Camp包含暑期學習、游泳、以及加
強活動，是一個美好的夏令營經驗。營隊成員來到
Washington Beech Camp玩樂、參與令人興奮的探險及
校外教學、並結交終身的友誼。每天提供午餐。 

Hale	Reservation

在美麗的Hale Reservation，此營隊提供加強戶外經驗，
有游泳課、划船、運動、射箭、手工藝、結繩課程、
自然活動及健行。加入我們，參與有趣及培養品格、
自信以及責任的活動。包含交通。  

HALE	CIT

建立人生技巧，例如領導、溝通以及合作，在Hale。
每週責任包含：跟隨你的輔導員；計畫並推動每週活
動；與CIT負責人參與check-in(報告)會議；還有盡力創
造並完成你個人的CIT領導人計畫。

CAMP	WALSH	@	THE	OAK	SQUARE	Y
SCAMPER	PROGRAM
此營隊在安全及支持的環境裡提供高品質照護，促進
每位營隊成員的情緒、體育以及社會發展。營隊成員
將學習到藝術、STEM、讀寫能力、免費游泳機會、游
泳課、運動以及每週營隊活動的參與。另外，您孩童
將發展品格價值、自尊以及友誼建立技巧。營隊成員
必須有上廁所訓練，以參與此課程。

為	����������3-4歲 
地點	�������Brighton
聯絡	�������Kelly MacLean, kmaclean@ymcaboston�org, 617-

782-3535

SCOUT	CAMP	(童軍營)
 童軍營隊成員參與ＳＴＥＭ，藝術以及健康課程。另
外，您孩童將發展品格價值、自尊以及友誼技巧。 

為	����������5-6歲
地點	�������Brighton
聯絡	�������Kelly MacLean, kmaclean@ymcaboston�org, 617-

782-3535

SPORTS	CAMP	(運動營隊)
為	����������7-12歲 
地點	�������Brighton
聯絡	�������Kelly MacLean, kmaclean@ymcaboston�org, 617-

782-3535

SPORTS MANIA CAMP 1、2、5、6、9時段課程為完
全體育課程！ 此令人興奮的營隊有基本技巧、操練、
以及為許多不同運動的技巧，還有健康的競爭，幫
助孩童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團隊成員。BASKETBALL 
CAMP（籃球營） 4 & 8時段課程，像職業球員一樣
打球！ 學習籃球的基本、規則以及策略。營隊成員
專注在建立運動技巧，焦點為團隊合作。SOCCER 
CAMP（足球員） 3 & 7發展傳球、踢球、守門以及運
球技巧。每天都有競爭性的scrimmages（並列爭球）以
及有趣的操練，營隊成員學習足球的規則及策略。

更多暑期
活動
在尋找每天數小時的活動，或每週數
天的活動嗎？這裡有許多有趣、休閒
及學習的好構想。 

BARNES	&	NOBLE	
EDUCATOR	PROGRAM	
SUMMER	READING	
PROGRAM	(暑期閱讀課程)
孩童能透過BARNES	&	NOBLE	
SUMMER	READING	PROGRAM贏
得一本免費的書，在他們閱讀８本
自己挑選的書以後。
為	����������K2-5年級
地點	�������800 Boylston Street, Boston
日期	�������５月１５日－９月３日
費用	�������免費
聯絡	�������Lauren Hardy, crm2115@

bn�com, 617-247-6959
報名	�������當學生閱讀８本書以後，他

們能把完成的日誌交還給任
何Barnes & Noble書店，以取
得一本免費的書。

網站	�������www�barnesandnoble�com/b/
summer-reading-for-kids 

BOSTON	CITY	LIGHTS
The Boston City Lights Foundation 是一
個免費的專業訓練以及視覺藝術學
校，開放給住在波士頓市內的學生。
從1979年開始，South End表演藝術訓
練中心提供緊密的訓練課程，開放給
孩童、青年以及青少年，科目為舞
蹈、歌唱、表演、聲音製作、舞台設
計以及社區參與及組織。課程一週七
天，學生有機會從事免費和收費的演
出機會，在ＢＣＬ錄音室裡錄音，並
以實習生身分授課。 City Lights也在
Maine州提供訓練營隊。

為	����������年齡為24歲以下的學生
地點	�������1154 Washington Street, 

Roxbury(South End) 以及 
Farmington, Maine

日期	�������每天、全年開放
費用	�������免費；唯一的費用是承諾及

努力
期限	�������流動式入學；沒有人會被拒

絕
聯絡	�������617-451-9034
網站	�������www�bclperformingarts�org

波士頓公立圖書館		
CHILDREN'S	SUMMER	READING	
PROGRAM	(兒童暑期閱讀課程)
BPS 兒童暑期閱讀課程從7月9日至8
月17日。2018州際兒童暑期閱讀課程
的主題是"Let's Rock(我們搖滾吧)"。
您鄰近區域的分館以及中央圖書館有
許多書本及活動，關於科學、音樂以
及能幫助我們達到在夏天閱讀一百萬
分鐘目標的機會!

想取得活動構想、書單、DVD光碟、
以及更多，請造訪波士頓公立圖書館
兒童頁面: www�bpl�org/kids

別忘記參考在你鄰近圖書館的活動。
你在那裏時，請詢問有關免費和打折
的票券，能幫助你進入波士頓許多優
質的博物館內。你所需要的所有知識
都在www�bpl�org網站上。請記得，在
BPL的所有服務都為免費。

仍然找不到你在尋找的東西嗎? 聯絡
位於中央圖書館的兒童圖書館，617-
859-2328，www�bpl�org/kids。

The Read Your Way to Fenway 競賽，
開放給兒童及青少年，年齡為5-17
歲，日期從6月1日至7月31日。參與
者必須閱讀至少三本書，並撰寫關於
他們最喜歡的一本書的作文，以贏
得能參與Boston Red Sox球賽的免費
門票。

www�bpl�org/branches

繼續至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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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裡的夏日		
Boston	Parks	&	Recreation

波士頓Parks	&	Recreation	Department(公園及休閒部門)有免費的運動及藝術課程，整個暑期開放。	

請在線上報名：apm�activecommunities�com/cobparksandrecdepart/Home

公園及休閒部門		617-635-4505		www�cityofboston�gov/parks

		

SUMMER	CULTURAL	
EVENTS	(夏日文化活動)
波士頓公園將在夏日活躍起來，有免
費的電影、演唱會、布偶表演、繪畫
及攝影研修班、以及許多藝術及文化
活動，為所有年紀開放。 

聯絡	�������Jennifer Widener  
617-961-3047 

網站	�������cityofboston�gov/Parks/TTD/
parkarts�asp

CHILDREN'S	FESTIVAL	(兒
童節慶)
地點	�������Franklin Park
日期	�������8月21日，星期二 
時間	�������早上10:00-下午1:00

ARTIST	IN	RESIDENCE	
CRAFT	WORKSHOP	(手工藝
研習班)
當地藝術家帶領能在家完成的手工
藝課程。所有材料都提供。在特定
活動裡，Rosalita’s Puppets表演許多
短劇。 

為	����������3-10歲
地點	�������市區裡有不同地點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星期二-五，早上10:00 -下午

1:00
聯絡	�������Jennifer Widener, 617-961-

3047 
報名	�������寄電郵至parks@boston�gov

以報名。開放給６人的團
隊或多，需要事先報名，
請致電617-961-3047，或寄
電郵至parks@boston�gov，
主旨請寫“Arts and Crafts 
Registration”。  

BOSTON	CITYWIDE	
BASEBALL	LEAGUE	(棒球
聯盟)
青年棒球課程，有許多鄰近區域在暑
期、全市的棒球聯盟競賽。週間晚上
競賽，地點為South Boston的Moakley 
Park。

為	����������10-12歲 
地點	�������Moakley Park, 1005 Columbia 

Rd, South Boston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７日
時間	�������下午5:45-晚上8:00
聯絡	�������Billy Sittig, 617-961-3082 

billy�sittig@boston�gov

BOSTON	NEIGHBORHOOD	
BASKETBALL	LEAGUE		
(BNBL-籃球聯盟)
The BNBL 是全美最古老的籃球聯
盟。與Reebok International合作，團隊
每周互相競賽，以在三個分隊裡爭取
聯盟冠軍，為年齡低於１８、１５以
及１３歲的男孩及女孩。

為	����������11-18歲
地點	�������市區裡有不同地點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２１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下午5:00-晚上

10:00
費用	�������免費
期限	�������教練必須在５月之前報名團

隊。請致電本地的中心以報
名Pee Wee課程。

聯絡	�������Michael H� Mitchell, 617-961-
3083, mike�mitchell@boston�
gov

BOSTON	NEIGHBORHOOD	
SOCCER	LEAGUE	(BNSL-足
球聯盟)
The BNSL是一個為期六周、有六隊
的聯盟，提供青年足球員與他人競爭
的機會。課程有男孩及女孩聯盟，並
被分成兩個分隊。只接受團隊報名、
並要求事先報名。此課程為星期一至
四，但若有需要，可能把比賽延至星
期五。  

為	����������8-16歲
地點	�������全市地點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３日
時間	�������星期一至四，下午5:00至晚

上9:00
聯絡	�������Woodley Auguste, 617-961-

3084 woodley�auguste@boston�
gov

EAST	BOSTON	SUMMER	
RECREATION	AND	SPORTS	
CENTER	(暑期休閒及運動中
心)
在這能當天參與課程裡，青年能參與
許多受督導的活動，包含運動、遊戲
及手工藝。我們推薦事先報名。

為	����������７－１４歲
地點	�������Sartori Stadium 在 East Boston 

Memorial Park
日期	�������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3:00 
聯絡	�������Cheryl Brown, 617-635-4505,  

cheryl�brown@boston�gov

FENWAY	CHALLENGE
The Fenway Challenge，由Boston Red 
Sox組織，是開放給青年的機會，讓
他們與同年紀的青年競爭，運用的
技巧有跑壘、投球以及打球。年齡
為7/8歲一組、9/10歲一組&11/12歲一
組。贏家能得到棒球賽門票，並能在
球場上受到認可。

日期	�������７月９日-８月１０日
聯絡	�������Billy Sittig, 617-961-3082  

billy�sittig@boston�gov
報名	�������線上報名 redsox�com/

fenwaychallenge （２０１８
年５月１日啟動網站）

FOOTBALL	FOR	YOU
‘Football For YOU’ 由Patriots 前球
員所創造，與New England Patriots慈
善基金會和NFL (美國美式足球基金
會)合作，以教導New England的孩童
有關美式足球的基本知識。這獨特、
無須合約的免費診所向青年運動家強
調領導精神、團隊合作、以及承諾的
重要性。

年齡	�������9-14歲 
地點	�������Madison Park High School 
日期	�������尚未決定
聯絡	�������Billy Sittig, 617-961-3082,  

billy�sittig@boston�gov

JUNIOR	GOLF	DAILY	
LESSONS	(高爾夫球課程)
此課程提供基本的高爾夫球指導，被
職業運動員教導。我們提供器材，也
要求事先報名。  

為	����������7-12歲 
地點	�������William Devine G�C� 

Dorchester & George Wright 
G� C� Hyde Park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１６日
聯絡	�������Billy Sittig, 617-961-3082　或  

billy�sittig@boston�gov

LACROSSE	CAMPS		
(曲棍球營)
學習玩曲棍球! 營隊提供基本的訓
練，開放給所有程度的運動員，新生
及老手皆可。我們鼓勵運動員攜帶他
們自己的器材，但是器材會在營隊
提供。

為	����������８－１４歲
地點	�������全市都有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不一
聯絡	�������Woodley Auguste, 617-961-

3084 woodley�auguste@boston�
gov 

MAYOR'S	CUP	BASEBALL	
TOURNAMENT	(棒球錦標賽)
由Boston Red Sox贊助，來自全市的
青年棒球課程在此錦標賽中競賽。

為	����������９－１２歲 
地點	�������Moakley Park, South Boston 

以及 Parkway Little League, 
West Roxbury 

日期	�������星期六＆星期日，７月７
日-２２日

時間	�������早上8:00 -下午 4:00
聯絡	�������Billy Sittig, billy�sittig@boston�

gov, 617-961-3082

MAYOR'S	CUP	POP	
WARNER	JAMBOREE
來自波士頓的團隊有機會為美式足
球季暖身，此季前賽被Comcast 以及 
New England Patriots贊助。

為	����������6－14歲
地點	�������West Roxbury Educational 

Complex
日期	�������星期日，８月１９日
時間	�������早上8:00－下午3:00 

MAYOR'S	CUP	ROWING	
REGATTA	
(划船競賽)
RowBOSTON與Community Rowing, 
Inc�共同呈現。全市的青年划船課程
在這令人興奮的競賽中在Charles 河
上划槳。

為	����������12-18歲 
地點	�������Harry Parker Boathouse  

20 Nonantum Road, Brighton
日期	�������星期日、６月３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1:00 
聯絡	�������Barbara Hamilton at barbara�

hamilton@boston�gov 或  
617-961-3093

MAYOR'S	CUP	SOFTBALL	
TOURNAMENT	(壘球錦標賽)
由Boston Red Sox贊助，來自全市的
青年棒球課程，在這令人興奮的錦標
賽中競賽。

為	����������9－18歲的女孩
地點	�������Ross Field, Westminster St�, 

Hyde Park
日期	�������７月６日至７月１５日
時間	�������早上8:30至下午3:00
聯絡	�������Larelle Bryson, 617-961-3092, 

larelle�bryson@boston�gov, 

RED	SOX	EXPERIENCE
一生一次的機會，開放給住在波
士頓的青年棒球員，The Red Sox 
Experience在大聯盟棒球最受歡迎的
球場裡教導參與者許多棒球技巧。孩
童能跑壘、在牛棚裡投球，在練習
場打球、並參觀Fenway Park。須事前
報名。

年齡	�������7-12歲 
地點	�������Fenway Park
日期	�������８月２日
聯絡	�������Billy Sittig, 617-961-3082或  

billy�sittig@boston�gov

ROSALITA’S	PUPPET	
SHOWS	(布偶劇場)
Marionette Puppet Show課程回來了。
這些有趣的布偶讓孩童感到開心。
體驗Rosalita’s Puppets的獨特魅力，
它們是由職業演員－布偶師Charlotte 
Anne Dore製作的布偶。

為	����������3-10歲
時間	�������早上11:00
聯絡	�������Jennifer Widener, 617-961-

3047 以取得更多資訊
７月１１日，星期三－Gertrude	

Howes	Playground,	
Roxbury

７月１７日，星期二－Martin	Park,	
Dorchester

７月１８日，星期三－Sweeney	
Playground-	South	
Boston

８月２日，星期四－Christopher	
Columbus	Park,	North	
End

８月１４日，星期四－Fallon	Field,	
Roslindale

８月１６日，星期二－Marcella	
Playground,	Roxbury

SPLASH	DANCE	PARTIES
帶孩童至公園，在噴水器附近享受涼
爽天氣，還有點心！在玩遊戲及在公
園跳舞時聽音樂。 

時間	�������早上11:00 - 中午
７月１２日，星期四－Doherty	

Playground,	Charlestown
７月２０日，星期五－Mozart	Street	

Playground,	Jamaica	
Plain				

７月２７日，星期五－Paris	Street	
Playground,	東波士頓	

８月１０日，星期五		
Hynes	Playground,	West	
Roxbury

８月１７日，星期五	
Hunt/Almont	Park,	
Mattapan

聯絡	�������Jennifer Widener, 617-961-
3047 

SUMMER	TENNIS	AND	
READING	PROGRAM	(暑期網
球及閱讀課程)
與波士頓公園處合作，Tenacity 提供
網球以及閱讀課程。參與者接受網
球教學，並在八月進入Mayor’s Cup 
Tennis Tournament。所有學生都能參
與半小時的閱讀活動。有障礙的學生
歡迎報名。

為	����������6-16歲
地點	�������全市都有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７日
時間	�������年齡：6-10:時間早上９點至

中午１２點
年齡	�������11-18:時間　下午1:00 - 4:00 
聯絡	�������Barbara Hamilton at barbara�

hamilton@boston�gov 或
報名	�������線上報名www�tenacity�org

WHITE	STADIUM	SPORTS	
CENTER	(運動中心)
這為期六周的課程裡，你能學到許多
種不同運動。也有閱讀、寫作以及數
學加強課程，在White Stadium ，每周
在星期一提供，從７月１６日至８月
１３日。 

為	����������７－１４歲
地點	�������White Stadium, Franklin Park
日期	�������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3:00
期限	�������FC/FS; 需線上事先報名；空

位有限。
聯絡	�������Larelle Bryson, 617-961-3092, 

larelle�bryson@boston�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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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宿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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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nps�gov/bost

READBOSTON	
STORYMOBILE	
The ReadBoston Storymobile 將在今年
夏天經過你的鄰近區域。每個星期
裡，職業的說故事者將會造訪不同
地點，所有的參與孩童都會收到嶄
新、高品質的書本，供他們保留。

為	����������3-8歲
日期	�������７月１０日－８月４日
時間	�������不一，尋找Storymobile將在

您鄰近區域的時間
費用	�������免費
聯絡	�������617-918-5286 或 617-635-

READ 
網站	������� readboston�org

THE	SALVATION	ARMY	
KROC	CENTER	OF	BOSTON
AQUATICS	SWIMMING	
PROGRAMS	(游泳課程)
教導孩童＆青少年游泳以及如何在
水中和附近保持安全。 

為	����������3-17歲
地點	�������Dorchester 
日期	�������6月－7月 
時間	�������下午1:00-4:00

Courageous Sailing Center暑期課程的
資訊，請參見第五頁。

日期	�������暑假期間每天開放
時間	�������划船：時間　早上9:00至日

落 
帆船週間下午3:30至日落，
週末早上9:00至日落

費用	�������租借/時間，只供有經驗的
水手: 划船 $10；帆船 $15/
小時

聯絡	�������Boat House (季節中)617-522-
5061

網站	�������courageoussailing�org/
locations/jamaica-pond/

NATIONAL	PARK	SERVICE	(
國家公園管理局)
JUNIOR	RANGER	PROGRAM	(青
年護林員課程)
在波士頓有許多國家歷史公園，每
個護林員都代領導覽並回答問題。
當你造訪一個地點，你孩童可以成
為一名國家歷史公園青年護林員。
請在訪客中心領取一份Junior Ranger 
Activity Book(青年護林員活動手冊)
：在市區裡，地址為15 State Street 或 
Charlestown Navy Yard。

聯絡	�������617-242-5642

更多暑期活動

AGASSIZ	VILLAGE	
SUMMER	CAMP	
夏令營
為期二周的夜宿夏令營隊，提供拓
展視野的經驗，透過許多休閒活動
激發營隊成員的社會情緒成長，包
含藝術、手工藝、遊戲、至游泳、
划船以及更多。

為	����������2-12年級，低收入／低服務
地點	�������Poland, ME 
交通	�������有, 從 Bunker Hill 社區大學
日期	�������７月２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夜宿夏令營
費用	�������每２周課程收費$1,200，根

據家庭收入以及大小調整。
聯絡	�������Thomas Semeta, tsemeta@

agassizvillage�org, 781-860-
0200

報名	�������在www�agassizvillage�org/
registration網站上申請

網站	�������www�agassizvillage�org     

CAMP	HAWKEYE
SLEEPAWAY	CAMP	(夜宿營隊)
在Camp Hawkeye，我們的任務是結
合一個多元的社區，包含營隊成員
以及員工，大家都來自不一樣的地
區、社會經濟、文化、種族以及宗
教背景。我們希望能縮減社會、經
濟以及文化差距，以為我們年輕的
營隊成員建立正面的關係以及深刻
的共同理解。

為	����������8-17歲
地點	�������Moultonborough, New 

Hampshire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１１日
費用	�������$2,100-$6,850，根據留宿長

短調整
聯絡	�������Jessica Colgan-Snyder, jess@

camphawkeye�com, 781-315-
1297

網站	�������CampHawkeye�com     

CAMP	KESEM	MIT
Camp Kesem, 由麻省理工學院學生經
營，是一個免費、非營利的暑期組
織，為年齡為６－１８歲、家長現
在或曾經患有癌症的學生開放。當
孩童參與為期一周的Camp Kesem，
他們能享受樂趣，並和其他能理解
他們經驗的孩童相處。

為	����������年齡為６－１８歲的學生，
家長現在或曾經患有癌症的
學生開放；我們歡迎有特殊
需求的孩童

地點	�������Camp Wekeela 在 Hartford, 
Maine

日期	�������８月１２－１７日以及８月
１９－２４日

費用	�������免費

期限	�������FC/FS；線上申請
聯絡	�������ckcampers@mit�edu
網站	�������campkesem�org/mit

CROSSROADS	FOR	KIDS	
CAMP	WING
Camp Wing 提供安全、支持性的社
區，開放給住在高風險環境的男孩
及女孩。每日活動包含教導及免費
的游泳課、手工藝、運動以及遊
戲、攀岩、釣魚、射箭以及更多。
營隊成員將學到能在全年幫助他們
的技巧，例如如何成為一個好朋
友、傾聽者，以及如何尊重他人及
自己。 

CAMP	MITTON
一個小型、家庭型態的模式，男孩
及女孩學到健康的方法，應對壓力
大的環境，例如無家可歸、虐待以
及忽視。許多營隊成員被DFC(麻州
家庭及孩童服務部)、MSPCC(麻州預
防兒童虐待中心)、心理健康服務、
以及收容所轉介至我們營隊。課程
專注在行為管理以及建立強健的自
我影像－在一個位處Cape Cod的非競
爭性營隊。

為	����������1-8年級 (Wing營隊)或 1-7年
級 (Mitton營隊)

地點	�������Camp Wing: Duxbury, MA 
Camp Mitton: Brewster, MA

交通	�������從Boston College High 
School, Dorchester

日期	�������６月２８日－７月１１日  
７月１３日－８月１日； 
８月４日－２３日

費用	�������從$440-$490；根據家庭收
入、規模以及財經情況縮減
費用；財務補助可能被提供

期限	�������FC/FS;　越早報名，進入您
想參與的時段

聯絡	�������Ashley Charron, 617-765-7098, 
ashley@crossroadsma�org

網站	�������crossroadsma�org

NATURE'S	CLASSROOM	
（大自然教室）	
ADVENTURE	CAMP	AND	LIFE-
TECH	VENTURES(冒險營隊以及
生活-科技冒險)
Nature's Classroom 營隊為喜歡在戶外
挑戰自己的孩童以及青少年開放。

Adventure Camp在Hancock，New 
Hampshire提供泛舟、射箭、鐵匠、
攀岩、自然藝術、攝影、野外求生
技巧以及其他冒險。所有的營隊成
員都參與戶外技能訓練、運動、手
工藝、社區活動、水上冒險、以及
特別的全營隊活動。 

為	����������10-17歲
地點	�������Hancock, NH
日期	�������7月1日至8月10日，6以及13

天課程

FLAGSHIP	COMPUTER	
CLUBHOUSE	SUMMER	
PROGRAM
The Computer Clubhouse是一個免費
的設計工作室，提供10-18歲學生
活動，例如動畫、3D設計、電影以
及音樂製作。此暑期課程提供來自
本地專業設計人士高品質的教導支
持、有趣的研習班，為初學者及進
階者開放、校外教學，以及更多。"
跟我們一同創造!"

為	����������10-18歲
地點	�������Museum of Science, Boston
日期	�������７月－８月，星期二-星期

六
時間	�������下午1:00-5:00
費用	�������免費；不收博物館入場費
聯絡	�������Kas Okeyo, kokeyo@mos�org 

617-589-0466
網站	�������clubhousebeat�org 以及 

computerclubhouse�org

JAMAICA	POND	BOATING
在暑期中，你能租借划槳船以及
帆船，在Jamaica Pond Boat House，
由Courageous Sailing, Inc管理。有
關在Jamaica Pond以及Charlestown的

費用	�������$5�00/30 分鐘課程
報名	�������打電話或寄電郵
聯絡	�������Denean R� Johnson, 617-318-

6973, Denean�Johnson@use�
salvationarmy�org

網站	�������bostonkroc�salvationarmy�org/
BostonKroc/Aquatics

ZUMIX	
SPROUTS	
ZUMIX提供活躍的音樂課程，對象
為波士頓青少年。全年提供。 

ZUMIX Sprouts課程開放給年幼兒
童，提供有關音樂、戲劇以及舞蹈
的介紹，也注重舞台以及表演技
巧。這是一個讓孩童認識ZUMIX的
絕佳機會。這個暑假報名參加Sprouts 
Chorus(合唱團), Orchestra(交響樂團), 
或 Musical Theater(音樂劇場)。

為	����������7-11歲
地點	�������260 Sumner Street, 東波士頓
日期	�������７月５日－８月２５日
時間	�������每個課程不一，請致電取得

更多訊息
費用	�������$5／課程
期限	�������FC/FS
聯絡	�������617-568-9777, zmail@zumix�

org
網站	�������zumix�org

費用	�������6 天課程為$949; 13天課程
為$1,832；提早報名有優惠

期限	�������３月２３日之前提供早鳥優
惠

聯絡	�������603-525-3311
網站	�������naturesclassroom�org
Life-TECH Ventures提供非競爭性的
社區環境，學生能以個體身分學習
並成長。每周提供多於12小時，專
注於讓孩童學習他們選擇的主要區
域：體育科學、自然科學、藝術或
冒險挑戰。

為	����������8-16歲
地點	�������Charleton, Mass�
日期	�������７月８日至７月２８日
費用	�������$810／一周
聯絡	�������1-800-433-8375
網站	�������naturesclassroom�org

THE	SALVATION	ARMY	
SOUTH	END	CORPS	
COMMUNITY	CENTER
SUMMER	CAMP	PROGRAM	(暑
期營隊課程)
 此課程由基督教為本的組織贊
助。 

夜宿夏令營。活動包含游泳、划
船、運動、藝術及手工藝、美國原
住民傳說、探索大自然、野外求生
以及基本的結繩課程。

為	����������6-16歲
地點	�������Sharon 
日期	�������６月２４日－８月１５日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72 為每個六天課程 
聯絡	�������Timothy Morris, 6176-236-

7233 X258,  tmorris@use�
salvationarmy�org

報名	�������線上報名
網站	�������www�campwonderland�org  

SMITH	PARK	OF	NEW	
YORK,	INC�
CAMP	WA	WA	SEGOWEA
Camp WA WA Segowea 位處超過450
英畝、美麗的野外，在麻州Berkshire
山區Harmond湖附近。在這自然的環
境裡，來自全國的營隊成員，歷經
四代，都來體驗傳統的美式露營冒
險，每個夏天的經驗都因參與者有
所進步及改變！

為	����������3-11年級
地點	�������Berkshires
日期	�������7月１６日-7月２９日以及  

７月３０日-８月１２日  
(兩場課程都會有一週的報
名）

費用	�������一份$100訂金在報名時將收
取。 費用：不一

聯絡	�������Lily Mercogliano Easton, 
lilymerc@gmail�com, 845-232-
0619

網站	�������www�smithpark�org   

4-H	CAMPS	OF	
MASSACHUSETTS	
4-Ｈ營隊提供許多活動，開放給８－
１７歲的孩童。大多數營隊有日間
及夜宿課程，從六月底至八月底。
有些課程開放給有障礙的孩童。夜
宿營隊費用為$510-$670／一週。

聯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Extension Office (麻州大學進修教育
辦事處)，以取得有關每個營隊的更
多訊息：781-891-0650, mass4h�org/
resources/4-h-camps，或直接連絡每個
營隊：

4-H	Camp	Howe	in	Goshen	
(Berkshires)		
camphowe�com	413-549-3969

4-H	Camp	Farley	in	Mashpee	
(Cape	Cod)

	 campfarley�com	508-477-0181
4-H	Camp	Middlesex	in	Ashby	(在

Fitchburg附近)
	 campmiddlesex�com		

978-386-7704	
4-H	Camp	Marshall	in	Spencer	(在

Worcester附近)	
	 傳統以及馬匹愛好者的營隊	 	

campmarshall�org		
508-885-4891

4-H	Camp	Leslie	(Georgetown)
	 campleslie�org		978-352-8060	

MASS�AUDUBON	SOCIETY
WILDWOOD	CAMP
Wildwood提供許多活動，包含帆船
以及登山，還有有趣的科學及自然
活動，例如森林環境學、永續生活
以及追蹤動物等等。 

將升上１０－１２年級的青少年，
能報名為期三周的領導者培訓營，
以享受營隊的樂趣、分享他們的才
藝、探索環境議題並幫助年幼的營
隊成員。年齡為１４－１７歲的青
少年，能在為期一周的青少年冒險
之旅裡探索New England許多美麗的
地點。

為	����������9-17歲
地點	�������Rindge, NH
日期	�������6月至8月１８日；還有為期

1及2週的課程
費用	�������價位不一。提供獎學金。來

電或寄電郵，以取得申請表
格

期限	�������５月１日；來電或造訪網
站，以取得資訊發佈會以及
參觀日的日期

聯絡		������1-866-MAS-CAMP(627-2267) 
1-781-259-2183 

網站	�������wildwoodcam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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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
延長學年
BPS特教辦事處將會在２０１８年暑
期舉辦ESY (延長學年)。有肢體障礙
的ＢＰＳ學生，可能被建議參加此
課程，以減少在暑假期間學業技能
退步的可能。向學生推薦ＥＳＹ的
決定，是根據學生的ＩＥＰ(個人教
育計畫)團隊，依各人情況所做出。
被推薦ESY的學生家庭，將在春季稍
晚取得詳細的資訊，包含分配至的
ESY學校及時間。 

為	����������在其IEP裡有ESY的學生
日期 �����������７月９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每天5小時，每周5天；特定

地點的時間將在課程前被傳
達給家長

交通 �����������由ＩＥＰ斷定
費用 �����������免費；早餐及午餐提供 
聯絡 �����������有關資格的問題，請聯絡您

學生的老師，特教負責人或
校長。 

4-H　CAMP	HOWE		
ECHO	RESIDENT	
青年被充分融入營隊的每一部分，
從木屋生活至每天活動。結交新朋
友、學習新技巧以及享受的好地
方。有其他歡迎特教生的營隊；請
來電洽詢

為	����������7-17歲，混性別
類別 �����������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亞斯伯格, 氣喘、呼吸道疾
病, 自閉症, 腦傷害, 小腦癱
瘓, 顱面, Crohn’s 疾病/結
腸炎, 囊性纖維化, 糖尿病, 
唐氏症, 癲癇, 食物過敏-嚴
重, 聽力障礙/聾、心臟障
礙、智能障礙、行動障礙、
多發性硬化症、肌肉萎縮、
創傷症候群、Prader-Willi 
症候群, 鐮刀紅血球、皮
膚病、語言/溝通障礙、脊
柱裂、濫用藥物、Tourette 
症、視覺障礙/眼盲

種類 �����������夜宿
地點 �����������Goshen, MA
費用 �����������可能為某些課程提供財務補

助請直接連絡營隊，以取得
更多訊息 

聯絡 �����������Terrie Campbell, 413-268-
7635, 
office@camphowe�com

網站 �����������camphowe�org

BOSTON	CENTERS	FOR	
YOUTH	&	FAMILIES	
（波士頓青年＆家庭中心）		
CAMP	JOY
Camp Joy是一個治療及休閒性的課
程，為有障礙的孩童及成人開設。
活動包含游泳、創意性舞蹈以及戲
劇表演。提供早餐及午餐。

為	����������有身心障礙的波士頓居民，
從３至２２歲

地點 �����������BCYF　Jackson-Mann, 
Madison Park, 以及 
Ohrenberger Community 
Centers

交通 �����������到府接送
語言 �����������每個地點不同
日期 �����������尚未決定
時間 �����������早上8:00至下午2:00　或　

早上9:00至下午3:00 
費用 �����������$250, 其他手足加收$75 

聯絡 �����������617-635-4920 分機�2402
電郵 �����������Roberta�Smalls@cityofboston�

gov
網站 �����������boston�gov/bcyf

CAMP	ALLEN	
此居住性營隊在戶外情境下為有發
展障礙及其他挑戰的孩童以及成
人，提供成長、發展友誼以及從事
有趣活動的機會。

為	����������6-90歲
地點 �����������Bedford, NH （離波士頓一

小時）
日期 �����������為期一周及二周的課程　  

６月１１日至８月２５；5
月2日為開放日(若活動當天
被取消，將改至5月3日)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850/一周課程; $1,700/2周課

程；獎學金及些許財務補助
提供

期限 �����������FC/FS；空位有限
聯絡 �����������Michael Constance, 1-603-622-

8471, michael@campallennh�
org

網站 �����������campallennh�org

CAMP	ISOLA	BELLA
Camp Isola Bella, 位處在Twin Lakes中
央美麗的島嶼，為聾人以及重聽人
士服務。 

為	����������8-17歲　（青年及青少年課
程）

類型 �����������聽力障礙／聾人、語言／溝
通障礙。CODA（聽障人士
的兒童）歡迎  

地點 �����������Taconic, CT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975/２周，提供財務補助
聯絡 �����������Alyssa Pecorino, 860-899-

1209,  
IBDirector@asd-1817�org

網站 �����������www�campisolabella�org 

CAMP	JACK
為有糖尿病的青年開放的夏令營。
下列因素確保您孩童在享受營隊的
同時，也能保持健康與安全：駐營
隊的持證護士，當地的小兒科醫師
為營隊健康顧問，受糖尿病教育者
訓練認證的員工，受心肺復甦訓練
以及急救訓練的員工，遵守麻州公
衛部門政策及規定，固定血糖測驗
時間以及地點，遵守糖尿病規程，
提供適當的點心和飲料，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美國露營聯盟）
認證成員，Diabetes Education and 
Camping Association(糖尿病教育以及
露營聯盟)成員。

為	����������５－１４歲，有糖尿病的青
年，他們的兄弟姊妹以及朋
友

地點 �����������Rehoboth, MA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150／一周
聯絡 �����������508-679-5233
網站 �����������peopleinc-fr�org/programs/

diabetes-association-inc

CAMP	SHRIVER	AT	UMASS	
BOSTON
Camp Shriver為有智能障礙以及發展
障礙、以及沒有這些障礙的孩童做
連結，讓他們有機會改善他們的運
動技巧、社會技巧以及自尊，同時
發展正面的同儕關係以及結交新朋
友。50% 的營隊成員，是有障礙的
孩童，50% 為沒有障礙的孩童。

為	����������8-12歲  
地點 �����������Umass Boston，Dorchester
交通 �����������從接送地點致許多社區都免

費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２日
時間 �����������早上8:30 -下午 2:00
費用 �����������$25 報名費用，若被接受；

提供早餐、午餐、點心以及
營隊用具 

期限 �����������申請期限為４月１日 
聯絡 �����������Samantha Sears, Samantha�

Sears@umb�edu, 617-287-7250
報名 �����������在www�umb�edu/csde網站報

名
網站 �����������www�umb�edu/csde/camp_

shriver/umass_boston

CAMP	STARFISH	
此位於New Hampshire的夜宿營提供
有情緒、行為以及學習障礙的孩童服
務。員工對營隊成員的為一比一 。

為	����������7-15歲，有情緒、行為以及
學習障礙的學生 

地點 �����������Rindge, NH（離波士頓７０
哩）

交通 �����������由波士頓提供
日期 �����������６月２４日－８月１８日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５天課程收費$1,475; 14 天

課程收費$4,050; 19天課程
收費$5,250; 按需求提供財
務補助

期限 �����������FC/FS
聯絡 �����������978-368-6580 
網站 �����������campstarfish�org 

THE	BRIDGE	CENTER	
夏令日間營
The Bridge Center是一個為有亞斯伯
格症、自閉症、社會及情緒障礙、
神經肌肉障礙以及其他障礙的孩童
及青年開設的營隊。營隊成員有機
會騎馬、游泳、划船、釣魚、音樂
及跳舞、藝術及手工藝、烹飪、運
動以及射箭。請打電話，以安排測
驗。 

為	����������4-22歲，任何能力皆可
地點 �����������Bridgewater, MA
交通 �����������從Joseph Lee School, 

Dorchester, $100/一週
日期 �����������６月２５日－８月２４日；

從許多課程選擇，1至6週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3:00，延長

時數至5點
費用 �����������$550/每週; 延長時間將增多

收取費用
期限 �����������3月30日
聯絡 �����������Abby Ross, 508-697-7557 分

機12，aross@thebridgectr�org
網站 �����������www�thebridgectr�org

為有糖尿病孩童的營隊
這些日間和夜宿營隊裡，孩童在他
們學習如何與第一型糖尿病共存同
時享受運動、游泳、休閒、支持以
及友誼。沒有糖尿病的兄弟姊妹以
及朋友也可參加。$50報名費。

BARTON	DAY	CAMP	
BOSTON	
為	����������６－１５歲，患有糖尿病

的學生；受訓領導人，１
４－１５歲

地點 �����������John’s Preparatory School,  
Danvers

交通 �����������從波士頓提供 
日期 �����������7月23－27日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費用 �����������$650;　提供財務補助
期限 �����������FC/FS
聯絡 �����������508-987-2056
網站 �����������bartoncenter�org/bcsite/node/13

CLARA	BARTON	CAMP	
FOR	GIRLS	
為	����������有糖尿病、６－１６歲的女

孩 
地點 �����������North Oxford, MA
日期 �����������６月２４日–８月１１日；

１、２以及３週課程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一週：$1,325; 二週: $2,535; 

三週: $4,045;財務補助提供
期限 �����������FC/FS
聯絡 �����������508-987-2056
網站 �����������bartoncenter�org/bcsite/node/13 

JOSLIN	CAMP	FOR	BOYS	
為	����������有糖尿病、６-１６歲的男

孩 
地點 �����������Charlton, MA
日期 �����������６月２４日–８月１１日；

１、２以及３週課程
時間 �����������夜宿營
費用 �����������一週：$1,325; 二週: $2,535; 

三週: $4,045;財務補助提供
期限 �����������FC/FS
聯絡 �����������508-248-5220
網站 �����������bartoncenter�org/bcsite/node/13

CARROLL	CENTER	FOR	THE	
BLIND	(為盲人開設的中心)
Carroll Kids是一個為期一週的加強以
及休閒課程，幫助學生學習點字、
協助性科技、社會技巧、新生輔導
並建立自我意識以及信心。 

Carroll Center也有許多為青少年開放
的課程，以及SailBlind，教導眼盲學
生揚帆的課程。

為	����������1-5年級，有視力障礙的學
生。

地點 �����������770 Centre St�, Newton, MA
日期 �����������７月２３－２７日 
時間 �����������日間及夜宿選擇；來電以取

得更多細節；開放日為４月
４日、５月２日以及６月６
日，早上10:00－下午1:30。

費用 �����������不一；透過州立機構為盲人
提供經費

期限 �����������FC/FS
聯絡 �����������Kathy Felt, kathy�felt@carroll�

org, 617-969-6200 分機216
網站 �����������carroll�org

JUDGE	BAKER	CHILDREN'S	
CENTER	（夏日加強學院）	
為期五週的課程，教導孩童管理
ＡＤＨＤ(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以
及其他行為議題的有效方法。The 
Summer Enrichment Institute是以
Summer Treatment Program (夏季治
療課程)為本，此課程由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國心理學
聯盟)以及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藥品濫
用以及心理健康服務聯盟)命名為孩
童及家庭心理健康模範課程。孩童
享受結交新朋友、改善運動及藝術
技能、並發展與教職員工的關係。
ＳＥＩ是一個非常有架構，高支持
性的課程，導致行為增進、改善社
會技巧、幫助預防學年間學習功能
在暑期退步。

為	����������6-12歲
地點 �����������Roxbury
日期 �����������７月１０日至８月１７日
時間 �����������早上8:00至下午4:00
聯絡 �����������617-278-4286,  sei@jbcc�

harvard�edu
網站 �����������jbcc�harvard�edu/summer-

enrichment-institute  

MASS�	GENERAL	
HOSPITAL	(麻州醫院)	
冒險夏令營	
冒險夏令營，由Mass� General Hospital 
for Children Aspire計畫經營，這是
一個為期６週，有趣並以治療為
本的暑期課程。孩童參與典型的
營隊活動，例如游泳、登山、划
船、探索自然、戶外教學、藝術、
戲劇、烹飪、遊戲或瑜珈。參與
有趣的活動同時，營隊成員也取
得Aspire的優秀的教導，介入、
社會教導以及其他支持，在日間
提供。營隊成員能在兩個地點報
名：Charlestown 或在Westwood的Hale 
Reservation。Charlestown的營隊成員
一週去Hale兩次。

為	����������5-15歲，有社會、認知、情
緒以及行為障礙的學生 

地點 �����������Charlestown Boys & Girls 
Club 以及 Hale Reservation, 
Westwood

交通 �����������由Charlestown 至Hale提供公
車接送

日期 �����������７月５日至８月１０日
時間 �����������星期一、二、四、五，早上

8:45- 下午2:45； 
星期三　早上8:45 至下午
1:00 
青年冒險營，５－７歲，
在Hale。星期一至五，早上
8:45 至下午1:00

費用 �����������$5,500 為６週; $5,050 為  
５－７歲青少年營隊  
提供財務補助

期限 �����������６月４日
聯絡 �����������781-860-1900, mghaspire@

partners�org
網站 �����������massgeneral�org/children/

aspire/services/summer-camp�
aspx 

為幫助孩童尋找夏令營， 
請聯絡．．．

特殊需求孩童聯盟
FCSN的 暑期營隊列表)列出多於

200個為有障礙孩童的營隊。 

您能從他們網站上免費下載 800-
331-0688  fcsn�org/camps 

麻州特殊需求營隊＆遊覽會 
www�spedchildmass�com/camps-

special-needs-massachusetts-autism-
aspergers

波士頓公園及休閒接觸機會
 accessrec�org/programs-services/

summer-camp/

為有特殊需求孩童的	
營隊及課程

許多營隊能為有肢體障礙的孩童提供服務，但下列為特別為有特殊醫學及其他挑戰孩童所設計的營隊。	

若您無法負擔營隊費用，隨時都可以詢問財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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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假期課程
這些課程日期為4月17日-20日

FRANKLIN	PARK	ZOO		
(動物園)
FANTASTIC	HABITA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為	������� 7-11歲
地點	���� Franklin Park, Dorchester
時間	���� 早上9:00  -下午 3:45 
費用	���� 會員$235; 非會員$275
期限	���� 越快越好
聯絡	���� 617-989-3742 

education@zoonewengland�
org

網站	���� sociedadlatina�org

GIRL	SCOUTS	(女童軍)
	(四月假期營隊)
為	������� 就讀Ｋ－５年級以及６－

１０年級的女生
地點 �������Camp Cedar Hill, Waltham
時間 �������早上9:00  -下午 4:00 
交通 �������從波士頓、Mattapan, Hyde 

Park, Dorchester, Roxbury, 
West Roxbury, Roslindale, 
South End提供

費用 �������$50(K-5年級) 或$60(6-10
年級)/一天; 外加$40會員
費，若非會員; 財務補助
提供

聯絡 �������617-350-8335
網站 �������gsema�org

BROOKLINE	ARTS	
CENTER	(藝術中心)
ARTVENTURES
為 ����������� 5-11歲
地點 ������� Monmouth St�, Brookline
時間 ������� 早上9:00 -下午 2:00，早上

8:00-下午5:30，可選擇延長
日 

費用 ������� $255-320＋材料費；早上
$40以及下午延長日收費
$60 

聯絡 ������� 617-566-5715
網站 ������� brooklineartscenter�com

BOSTON	PARKS	&	
RECREATION	(波士頓公
園&休閒處)
ALL	GIRLS	SPORTS	FESTIVAL
女孩們體驗自由、探索以及個
體挑戰的氣氛。
為	������� 11－14歲
地點 ������� 1350 Columbus Avenue, 

Roxbury
時間 ������� 早上8:30 -下午 3:00
費用 ������� 免費
聯絡 ������� 617-961-3093
網站 ������������apm�activecommunities�

com/cobparksandrecdepart

更多暑期活動構想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PartnerBPS�org
PartnerBPS是什麼？

• PartnerBPS�org是一個線上的平台，為學
生、家庭、學校以及學校－社區合作夥伴
開放。PartnerBPS希望把學生、家庭以及其
他ＢＰＳ社區成員與由BPS學校-社區夥伴
提供的高品質機會做連結。

• 取得更多　開放給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
有關報名期限、行程、語言提供以及超過
120個夏日課程活動的資訊，請造訪www�
partnerBPS�org，然後，  

 ;點擊 "Search Programs-搜尋課程"

 ;選擇 "Summer－暑期" 為 "Service 
Delivery Time－服務傳遞時間"。

 ;點擊 "Search－搜尋"以閱覽所有暑期
課程

 ;選擇 "View Program Profile－閱覽課程
簡介"，以探索

書本，等等
為適合孩童的書本、電影及其他娛樂的構

思，請參照下列網站。若你沒有電腦，請造訪
你的本地圖書館。他們有與網路連結的電腦，

開放給大眾。	
www�bpl�org
ＢＰＳ暑期閱讀名單，免費的ＭＰ３下載、Ｄ
ＶＤ光碟還有（當然）書本

www�reading�org	
按年齡程度推薦書本

www�ala�org/alsc
列出得獎書本、影片以及網站

www�parents-choice�org	
評論書本、影片、電視節目以及兒童軟體

Boston	Central
www�bostoncentral�com

網站列出數百個賽事、營隊、課程、計畫、
運動及活動，在波士頓附近，	

為所有年級開放。	

Stay	healthy!
www�kohlshealthyfamilyfun�org

健康的遊樂活動，開放給兒童及家庭，在你
鄰近區域裡！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的網站有許多活動、經濟實惠的健康烹飪及飲
食建議（包含簡單的食譜），還有更多。以英

文及西班牙文授課。	

由Kohl’s	Cares™贊助。	

Mass�DCR
www�mass�gov/dcr

The	Mass�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DCR－麻州保育及休閒部
門)有游泳池、海灘、運動場、動物園、腳踏
車道、露營地點、高爾夫球場、划船地點、網
球及籃球場、登山以及慢跑途徑、自然歷史課
程、釣魚、賞鳥、野餐場地、泛舟、球場、遊
樂場、劇場、演唱會以及博物館－所有活動均

為免費或低收費。

尋找夏令營時，
該去那裡尋找幫助？		

在暑期營隊或課程裡	
應該尋找什麼品質？

在你選擇與你行程最相配、你孩童也對其最有興趣的營隊或課程後，從課
程方面取得更多訊息。聯絡每個營隊並問很多問題。

可以問課程及營隊員工的問題：

 � 這個營隊有認證或執照嗎？若有，被誰頒予的？若沒有，為什麼？

 � 營隊員工收到有關安全、領導、輔導、問題解決以及其他與年幼孩童
有關的議題方面的何種訓練？

 � 價錢是否包含課程所需，或有沒有交通、食物、夜宿、報名、制服等
額外費用？

 � 若交通有提供，細節為何？

 � 若有營隊之前或之後的活動，誰會看顧孩童，他們會從事何種活動？

 � 提供有競爭性的活動（例如團隊運動）嗎？你孩童對競爭感到舒服
嗎？

 � 家長能如何與孩童在夏令營期間保持聯絡？允許任何電話或電郵嗎？

 � 營隊如何應對有特殊飲食或肢體需求的隊員？

 � 在營隊開始之前，有沒有參觀日，讓家長可以參觀營隊並與營隊領導
人見面？

 � 有參訪日嗎？

取自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	(美國營隊協會)，New	England		
781-541-6080		�	acanewengland�org

The American Camp Association，New England把孩童與夜宿營隊做連結，並
提供免費的個人營隊尋找指導及資源。ACA New England每年出版一份指
南，列有日間以及夜宿營隊，包含應詢問營隊指導員的問題，以及尋找營

隊的建議。你能在線上找到指南，或以電話或電郵取得副本。 

Cambridge	Camping
617-864-0960		�		cambridgecamping�org

Cambridge Camping 夜宿學者課程， 
幫助家庭為許多夜宿營隊找到獎學金。波士頓居民符合此服務資格。 � 

boston�mommypoppins�com
此網站由家長寫成。此營隊指南也有許多課程構想以及適合所有年紀孩

童的活動。

National	Camp	Association,	Inc�	
800-966-CAMP	(2267)		�		summercamp�org

此機構提供轉介至夜宿營隊的服務。

波士頓公立學校或其員
工並不支持、推薦或代
表列在這份指南裡的課
程、組織或資源之適合
程度。

BPS	歡迎中心　２０１８
年７月

只有ROXBURY		
的歡迎中心有開放	

在Bolling大廈
2300 Washington Street, 2樓

617-635-9010
•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 

早上8:30 -下午 5:00 

• 星期三：中午-晚上7:00

• 星期五：關閉

	關閉	
聯邦、州立以及市立假日

為較年長的學生尋找暑期活動嗎?
波士頓公立學校也出版Summer Stuff (暑期資訊)，
對象為就讀波士頓公立學校的初中及高中生。 此
刊物將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在學校、圖書館、鄰近
區域、 
以及ＢＰＳ網站發表：bostonpublicschools�org/
sum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