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馆的海港探索夏令营 (Harbor Discoveries Camps) 营期分两种 
(一周和两周)，来组织营员去探索海洋的生命和栖息地。海港探索 
夏令营独树一帜。营员在安全和充满乐趣的环境中了解和探索海 
洋，同时还参加多项探险活动。亲身接触令人惊奇的动物，每天前往
海岸栖息地考察、走到幕后去看一看本馆的生物、到波士顿港群岛
去野营，只是众多探险活动中的几项。

奖学金申请条件
提供奖学金，目的是为了保证财力不足的孩子也能够参加我们的海
港探索夏令营！

自付费结构
获得奖学金者必须为夏令营支付的学费大大降低，具体减收多少取
决于其家庭调整后的总收入（一般为国税局1040表格的第37项或同
等报税表项目）。

年收入范围 初级班/中级班 高级一周班 高级两周班

< 40,000美元 50美元 55美元 115美元

40,000美元 – 
80,000美元

100美元 110美元 230美元

夏令营信息
活动时间表
夏令营的所有班均实行下列活动时间表。
对于获得奖学金的孩子，最早可在上午8时送来，不额外收费。不提
供课后照管服务。

日期 送孩子 接孩子

星期一至星期三 上午9时 下午5时

星期四 上午9时 (野营过夜）

期五 ––––– 下午（1时）

两周高级班的第二周不在家住宿，周一上午9时送孩子，周五下午1时 
接孩子。

交通
营员自行负责每天往返本馆的交通。

用餐
提供午餐和点心以及外宿活动期间的所 
有餐食。

咨询及联系方式
夏令营办公室电话： 
617-226-2425
电子邮件： 
harbordiscoveries@neaq.org

更多信息
neaq.org/camps

说明
1. 填写申请
 a. 完整的申请资料包括：

q 填妥的申请表
q 家庭最近提交的1040报税表或等同报 

税表的首页复印件
q 填妥的营员调查问卷

 b. 也可上网填写申请。 
 neaq.org/campscholarship

2. 提交申请
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2日。 
截止日期以后，我们滚动接受申请， 
直至用尽所有奖学金名额。

 a. 邮寄至： 
 Harbor Discoveries Scholarship 
 New England Aquarium 
 1 Central Wharf 
 Boston, MA 02110

 或

 b. 发送电子邮件至： 
 harbordiscoveries@neaq.org 
 邮件主题栏：Scholarship Application 2018

3. 遴选过程
仅以财务需求和营员对夏令营的兴趣作为唯一 
的遴选依据。我们会在收到申请后一周内，通过 
电子邮件向您告知已收到申请。3月2日截止日期
后，我们会审核申请资料的完整性、申请人的资 
格以及申请人对参加夏令营所表现出的兴趣。 
3月16日之前，如您获得奖学金或被列入等候名 
单，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通知您。对于3月2日以 
后提交的申请，如依然有名额，我们会在收到申 
请后两周内将审批结果通知您。

4. 文件及自付费
如您获得奖学金，我们会自动为您办理报名手 
续。通知您获得奖学金的电子邮件会附带关于 
填写必要文件（健康表格等）以及在2018年5月 
25日截止日期之前支付学费的自付费部分的说
明。我们不与您联系，请勿付款！ 特约发起赞助机构：

与新英格兰 
水族馆一起   
  探索海洋！

我们参加海港探索夏
令营是为了学科学，
但你们的团队非常有
人情味。我们去过的

夏令营很多，你们非常
出色。

—中级班营员家长

海港探索夏令营
2018年奖学金申请 



住宿四晚，实际应用新学到的技能，其间营
员将结识科学家并运用新学到的技能！

纽百伦基金会 
走近海洋哺乳动物
7月30 – 8月3日
亲密接触本馆的海洋哺乳动物！看海豹，了
解要求苛刻的海洋哺乳动物保育工作，并
对海洋哺乳动物训练领域开展研究。出海
观鲸，见识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了解我
们如何在原生环境中研究鲸鱼。本班的营
员将探究海洋哺乳动物面临的地方及全球
问题。探索营员可以扮演什么角色，以保护
这种了不起的动物群！

野外考察（两周班）
8月6 – 10日以及8月13 – 17日
本班为期两周，可让营员体验海洋科学领
域研究人员既有乐趣又有挑战的生活！第
一周的内容是全面了解科学工具、方法和
研究方案，同时让营员熟悉如何通过观察
来解答科学疑问。时间用于在本地栖息地
和本馆开展研究。第二周，营员将在波士顿
港群岛设立一个野外营地，周一至周五宿
营。营员组成科学考察组，在波士顿港群 
岛进行野外考察，将设计问题并作出解答，
藉此深入了解本地的海洋生态系统。

水族师培训
8月20 – 24日
水族师是高难度职业，需要让所保育的动
物快乐健康，并协助对公众普及有关海洋
生命的知识！水族师培训班为期一周，充满
乐趣，内容是学习动物捕捉技巧、水族箱 
维护和栖息地需求。走进本馆的幕后、走 
向野外，营员将练习如何以最佳方式与他
人分享海洋的水下世界。最重要的是，营员
将了解，要保育本馆成千上万的海洋动物，
需要付出多大的力量！

所有高级班营员均必须提供游泳水平合格
证明。
 

来解释悬疑，创造自己的东西！营员将
利用科学方法，展开充满乐趣的冒险 
历程，去研究令人神往的奥妙，也就是
覆盖我们这个蓝色星球表面的海洋。

海岸考察
8月6 – 10日
海洋的边缘是科学家的宝库。在这一
星期内，营员将了解到，海岸为什么是
宝贵的生态系统！ 从河流到潮间带水
坑，营员将考察马萨诸塞州东部许多水
域栖息地，了解陆地上的所有生命与 
海洋生命的关系！

生机勃勃的脊椎动物
8月13 – 17日
人类与所有鱼类、鲸鱼和鸟类共同拥 
有的东西是什么？脊椎骨，还有我们 
赖以为生的一个海洋！脊椎动物的形 
状和大小令人称奇，在水世界中比比 
皆是。与我们一道，走到沙滩上、踏进
水中、登上观鲸船，去寻找有脊椎的 
动物。

高级班
2018年秋季入读8年级和9年级的学生
即将入读10年级的学生仅有资格参加为
期两周的班

海岸区域研究
7月9 – 13日
海岸线区域有许多充满生命的独特栖
息地—例如盐沼、沼泽、潮间带水坑 
以及河口。从查尔斯河到波士顿港，营
员将学习各种对这些环境有影响的因
素。做一名研究科学家，积极参与研究
动物学、海洋生态学和海岸地质学。营
员将探索当前影响海岸线的各种问题
以及这些脆弱生态系统的未来。

海洋科学入门（两周班）
7月16 – 20日以及7月23 – 27日
好奇心和探索是成功的海洋生物学家
的动力来源。利用这个两周班，提高海
洋科学知识。首先在本馆现场了解科 
学家采用哪些工具和研究方法来评估
环境健康，然后考察本地的栖息地，当
天往返。营员将实际运用研究方法并
使用海洋科学领域内常用的工具。第 
二周安排考察新英格兰地区海岸线的
独特栖息地，沿缅因州海岸进行，在外

夏令营的分班
初级班
2018年秋季入读4年级和5年级的学生

纽百伦基金会 
海洋哺乳动物爱好者
7月23 – 27日
人类与海洋中最近的亲戚到底有多亲？
与本馆一起，深入海洋哺乳动物的世 
界，观摩一节海豹训练课，亲手制作用于
海豹丰容的玩具。然后，出海观鲸，观赏
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营员通过考察本地
海岸地区，将可发现陆地动物与大海中
海洋哺乳动物的关系。

鱼类大观
7月30日 – 8月3日
有水就有鱼……我们去找鱼！营员将体
验科学家如何研究鱼类世界以及其重要
意义所在。除了上课学习鱼类生物学和
栖息地，还亲手捕鱼和孵鱼。所有这些，
将让营员知道捕捞业者和科学家如何努
力做到让菜单上有鱼，海里也有鱼。

潮间带水坑考察
8月20 – 24日
探索是科学家最大的乐趣所在，也是最
佳的发现工具！通过每天的野外考察，营
员全周都用于在本地的海滩进行考察，
锻炼出锐利的眼光，满足好奇心。寻找
涨潮和落潮时，在潮间带水坑里生活的
生物并了解这些生物如何潮间求生！

中级班
2018年秋季入读6年级和7年级的学生

海港跳岛客
7月9日 – 13日
波士顿港群岛有许多生机盎然的栖息
地，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每天一个新
岛，探索令人激动的岛屿！营员将探索潮
间带水坑、远足乃至支起帐篷以美丽的
岛屿为后院，露营一夜，从中了解各岛的
历史和生态系统！

神秘的海洋
8月16 – 20日
人类迄今只探索了大约5%的海洋。这意
味着，还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在
等待着人类！与我们一道，提出新理论 

感谢你们的慷概支援。
没有奖学金，我儿子 

不可能参加这么出色的
夏令营。
—营员家长

Renasia每天回家都 
笑容满面，开怀大

笑，跟全家分享自己
的体验。

—初级班营员家长



签名 日期

必须签名 
本人保证，就本人所知，在本申请中提供的信息均如实、准确
和完整。

选班
每位营员每年夏季仅有资格获得一个班的奖学金。因人数
多，名额有限，不保证一定能排入特定周的班。
按喜好程度排序：对于营员所属年龄段对应的班，请用1表
示第一选择，2表示第二选择，以此类推。对于获奖学金而
无法参加的班，请填写“X”。

初级班 
(开学入读4年级和5年级的营员）
___ 7月23 – 27日：纽百伦基金会海

洋哺乳动物爱好者
___ 7月30日 – 8月3日：鱼类大观
___ 8月20 – 24日：潮间带水坑考察

中级班 
(开学入读6年级和7年级的营员）
___ 7月9 – 13日：海港跳岛客
___ 7月16 – 20日：神秘的海洋
___ 8月6 – 10日：海岸考察
___ 8月13 – 17日：生机勃勃的脊椎动物

高级班 
(开学入读8年级和9年级的营员。 
开学入读10年级的营员仅有资格参加为期两周的班。）
___ 7月9 – 13日：海岸区域研究
___ 7月16 – 20日以及7月23–27日：海洋科学入门
   （两周班）
___ 7月30日 – 8月3日：纽百伦基金会走近海洋哺乳动物
___ 8月6 – 10日以及8月13 – 17日：野外考察
     (两周班）
___ 8月20 – 24日：水族师培训 

各班的交流及活动均以英文进行。 
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3月2日

营员问卷调查
新英格兰水族馆的夏令营充满乐趣，也是了解人与海洋关
系的好机会！

我们想知道： 
开学入读4-7年级者：关于海港探索夏令营，您最想知道什
么或最想做什么？

开学入读8-10年级者：请描述一个与海洋有关而且是您感
兴趣或希望进一步了解的话题、概念或问题。您为什么对
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话题，您会去哪
里查资料或找谁去咨询？

请另取一张纸，通过下列方式之一来回答本问题： 
a. 画一幅彩色画 
b. 写由一两段话组成的小文章 
c. 写一首短诗或短歌

海港探索夏令营
2018年奖学金申请 

对于原本 
无经济手段参加的人 

来说，这实在太难得。
女儿对动物、对未来可

能的职业道路， 
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营员家长

请工整填写，字体清晰。

营员姓名

营员出生日期 性别

营员家长或监护人姓名

2018年春季就读学校

2018年秋季，营员将入读 ________ 年级。

在家所讲语言（英文以外）： 

 
该营员是否系波士顿居民？（圈选一项）   q 是    q 否

该影院是否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或减价午餐？ 
(圈选一项）    q 免费     q 减价    q 否

营员将领取一件夏令营短袖衫。该营员所穿短袖衫的尺码是多大  ____________

地址

城市

州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地址

注：夏令营的往来通信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如有电子邮件地址）， 
包括发出接受通知及分发文件。

白天电话号码 晚间电话号码

您是在哪里得到这张申请表的？

请填写同时申请夏令营奖学金或过去曾申请的任何兄弟姐妹姓名。
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希望与任何其他小孩（包括兄弟姐妹）在同一周参加夏令
营，请填写这些小孩的姓名。
全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家有多少人 ____________

参营期望： 
您希望小孩能从海港探索夏令营中得到什么收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希望您允许向捐款人分享“参营期望”以及您小孩营员问卷调 
查的内容。个人财务信息一律保密，并只会用于核定奖学金资格。

请选择一项： 
____ 允许，您可分享本申请的内容。 
____ 不允许。请仅将申请资料用于申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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