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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言-近当代中国人一直未停止过留学的步伐

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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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中国第一次留学潮——清末的120名“留美幼童”，产生了詹天佑、严复、邓
世昌为代表的首批现代化开路者；
ü中国第二次留学潮——民国初年的“庚款留学”及其带动赴欧美的约2500名
留学生，产生了以梅贻琦、胡适、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现代
科学奠基人；
ü中国第三次留学潮——建国初期公派前往苏联和东欧的优秀生，产生了至今仍
坚守科研岗位的一大批两院院士。
改革开放后，
ü中国第四次留学潮——逐年增多的公派赴多国留学、研学、讲学的学业翘楚，
很多成为了当今两院院士和重要行业的中坚骨干；
ü中国第五次留学潮——自本世纪初形成规模、数量由每年10万递增到每年70
万的自费留学人群，为中国的国企、民企、外企和小微创新企业注入了史无前
例的活力；
ü目前我国在海外留学生已经超过160万人，其中美国41万，K-12低龄留学生超
过4万人。



1.2.1 背景-国际教育需求

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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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教育问题是高净值人群重点关注的问
题。“保证财富安全”、“财富传承”和“子
女教育”一直作为高净值人群最关注的财富目
标，高净值家庭对精英教育的需求意愿强烈，
目前的国内公立教育体系无法满足实现精英教
育的软硬件环境，与之对应的国际教育方案成
为热门选择。

      高净值人群的地域分布与国际教育的地域热
度及国际学校的扩张步伐高度重合。高净值人
群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并逐步渗透到内
陆省份。目前北京、上海、广深区域的国际学
校数量都超过百所。

     留学意向人群中的主力依然是本科生，占比
达到 60%，较 2017 年扩大 5%，其次为高中生，
占比18%。



1.2.2 背景-中国国际学校数量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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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国际学校数量达到 1028 所，其中
广东地区分布着 149 所国际学校，位列全
国第一，江苏、上海、北京紧随其后，新
疆、内蒙古地区分布 5 所，青海仅有一所，
东西部地区差距明显。

     从在 62 所新增的学校中，江苏省新增
近十所新校，独占榜首，其次是上海地区。
其中新增学校中民办双语学校依旧占主体，
占比 88.8%，外籍子女学校是第二大主体，
占比 4.8%。



1.2.3 问题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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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龄留学生面临的问题：

ü TOEFL高分不代表学术高能，费力写了半天的文章老师看不懂！
ü 美高不简单，语言差听不懂，GPA低，挂科！
ü 默默听课，不敢互动交流，不提问不发言，课堂表现差；
ü 作业多、活动多，为赶作业挑灯夜战是常态，报告式作业更是无从下手；
ü 安全意识不够、自律能力较差；
ü 温室里的花朵，人际关系和文化差异，容易产生冲突和矛盾；
ü 青春期孩子心理变化落差大、压抑甚至抑郁；

2.国际学校参差不齐：

Ø 为招学生不择手段，生源良莠不齐；
Ø 外教质量差，无教师资质，频繁更换，甚至非英语母语；

Ø 管理混乱，越办越差，主要突击托福/雅思成绩；
Ø 以升学率为傲，夸大甚至虚假宣传，华而不实；

Ø 实际教学服务和宣传相差甚远，资不抵债，倒闭风险高；



1.2.4 亟待解决：国际课程高效学习

 1.中美教育差异，美高难有回头路，做足准备再出国！
 2.家长意识国际化，国际教育透明化，提前了解做铺垫！
 3.选择学校要谨慎，不盲从，适合孩子是前提！
 4.留学中介套路多，多多比较再决定！
 5.提前预热很必要，预习要比补习强，树立信心最重要！
 6.国际课程比较多，Obridge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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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Obridge AcAdemy关于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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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ridge Academy（欧桥国际学院）是美国正规在线中学，课程涵盖美国6-12
年级，学校位于美国New York, 是世界权威教育组织AdvancED（Cognia）认证学
校；被美国中北联合认证和学校促进委员会(NCA CASI)认证、美国南方学院和学
校认证促进委员会(SACS CASI)认证、国际以及跨地区认证委员会(CITA)认证。

      同时我校是College Board–美国大学委员会注册学校（CEEBCode#102319）、
美国ACT考试注册学校（ACT High School Code#102319），我校课程同步纽约
州立共同核心标准CCSS; 也是美国国家荣誉协会-(National Honor Society)会员学
校; 荣获北美商业局A+级诚信教育管理机构，具有注册美国中学学籍、出具美国中
学学分成绩单和颁发美国高中毕业证的资格。

       Obrige Academy自2013年进入中国，目前在国内开设有北京、上海、深圳、
重庆、大连直营中心和数十个合作中心，8年中国学生美国中学同步课程服务经验，
累计为20000多中国学生提供美高课程和升学支持，目前我校中国中心6届毕业生
1183人，升学率100%，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名校，为全球学生提供美国中学段课
程整体解决方案，深受中国家长、学生的信赖和推崇。



3.1 欧桥美国小学同步课程

欧桥

欧桥国际学院  官网（CN)： www.oqiao.cn  报名热线：4008-169-916

      相比培训机构英语课程，Obridge Academy美国小学（K-5年级）同步课程
（包含English Language Art、Math、Science、Social Studies）更符合21世纪
世界公民培养，英语只是学习的载体，更多的是语言运用技巧、批判性思维、跨
学科跨文化学习、独立思考和价值观的塑造！
      Obridge Academy美小英语教材和授课老师100%同步美国小学，国内学生在
欧桥即可学习原版美国小学同步课程，同时在线课程测评系统巩固学习，提升的
不仅是英语！！！

欧桥美小教材均为最新最受欢迎的优秀教材：



3.2 欧桥美国中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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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年级为美国初中，美初课程相对简单，是美高课程的基础，想要学好美高
课程，美初课程学扎实相当重要！国内学生一般读完9年级再读国际高中或美高！
由于两个体制课程要求不一样，导致很多学生很难适应！甚至无法适应，失去信
心成绩一落千丈！所以针对都国际中学和美国中学的同学们，尤其是基础一般的
学生，美初同步课程是很好的基础夯实和高中衔接课程！

    美初课程4-5门/学年，其中English Language Art、Math、Comprehensive 
Science、Social Studies是所有美国初中学生都需要学习的课程！



3.3.1 欧桥美国高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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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年级为美国高中，高中开始课程难度加大，且不同于中国高中，美国高
中是学分制（必修+选修），一般每个学科类别1学分（门）/学年，且课程分为
College Prep、Honors和AP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难度的课程
学习，逐渐会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美国高中GPA是申请大学第一必备要素，
GPA的高低直接决定申请大学的档次！欧桥国际学院提供近70门不同难度美国高
中课程，可实现美高衔接预备、课程重修、GPA覆盖助力学生申请世界名校！同
时，学生转学分后，最低再修我校6学分美高课程既可获得我校美国高中毕业证。



3.3.2 欧桥美高HOnOr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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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ridge Academy是National 
Honors Society(NHS 美国国家荣
誉生协会）学校，为在我校学习
Honor课程的学生授予“美国国家
荣誉高中生”资质证书和胸章！高
含金量的NHS证书助力我校学子
申请美国名校！



3.3.3 欧桥美高AP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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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ridge Academy是College 
Board(美国大学理事会）认证学
校CEEB  Code#102319，同时
提供16门AP课程(AP online 
Provider Code#317), 绩点满分
5.0，AP成绩更受美国大学青睐，
让我校学生在激烈的申请竞争中
脱颖而出。



3.3.4 欧桥美国大学学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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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ridge Academy联合美国 St. Joseph's College共同研发了数门美国大学学
分课程，该课程是真正美国大学课程，有美国大学教授授课，修完后可以获得St. 
Joseph's College大学学分，该学分全美大学通用转学分（每门课程可以转3个
大学学分）。适合准备申请美本名校学生背景提升利器，同时适合美国大学衔
接预备提前修学分，省钱省时提前毕业！

Music Appreciation           Music Appreciation      Mandarin Chinese 1



4.1 欧桥国际学院课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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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注册美国 OBA 中学学籍，成为美国高中在校学生；
b)为无中国高中学籍的学生解决学籍问题；
c)获得美国高中毕业证书，拥有中美高中双文凭；
d)美国高中出具的成绩单，更有利于美国大学的认可和申请；
e)美方教师推荐信；
f)豁免托福成绩，直接申请美国大学；
g)直通 30 多所大学，学生符合基本条件，直接录取；

a)学习时间灵活，课后晚上、周末、假期均可；
b)学习时间充裕，每学分两年内修完即可，不增加学生学习负担；
c)并非一考定高低，在线考核可多次进行，鼓励学生多学多考，以考带学；
d)综合评定学生学习成绩，包括：课堂表现、平时作业、随堂测试、各类论文、考试
分数等，评定更加全面、合理、客观、准确；
e)英语学以致用，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避免学生学习英语只会考试不能应用的通病；
f)四双：双学籍、双语言、双文凭、双通道；四省：省钱、省心、省时、省力。



4.2 欧桥师资（100%美高一线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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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桥国际学院近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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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美国交换生、美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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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和近100所美国高中有合作关系，持我校成绩单可以直接就读我校合作私
立中学，并推荐优秀学生到美国公立高中免学费交换一年，感受原汁原味美国本
土高中教育和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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