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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生活



supercamp超人营
美国SuperCamp超人营诞生于1982年，通过量子学习

方法为美国及世界青少年提供别开生面的学习及生
活技能的集训。超人营是美国第一个青少年全能暑
期集训营，全球青少年集训营项目的领军者，专注
于提高青少年的学术能力、领导力及交际能力等，
让学生在学习中享受快乐，增强自信，创造卓越。

超人营的课程丰富有趣，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这样欢乐的氛围中，促进学生成为更好的学科及
生活精英。有别于其它的夏令营，超人营教会学生
如何快乐地、有效地学习每一门学科，如何创造出
个人最大价值，给学生带来长远的收获。

SUPERCAMP 超人营将帮助学生...... 

贯穿量子学习法，超人营每一分钟的内容都由训
练有素的培训师精心策划并灵活有效地落实下
来，以为学生们在营中的每一天都能提供最高效
快乐的学术及生活综合技能的培训。除此以外，
学生还通过学习如何发掘自己的潜力和价值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学生们还会学习
到如何有效地和他人沟通，建立和维护积极的人
际关系，同时学会如何面对冲突、解决矛盾、适
时有效地道歉、并在生活中学会勇于承担责任。

SuperCamp超人营已在
香港成功举办了23年。

• 提高成绩

• 提高综合学习能力

• 更聪明地学习

• 提高专注力

• 有效地做笔记

• 加速记忆

• 提高写作能力

• 提高快速且有效的阅读能力

• 提高应试能力

• 提高社交能力

• 增强自信心

• 增强自尊心

• 提高有效的沟通力

• 维护积极的人际关系

• 提高综合素质

• 有效处理人际差异

• 提高学习及生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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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 – 学生为当天的活动和学习做好
准备。

和组员一起吃早餐 – 营养丰富的早
餐为一天的活动提供充足的能量。

卓越的8个要领 – 学生学习当日核心
主题及性格塑造的要领。

学术技能 – 学生掌握可运用到任何学
科的学习策略。

午餐 - 短暂闲暇休息时间

团队时间 – 与团队成员互动，从而探
讨和学习信任，人际关系，和团队支
持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学习更灵活有
特色的的学术技能。

间歇 – 学生参加课余活动，比如
篮球、乒乓球、足球、手工艺
术、玩游戏等。

晚餐 – 经过一天的学习和成长，
每位学生都肚子饿啦！

生活技能 – 学生探讨人际关系和
学习人际沟通，创造性思考和目
标设定的技能。

团队时间 – 学生通过分享一天的
经历和洞悉领悟进行自我深思。

释放自己 – 结束语， 通告，分享
想法和音乐。

晚安 – 为迎接出色的明天，睡个
好觉！

从起床到熄灯，八天中的每一天都丰富多彩。每一
天都有一个核心主题和要领。上午一般进行学
术能力的培训，下午进行团队活动，晚上进行
生活技能的培训，并为当日做总结。

典型的一天



卓越的8项要素
8项要素是一套促使个人卓越，做出更好决
策和创建个人信誉度的原理准则。
这些要素是超人营的精髓，我们将其内涵
和重要性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及学习中。

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 
学生学习和运用高效的技能方法进行清晰沟
通，化解与家庭和朋友之间的矛盾，非批判
性倾听以及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

创造性思维，目标设立和解决问题 
学生学习如何利用更开拓和创造性的思维
辨识和解决问题，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并
让生活、学习向前迈进。

户外探险课程
在这一整天的活动中，学生在体能和精神
上面临挑战，突破阻止他们取得卓越的个
人障碍与极限。

正直诚恳

失败乃成功之母

言辞意善

实事求是

坚守承诺

掌控承担

机动灵活

平衡轻重

卓越的八项要素

课程设计

生活技能
培养品格和动力,巩固人际关系。



量子学习策略
超人营学生学习了解自己个性化的学习风格并挖
掘具有价值的策略，使学生在任何学科领域能够
更加轻松有效地学习。

量子阅读
学生学习独特的技巧，改进阅读速度和增强理
解力。

量子写作
学生学习一套写作体系 – 构思，书写，润饰 – 从
而培养写作技能和信心，让学生在感觉压力更小
的状态下更加迅速地创作更好的作品。

量子速记和思维导图 
学生学习大脑如何像化信息的方法，使笔记记录
更富有意义和容易记忆。

量子记忆
学生学习高效的记忆触发方法及技巧，以帮助在
关键时刻开启并牢记重要信息。

提高积极性 

提高成绩

增强自信心

提高自尊心 

继续运用习得技能

这项调查运用质性和量性数据涉及超过6000位年龄
在12-22岁的超人营毕业生。

68%

73%

81%

84%

98%

建立信心，改善成绩。

学术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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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Take a Cue from SuperCamp Success.

各大学校从超人营的成功中得到启发，Andrew说：“这太不可思
议了！”他参加了两期超人营并因此得到了转变。

New Style Summer Camps Aim to Turn So-So Students Into 
Academic Achievers.

新式式的夏令营目的在于将学习成绩甚至平平的学生转变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学生学习如何记忆，考试攻略并获得自信。一切因此而大为改进。 

 
 

(CNN) 美国有线新闻网 – 模范式学习氛围
这个项目能够让学生体验他们在团队里彼此相互合作，把
教育引领到之前他们未曾意识到的更广阔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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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1. Stanford University
2. UC Berkeley
3.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4.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5. Wake Forest University
6.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International
7. Dominican Republic
8. Thailand
9. Malaysia
10. Singapore
11. Indonesia
12. Hong Kong
13. China
14. Taiwan
15. South Korea 
16. Australia
17. Kenya
18. Nigeria

超人营 – 全球超过70，000
成功毕业生的国际领袖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