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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计划

启明星计划为什么有效

？

启明星计划行之有效，因为它成功地结合了途西的专业知
识和关系去帮助学生策略性地准备他们的大学申请。途西委员

全貌概况
在招生过程中，大多数美国
学校会收到比实际录取量多出成
千上万份的申请材料。在这样一
个竞争激烈的过程中，学生的在
校成绩、标化分数和活动不能仅

会成员会在计划开始之际便与学生和他们的主要顾问进行会
面，以确定学生最吸引人的申请故事是什么，我们称之为申请
故事视角。之后，途西的前任招生官们会审阅学生写的每一篇
文书。同时，顾问会利用途西在教育领域的丰富知识，帮助学
生创建申请学校名单，使录取的几率最大化。从战略性指导到
助学金申请，启明星计划会帮助学生排疑解惑，确保他们将自
己的申请准备做到最好。

仅是“足够好”。事实上，大多
数申请顶尖学校的“足够好”的
学生，最后只有一小部分拿到了
录取通知书。
启明星计划立志于帮助学生
发展成为招生官想要录取的学
生。我们意识到，招生官们和常
人一样，也会有感性的一面。他
们想要招收的是那些真正让人兴
奋的学生，那些在他们阅读过申
请材料之后想要认识的学生。启
明星计划利用途西委员会的资源
- 经验丰富的招生专业人士 - 引
导学生创建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申
请故事让他们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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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细节？
启明星计划招生群体：即将升 12 年级并准备
在该年申请美国本科的学生；或准备在 6-12
月份申请美国本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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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和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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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
次

次

策略性抉择
课程

启明星计划涵盖

材料和表格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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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布

5 大方面
共计 20 次课程
申请文书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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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校课程
次

学生还可以免费参加途西的申请课程、研讨会和讲座。
我们对于启明星计划学员不设最低要求。但学生和家长必须理解：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学生需要完成大量工作，而且只有学生主动积
极对待他们的申请过程，才能从途西的合作中最大限度地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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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启明星计划
课程概览

1. 家长和学生指南

6. AE: 文书反馈讨论

介绍启明星计划和如何与途西合作。

DWC 成员就你的个人陈述进行编辑并提供改进建议后，你
和顾问一起回顾 DWC 建议、讨论如何修改文书。

2. SL: 择校研究

7. AE: 提前批学校补充文书头脑风暴

第一次择校讨论；途西教你如何从最初的广泛筛选到逐
渐缩小目标范围来考虑学校。

你和顾问为 ED/EA 学校的补充文书集思广益讨论如何完成。

3. AE: 申请视角顾问

8. IC: 面试达人 1 和通用申请审核

途西委员会（DWC）成员（前任招生官）与你和顾问共
同讨论、确定你的申请视角。

准备大学面试的第一次课程。此外，顾问会指出通用申请表
格需要改进的地方。

4. SL: 提前批学校选择和申请列表

9. MF: 提前批申请提交审核和财力证明

第二次择校讨论：你将逐渐缩小择校范围，选择一所或
几所学校申请 EA/ED。

你和顾问审核即将提交的申请；途西家长顾问和家长讨论财
力证明文件。

5. AE: 通用申请介绍和个人陈述头脑风暴

10. SL: 最终学校名单和家长跟进讨论

顾问介绍通用申请表，就个人陈述展开头脑风暴讨论。

你和顾问就最终学校名单达成一致，途西将与家长讨论你的
申请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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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E: 常规申请日历回顾和第 2 组文书头脑风暴

16. AE: 文书写作进展报告 2

顾问将回顾你剩余的申请工作，为第二组学校的补充文书进
行头脑风暴。

最后一次讨论文书写作技巧。

12. AE: 文书写作进展报告 1

17. SD: 启明星计划回顾和家长更新

第二次与顾问讨论你在写作方面的长处和短处。

通过启明星计划回顾你的申请工作，并与家长讨论你的
进况。

13. IC: 面试达人 2

18. SD: 后期支持

准备大学面试的第二次课程。

在所有的申请提交以后，为情况更新信件和其他问题提
供帮助。

14. AE: 第 3 组文书头脑风暴和调整学校名单

19. IC: 面试达人 3

对下一组学校的补充文书进行头脑风暴，根据近况（报告
GPA、标化成绩或赛中的变化）酌情调整学校名单。

准备大学面试的最后一次课程。

15. AE: 第 4 组文书头脑风暴和提前批学校更新
的信件

20. SD: 后期支持

对最后一组学校的补充文书进行头脑风暴，就向提前批学校
发送情况更新信息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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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评估你的大学选择，为录取结果后出现的新问题提
供支持。

启明星计划

上海某国际学校学生

案例分享

一个需要明确方向的普通学生。我们帮助该生表
达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传承和个人兴趣，以塑造
他的申请故事。

广州某公立学校学生

跟途西合作前
• 学生对音乐感兴趣，但是需要帮助其确定并突
出其优势。
• 该生不确定如何描述其独特的爱好、文化背景
以及申请适合自己的大学。
• GPA 3.8
• SAT：2090 / 数学 790 / 批判性阅读 610 / 写
作 690
• SATI：汉语 780 物理 740
• 参与的活动
o 在音乐厅实习
o 音乐博客
o 韩国寺庙的文化介入
o 学校戏剧演员和导演

途西特色
• 途西建议学生可利用塔夫茨大学前招生负责人
的专长，探究该生在写作和演讲方面的特长。
• 途西对于各学校的独有特性有全面的了解，并
且制定了一份个性化的大学清单。
• 我们以严格的模拟面试为学生做准备，以便在
面试过程中占有优势。

被塔夫茨大学录取

• 该生获悉如何通过其众多个人兴趣，
包括写博客、唱歌、音乐经历，论述
其学术发展和表达能力。

一个学术优秀但是需要明确方向的学生。我们帮助该生塑造
他的申请故事，以应对激烈的大学申请。

跟途西合作前
• 学生的标化成绩、课程难度、成绩和活动皆表明他可以冲
刺最顶尖的学校和项目。
• 然而，该生不明晰该如何申请自己的梦想学校、如何讲述
自己的故事，以及如何让自己从众多申请者中脱颖而出。
• SAT ：数学 800 / 批判性阅读 750 / 写作 710
• SATII：数学 800 / 物理 800 / 化学 740
• TOEFL： 111
• 参与的活动
o 获奖国家级辩手
o 编程实习生
o 模联
o 康奈尔大学世界商务项目

途西特色
• 通过几次课程的沟通之
后，途西帮助该生发现
了他的故事、热情和动
机，这得以让我们在结
合他对计算机的兴趣的前
提之下，成功地创建了一
个独特的申请视角。
• 若想要被杜克录取，该生的文书
必须得与众不同。途西与他进行头脑
风暴，帮助他在文书中展现最真实的自我。
• 途西尽可能地帮助他邀约各个学校的面试，因为
他可以在面试环节讲述自己的申请故事，面试经
历也可以成为文书的写作内容。

• 尽管该生的 GPA 和 SAT 成绩低于学
校录取的平均分数，但还是收到了塔
夫茨大学提前第二批的录取通知书。

6

启明星计划

１2 年级

启明星计划
日历样本

7月

开展暑期项目，继续准备大学申请工作，确定提前批学校。

8月

完成第一轮申请，包括提前批学校的所有补充文书。

9月

收集学校文件，确定推荐者，继续申请文书工作。

１2 年级以前

10 月

开始准备面试和最后一轮的补充文书。最终确定学校名单。如
果你添加学校的话，可以继续准备这些学校。

11 - 12 月

开始设定申请学校列表。着手
准备大学申请材料，包括个人
陈述。

在 11 月上旬之前提交所有申请。如有添加额外学校，继续完
成这些学校的申请材料。你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了！

12 月

继续面试准备，并适当地申请更多的面试机会。

1-3月

最后的面试准备，根据需要提供更新材料给学校。

4-5月

决定就读哪所学校。

6-8月

为入学做准备！

单项服务

为了支持学生提供更
多的特殊需要，途西
开发了加载项来解决
更具体的要求。

体育

艺术

学校

对 DI 或 DIII 运动感兴
趣吗？途西会帮助你
了解复杂的体育特长
生的录取过程。

你在音乐和艺术领域有
天赋或对舞蹈或建筑有
兴趣吗？途西的艺术专
家会在你把作品集提交
到学院之前审阅并完善
它。

你有兴趣申请 10 所以
外的学校吗？将它们加
入途西的列表中。价格
取决于学校是否需要额
外的文书。

启明星冲刺学校计划是适合部分学生的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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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我知道其他公司有明星顾问。但是在和途西合作后，我觉得每个顾问都是
最好的。他们主张团队合作，在申请的过程中我感觉我不是孤军奋战。我喜
欢途西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建议，我可以和他们聊
他们自己的经历。”
——北京某公立学校学生

“在我和途西合作之前，我以为大学申请对我来说会是一种折磨，压力会把
我压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和学习到的东西。”
——北京京西国际学校学生

“途西在选取文书故事的环节中对我的帮助很大，他们不是直接给我一个主
题或是具体的框架去写。相反，他们给了我很多思考的时间，让我从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和学习如何编辑我的文书！”
——北京某国际学校学生

“途西的文书写作过程非常不一样 - 他们以“什么是最真实的自我”开始，
而不是想着要如何讨好招生官。途西问我印象最深刻的生活故事是什么，从
中挑选了几个故事，并指导我如何在文书中润色这些故事、感受、见解和经
历。”
——广东某公立学校学生

关注微信，获取更多美国留学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