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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德赛计划

奥德赛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不仅在申请过程中
润色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人荣誉，同时真正提
高学生在对于录取至关重要的方面的表现。奥
德赛指导学生反思提高，让他们成为更有趣的
学生，更受到招生负责人的青睐。我们提供申
请的全程指导，让学生在招生内部视角的指导
下明白什么该做，什么错误要避免。奥德赛计
划让你拥有战略性的视角，避免主观臆测，确
保学生的申请做到最出色。

要想顺利完成寄宿学校的
申请，学生们要提早着

手、讲求策略，还要考虑周全。
奥德赛计划帮助学生把握全
局。无论是引导学生的心智发
展，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
或是帮他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
暑假，奥德赛计划可以让学生
同时处理申请过程中的所有重
要问题。光凭分数和领导力不
足以让学生突破重围，被心仪
的学校录取。想要做到面面俱
到？奥德赛是你的选择。奥德
赛计划系统全面地帮你做好寄
宿学校的申请和准备工作。

它为何有效？

把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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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奥德赛计划

课

程
安 排 如

下

奥德赛计划总共56课

时，涵盖13个招生官注
重考查的领域，外加整个

Quest 计划。

学生从 7/8/9 年级（申请季前一学年）的秋季开始直至申请年春季都可以

报名此计划。

学生可以免费参加途西组织的申请方面的课程，讲习班和讲座。任何学生都可以
参加奥德赛计划，不过学生和家长必须知道学生自己要完成计划中大部分的工作。

只有学生自己做主，途西才能够做得最好。

计划细节

暑期项目计
划和筹备

个人陈述

评估

申请提交后
支持 2课时

3课时

面试准备

交流基础

4课时

2课时

4课时

提前联系
学校

4课时

5课时

家长策略

学生家长
申请指导

申请策略

面试支持

学生文书
写作支持

家长陈述
支持

2课时

1课时

4课时

12
课时

10
课时

2课时

例如：申请 17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可以于 15 年秋季直至 16 年春季结束这段期间内

报名加入奥德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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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
•	学生初始评估：	高中部顾问和管理团
队与学生见面并就录取相关各方面内
容对学生做出评价。

•	评估结果反馈：学生同家长与申请顾
问和家长顾问见面了解评估结果和项
目后续安排。

2. 交流基础
•	交流基础	（2课时）：	通过 4种互动
练习发现并讨论学生个人情况的细节。

•	高级交流基础（2课时）：学会通过
自我反思练习系统地陈述个人情况。

3. 个人陈述
•	打造个人陈述：学会如何构思、概括
和讲述自己的故事。

•	申请文书规划：快速学会用个人情况
的细节写出受欢迎的申请书。

4. 暑期项目计划和筹备
•	暑期项目调查：根据学生个人情况查
找并推荐合适的暑期计划。

•	暑期项目选择：选择暑期计划，了解
申请步骤。

•	暑期项目申请：	填写报名表，讨论申
请文书的写作（如果有的话）。

•	暑期计划：	讨论并确定暑期活动时间
表，包括夏令营、暑期行程以及技能
培养活动。

奥德赛
计划具体
介绍

5. 提前联系学校
•	寄宿学校一对一：	了解寄宿学校的基
本信息，包括学校的特色和申请程序。

•	学校研究：在申学顾问指导下调查了
解不同的学校。

•	联系学校：向学校表达申请意向，填
写网上信息表并与学校主要负责人联
系。

•	讨论完成预选学校名单：	讨论顾问根
据学生情况和爱好选出的最适合学生
的学校，筛选初步名单。

6. 面试准备
•	面试介绍：了解不同种类的面试及其
准备方法。

•	面试一对一：了解最常见的面试问题
及其回答方法。

•	模拟面试（2课时）：与顾问一道练
习面试技巧，接受反馈。

•	畅所欲言一对一：通过声调，吐字和
步伐训练提高公众演讲能力

7. 家长策略
•	中期回顾：和高中部经理和家长顾问
讨论学生进步情况，讨论家长如何后
一阶段加大参与度。

•	会面、讨论申请时间表（Quest）：	
与初中部经理、申请顾问和家长顾问
做最后总结，将精力投入到申请的后
续环节。

8. 学生家长引导
•	和申请顾问、家长顾问见面讨论学生
在暑期的进步，参观学校的体验，以
及回顾申请程序。

9. 申请策略
•	学校名单（第二版）：根据参观学校
的经历和对学校的调研，与顾问协商
将部分学校移除名单。

•	申请策略课程 1：了解不同申请系统
的细节，设计最高效的申请方式。

•	申请策略课程 2：根据学生 SSAT 和
托福的成绩以及家庭意向决定面试名
单。

•	学校名单（最终版）：根据面试反馈
和学生整体情况敲定申请学校的名
单。

10. 面试支持
•	面试行程计划：与申请顾问和家长顾
问一起确认行程计划。

•	维立克面试准备课程：了解第三方面
试机构维立克，包括申请第三方面试
的步骤以及如何在笔试面试环节有好
的表现。

•	模拟面试课程：讨论正式面试的策略。
针对不同学校进行不同的模拟面试，
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

•	面试前的禁忌（家长课程）：准备正
式面试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想想校方
会提出的问题，向校方提出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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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西还提供 20 小时的
开放交流课程。学生和
家长可以通过会面、电
话，Skype 或邮件与途

西团队进交流行。

此外

•	面试后后续支持：与申请顾问和家长
顾问交流参观校园的感受，回顾面试
的记忆或笔记，根据家人反馈调整申
请学校名单。

•	面试准备课程：对于无法亲身到场参
加面试的学校，学会如何在 Skype 面
试当中有良好表现。

•	见面会准备课程：了解学校见面会的
细节，讨论如何给校方留下好印象。

11. 申请文书支持
•	头脑风暴：与申请顾问商讨出写作 20
篇以上申请文书最高效的方法

•	监督写作课程：在顾问的监督下集中
精力完成写作任务

•	文书修改课程：与顾问一起纠正语法
错误，学习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独到
的观点。

12. 家长陈述支持
•	家长陈述头脑风暴课程：与家长顾问
讨论如何高效写作家长陈述，并且列
出提纲。

•	家长陈述检查课程：修改润色家长陈
述的最终版，得到同意后提交。

13. 提交后支持
•	录取情况查询：与顾问和家长顾问会
面查看录取结果，结合全家人的偏好
选择最终的学校。

•	入学支持：讨论必要的入学步骤，填
写相应表格，在截止日期前交纳押金。

•	暑期计划支持：为所有必要的暑期活
动做好计划充分迎接秋季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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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该学生在寄宿初中度过了两年的时光，相较于同龄人
更加成熟。不过她依然需要更明确的目标以及专业帮
助来制定更全面的申请名单。

这名学生从小在国际学校学习，之后决定到美国上寄
宿学校。该生精力充沛，喜欢课外活动，想要找到适
合自己的学校。奥德赛计划给他充足的时间调研、了
解并规划一个有意义的暑期。经过一期计划，学生终
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校。

九年级女学生申请
十年级学校

八年级男生申请九年级学校

学业表现：  

学业成绩：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 

• 校排球队

• 校冰球队守门员
• 篮球
• 校管弦乐团萨克司风琴手

• 声乐
• 钢琴（10 年）
• 芭蕾（10 年）

• 平均分数 A-B (85%-92%)
• SSAT 成绩 : 92 %

• SSAT: 98%
• A + (94%+)

• 托福 : 98

• 托福：不适用

参加计划前

参加计划前

参加计划后

参加计划后

•	途西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学校。这位女生经
过了在美国的两年学习生活，已经很明确自己的兴
趣爱好，即排球和人文学科。途西帮助她找到了适
合她学科兴趣又可以打排球的学校。

•	途西帮助学生在面试环节脱颖而出。途西在学生参
加面试之前事先联系学校让面试经历更难忘，同时
也为学生吸引更多关注。途西鼓励学生在面试时将
自己的特殊兴趣爱好同寄宿学校的经历结合在一起
来使个人故事更具吸引力。

•	途西课程设置灵活，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学生完成申
请。由于该学生在美国的课业繁重，没有太多时间
与顾问直接沟通交流。顾问为她设计了圣诞假期强
化课程确保截止日期前申请可以完成。

圣安德鲁中学
（特拉华州）

安多菲利普斯中学、
迪尔菲尔德学院、
米德尔塞克斯中学、

米尔顿高中

录取学校

录取学校

•	途西为参加奥德赛计划的学生打造强大的个人简历。
这位学生成绩优异，喜爱运动，但不像顶尖学校要
求的那样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一对一课程上，途西
鼓励他通过竞选班长等活动锻炼领导能力。同样，
在运动方面学生也力图展现自身的领导力。

•	途西为学生提高沟通和面试技能。计划开始时，该
学生能做的仅仅是罗列自己取得的成绩。若干课时
之后，他可以在顶尖学校的面试时轻松自如地讲述
自己的个性、优点、兴趣和经历。学生终于可以自
如地畅谈理想，表达进入寄宿学校的渴望并将两者
同个人经历相结合。这种能力使学生从一名良好的
面试者蜕变为一名出色的面试者。

•	途西指导学生申请合适的暑期项目并帮助他成功申
请了安多福暑期项目。该项目与学生的学习能力相
符合，让学生感受到了学业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的
生活状态。他与学校的老师，顾问老师和其他学生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增加了被录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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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时间表

为了帮助有特殊需
求的学生，途西设
计了附加项目来满
足学生的特殊需求。

奥德赛
计划日程

附加项目

  
一月  	进行初试测评、暑期项目安排和申请
二月  	交流基础	、个人陈述
三月  	寄宿学校调查、	提前联系学校
四月   高级交流基础、计划中期回顾
五月   面试技巧、模拟面试
六月   最终评估、暑期项目准备
七月   暑期项目、非正式学校参观
八月  	申请计划、讨论申请学校名单
九月   面试准备、标准化测试
十月   学校参观、标准化测试、申请文书撰写、推荐要求
十一月   学校见面会、	文书编辑、	标准化测试、筛选学校
十二月   文书定稿、标准化测试、申请提交
一月   申请提交
二月   学校跟踪、筹备暑期计划
三月   录取结果宣布
四月   再次参观学校、做出决定、缴纳订金

五月 - 六月   提交入学登记表、学业准备

附加学校 英语计划

你想申请超过 10 所学
校？将它们添加到你的
途西申请单中。交付的
价格取决于所需的申请
支持（SSAT 网上标准
申请系统、Gateway
系统或特定学校申请系
统）

觉得英文阅读和写作很
困难？报名参加途西的
阅读或写作计划在更结
构化的课堂环境中提升
读写技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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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10 8591 0912    www.duewesteducation.com    info@duewesteducation.com   北京市朝阳区京广中心2701   邮编100020

请关注途西微信获取更多留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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