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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高中交换生项目概况 

美国公立高中交换生项目，是美国国务院官方指定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其

主要目的是加强世界不同国家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加强文化

的沟通和学术交流；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已经在欧洲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全球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运作了30余年，每年都有数

万名中学生持 J-1签证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生活。在美期间，交换生可以

入读公立高中并寄宿在当地家庭，深入了解美国的社会、教育和生活。 

美国以及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教育制度和多元的国际文化，激起了世界

各国青年和学子的梦想和激情，形成了一股风靡全球的赴美交换浪潮！ 
 

    二、美国高中交换生 F1、J1 项目介绍 
1、美国高中 F1 交换生项目 



学生可以赴美国公立 / 私立高中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甚至长达四年的

交换学习，入住当地寄宿家庭，结业可以获得美国学校授予的正式成绩单和结业

证明。 

2、美国高中 J1 交换生项目  
该项目是美联邦政府资助项目，学生可以赴美国公立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

换学习，入住当地爱心家庭。 
J1交换生与 F1 交换生的区别 

 F1高中交换生 J1高中交换生 

项目性质 自费 美国政府资助 

入读学校 公立/私立高中 公立高中 

签证类型 F1 J1 

续签要求 无需回国 期满需回国续签 

学校选择 可以 不可以 

年龄要求 年龄不受限制 必须在 15——18岁 

英语要求 ELTIS216 或者 ELTIS226以上（蓝带） ELTIS226 分以上 

相关费用 需缴纳学费、生活费、项目费等 仅需项目费用 

 

三、美国高中交换生项目的特点  

1、正规———美国政府发起的官方国际教育交流项目 

美国高中交换生是美国国务院立案项目，受联邦政府的法律保护，并得到美

国交流生协会的支持和帮助。经过多年的发展，各方面的细节都有完全的保障。

我们遵循法律规定为学生安排可靠的寄宿家庭、条件优越的学校和全面完善的医

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同时，会有工作人员定期与交流学生联系，随时随地为

交流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辅导和服务 

2、经济———性价比最高的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因为是政府支持项目，学生就读的是美国公立高中，所以不用交纳巨额学费

，全部花费只有私立中学的一半。让中国的学生不必花费巨资就可以享受到高水

平的国际交流活动。 

3、安全———中美双方一同打造最安全可靠的保障 

安全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项目组织者会把交流生安排在社会治安良好、

犯罪率低的中小城市。学生在美期间寄宿于当地家庭，所有参与项目的美国家庭

都经过政府的严格的挑选和审核。主人家庭父母视我们的交流生为自己的子女，

细心照顾孩子的生活并完全用美国的教育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学生。因此，家长无

须担心子女到美国后的学习和生活。大多数的接待家庭住在乡间，邻里关系好，

治安状况良好，社区居民互动活动频繁。 

4、服务———渗透至每一个细节的长期服务 

我们和美国交换生组织的工作人员都与每一位交流生保持着紧密联系，了解

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美国，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到相关人员寻

求帮助。如学习问题，找 school counselor谈；在接待家庭，有困难与寄宿家



庭爸妈交流；而且，交换生组织在每个地区都配备了社会代表（Community 

Representative），提供了与学生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服务，积极帮助解决学生在

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美方机构会定期给家长递交学生近期学习

和生活报告，让家长了解孩子在美状态。 

你所找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友好而真诚的对待你，各种辅导、协助与学生支持

服务将让你成为一位快乐且成功的交换生。 

 

四、美国高中交换生项目的意义 

1、开阔国际视野 

有句话说：眼界决定境界。以十几岁的年龄就能走出国门，去看看不同的世

界，这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意义重大。中学时代，孩子正是逐步清晰自己人生目标

的时候，了解不同的文化，学会用另一种思维来考虑问题，看待事物，对于孩子

形成正确成熟的世界观有着巨大的作用。 

2、感受异国文化 

深入体验文化交流的乐趣，特别是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汇聚

了各种文化元素。在这里，不同肤色、种族、信仰、风俗的人们和谐相处，共同

铸成了美国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的精神，通过交换生，你可以深入感受美国的社

会和生活，让你真正的站在国际的舞台上。 

3、享受世界顶级教育 

美国因其世界一流的教育质量和灵活创新的教育体制，成为了培养国际顶尖

人才的摇篮。交换生项目可以让学生享受到全球最好的教育资源和最先进的教育

理念，拓宽眼界及知识面，培养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力，掌握西方先进灵活

的学习方法。抛开国内繁重的应试教育，真正享受学习的快乐。 

美国教育体系强调学生独立思考，灵活运用，而非死记硬背，应付考试。所

以大多数学生的自立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都得到极大提高。美国的高中教育引导

学生学会如何写研究报告，想问题找资料，并用计算机搜集资料，继而整理成有

用的信息。 

除了学习，美国高中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美国人大都性格奔放、

开朗活泼、喜欢运动。参与学校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交流学生的身心得以舒展

，有利于学生各方面的健康成长。 

美国的教育制度与家庭教育可使交流学生在一年中有如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并成为一个拥有成熟人格特质的优秀青年。 

4、提高英语能力 

每个人都知道，学习英语的最好方法，就是置于纯英语环境下。交换生项目

正可以充分达到这个目的。本交流项目安排学生住在美国人家庭，与美国学生一

起上当地高中，学习相应课程。学生完全在纯英语环境中生活和学习，其英语听



、说、读、写的能力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地获得极大提高，加上交流学生在出国前

英语口语基本未定型，所以绝大多数交流学生在一学年项目结束后可以说一口流

利的英语。很多学生出国后在博客上记录自己生活时感慨：“刚刚来美国半个月

，学的英语比在中国学5、6年都多。提高得非常快，平时死背单词和买很多辅导

材料，都没有这一个方法提高得快。现在我不仅不反感英语，而且喜欢说了，这

个过程真是太有意思了。”老师及同学的协助，再加上接待家庭的热心辅导与照

顾，使得交流学生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 

5、培养综合素质 

21世纪的人才应该有纵览全球的目光和包容世界的胸怀，交流生的生活把世

界带到孩子的眼里和心中。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不

同的民族。通过接触不同文化，学生能以更开放的态度吸收新知识，亦能从不同

角度了解事物。当与不同国籍的学生分享经验时，交流生将有无穷的新发现，对

自身的文化也会有更深入的认识。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并且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相处，学生会变得更为独立、成熟。当孩子在每一次挫折中学会总结经验，就会

变得越来越睿智和自信。 

异国学习生活的经历，家庭父母的关怀鼓励，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他

们建立高度的自信。交流生的经历，锻炼学生杰出的领导能力。参加社团活动，

社区服务，可以培养人际关系协调，统领全局的能力。通过与寄宿家庭日常沟通

，学生可以改善待人接物的技巧，从而处事变得更加成熟。交流生可以亲身体验

文化交流的乐趣之处，更可以在陌生的环境中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个性。 

总之，在美国的一年，会接触各样的人和事，经历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生活。

您会发现，孩子回来之后，他（她）的为人处事都有很大的进步。性格开朗，举

止大方。不再是那个只会念书的内向的孩子了。 

“我自己觉得我儿子挺内向的。在美国一年，现在开朗多了，以前在家里真

的什么都不会，现在又会做家务，变得又有礼貌了。现在他的英语是他们班最好

的，连老师都这样说。总的说来，这一年真的很值。”——家长的话。 

6、提前适应留学生活，为以后出国深造做准备 

现代社会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留学热潮也愈演愈烈，但是怎样提高出国的

质量，申请到国际名牌大学，学到真正的知识，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考虑的问

题。通过交换生项目开启孩子留学的路途，既学习知识，又感受美国的教育方法

，更重要的是提前适应了美国的生活，而且英语也有质的飞跃，所以交换生是留

学生涯的出发点，是申请美国名牌大学的跳板。同时，交换生与国内学生相比，

还有以下优势： 

A、美国公立高中的升学部门和相应的指导老师对美国大学非常熟悉，他们

可以帮助学生申请最适合他们的美国大学。国内的学生只能花一笔不菲的费用通

过中介来办理大学申请。 



B、在“家门口”完成 SAT考试，国内的学生则只能去香港、新加坡等地考

试。 

C、学习 AP课程（大学先修课程），提前熟悉大学知识，减免相应大学学分

！美国公立高中都提供内容丰富的 AP课程。国内学生则没有机会学习此课程。 

 

五、美国高中交换生与留学生的区别 
1、语言与文化环境  

交换生入住当地传统家庭，与当地高中学生一样的学习和生活。为了保障学

习质量， 通常一所学校只安排一名中国学生就读。这样，学生可以完全融入当

地的生活和文化。也就是说，交换学生的学习生活都是全英文环境，这将会使每

个交换学生在语言方面受益匪浅。而一般留学生就读的语言或预科学校里90%以

上都是中国学生，大家不论学习和生活都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这

样非但不利于学习与语言的进步，也不利于学生独立性的培养及多元思维的开拓

。 

2、时间方面  

对于想继续在国外深造的学生，从时间方面考虑，高中交流学生在完成半年

或一年交流项目后，可以回中国再次申请签证前往美国或其他国家正常留学，国

际上任何国家均承认交换学生的学籍，绝不影响学业上的衔接。 

3、费用方面  

   在美国私立高中留学，一年的花费约在20-3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交换生 J1

高中公立交换一年的所有费用仅需约13-15万人民币。在申请签证时，交换生所

需提供的财力证明也比留学生少得多。 

4、签证方面  

因为是政府支持的国际交流活动，所以学生都可以拿到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

际文化交流邀请函（即 DS-2019表）。可以说，交换生签证的通过率每年都基本

可以达到100%，而普通留学则存在着一定的拒签率。 

 

六、美国高中交换生报名注意事项 

1、美国高中交换生申请人条件 

■年龄：参与项目入学时介于15—18周岁（一般为初三、高一、高二的在读

学生）。 

    ■身体情况：身心健康，身体无不良反应。 

■学习成绩：在校成绩平均分达到“B”(70分)以上。 

■英语能力：具备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通过美方委托我们组织的 ELTIS

英语测试 



■综合素质：德、智、体全面发展，独立自信、成熟大方、品德良好，积极

互动。 

■经济条件：学生的家庭在经济上有能力支付学生前往美国就读的有关费用

。 

在您提出报名申请后，我们将对学生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思想品德、家庭

背景、适应能力、英语水平等方面，以确认您的孩子是否符合参加交换生项目的

要求。 

2、美国高中交换生学习时间 

学年项目：为期一学年（10个月）。即：每年9月至次年6月（秋季入学） 

3、美国高中交换生报名时间 

报名截至每年3月1日，9月1日前对学生进行培训，集体出境。 

4、美国高中交换生相关费用 

    费用包括：项目费和学费 

    J1收费：项目费用150000元，学费和生活费用全免； 

    F1收费：因美国高中区域、学费和住宿费不同，根据学生选择的学校而定，

价格是20万至30万元不等； 

   项目费用包括：申请中美交换生录取名额、DS-2019表和交换生录取费用；申

请材料的制作和整合；美国使（领）馆签证预约； 签证材料准备指导及签证面

试培训；行前综合培训及安全教育；到达美国后的接机服务及说明会；美国公立

高中和当地家庭的安置费用；在美国寄宿家庭食宿费用；交换期间的医疗及意外

伤害保险；定期向家长汇报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美国当地紧急支持服务等。 

综合服务费不含:个人生活花费；中美往返机票及美国国内机票。 

 

七、美国公立高中交换生相关考试   

学生必须参加 ELTIS考试，这是一项标准化考试，为美国高中交换生项目即

国际交流 AYP项目选拔考试。考试时间为70分钟：25分钟听力，45分钟阅读。满

分为265分。申请 F1交换生最低成绩216.如果要申请公立高中或者蓝带高中分数

至少在226分以上。2015年，ELTIS考试将取代所有的 SLEP成绩。 

 

八、美国公立高中交换生申请流程 



 

 

 

九、我们的优势 
1、丰富的学校资源 

●覆盖美国 40 多个州超过 200 所学校 

●包括美国蓝带中学(全美 2%的学校获此殊荣 )、 全美排名前 50 的公立高

中、全美天主教荣誉榜前 100的学校以及各州杰出校等精英学校  

●中国学生比例低，可以为学生创造最佳学习生活环境 

●85%选校以上开设 AP课程,给有能力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空间,顺利衔接

大学课程，为申请顶尖大学做好全方面的铺垫 

●大多数学校在体育比赛、学生社团和社会活动方面有非常骄人的优势，学

生有更多自我发掘的空间，为申请美国大学或者国外大学加分 

2、丰富的家庭资源 

●爱心家庭资源遍布全美 40多个州 



●家庭由社区、教区和学校推荐,经公司进行背景调查,家庭成员无犯罪记录

和其他不良嗜好 

    ●英语为母语的家庭,保障英语为家庭交流语言 

    ●家庭和睦,爱好广泛,有爱心,不排斥并接受且积极学习外来文化  

●家庭中父母有正当职业和中等以上收入,不以接待寄宿家庭学生为主要经

济来源  

●家庭可以为交换学生提供自己独立的房间  

●家庭中大多拥有一个与交换学生年龄相仿的孩子  

●家庭中父母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和意识,擅长于孩子沟通 
 

十、后续服务保障 
 

时间 Royal Education 其它机构 

学生入境

后 

学生到达美国第一天,在自己的卧室桌子上将看到一本

精美赴美指南，扉页有我们对学生的所有在美国生活的

tips分享 

只是接机 

 

定期跟踪 

每个月一次电话/当面访谈和学生报告，每三个月一次学

习成绩汇报单 

不定期或者没有跟

踪 

沟通交流 学生可以邮件、电话方式与我们随时联系，我们根据学

生的具体情况，安排相应的顾问给予指导帮助 

N/A 

续读 学生在进行一年的交流学习后，我们可以安排在同一家

学校或者根据学生的意愿安排其它学校进行续读，直至

学生完成学业 

N/A 

大学申请 高年级学生需要大学申请规划和申请美国大学，我们会

有专家团队为其提供相应服务 

N/A 

假期活动 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安排在美国的特色夏令营、

大学暑期学校和社会实践活动 

N/A 

离境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离开美国，我们跟踪落实学校结业

和送机事宜，并寄去恭喜结业贺卡 

 

只是送机 

 

 

对于完成交换项目后而想继续留学的学生我们有以下几种方案可供选择： 

1、J1交换生一年以后，转 F1签证继续在美国读公立或者私立高中，拿美国

高中毕业证书，直接申请美国大学。 

2、F1交换生一年以后，持 F1签证在美国私立或者公立高中留学，拿美国高

中毕业证书，直接申请美国大学。 

3、选择回国，保留学籍，继续学习，参加国内高考或者去其他国家留学。 

 

 

 



十一、成功案例介绍 
 

案例一： 

——学生姓名：徐同学 

——项目类型：J1 公立学校交换生 

——学生原籍：河南郑州 

——学生年龄：16 

——入读年级：10 年级 

——英语成绩：SLEP 58分 

——项目时间：2011年 8月 

——入读学校：Plano High School,Plano,CA (德克萨斯州，惠普、必胜客总部

所在地)  

——寄宿家庭: 500+ 平方米两层别墅,爸爸是医生 43岁, 妈妈是教师 41岁，哥

哥中学在读 17岁。 

——学生情况：徐同学在 2011 参加我们的美国寄宿家庭全真冬令营，喜欢上了

美国的中学教学氛围,非常想去美国读高中，但是徐同学家经济条件有限，在我

们的推荐下参加 J1公立高中交换生项目。当年 8月底,徐同学来到了全美最富庶

、最宜居城市——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接待的寄宿家庭很喜欢徐同学，他第一

学期就凭借高超的萨克斯吹奏表演进入该校的管弦乐队，很快便与当地学生打成

一片。当徐同学结束 J1交换生学习后，对德克萨斯州依旧依依不舍不舍。我们

根据徐同学的意愿，安排他进入临近的一所经济实惠的教会中学，继 续他在美

国的学习。 

 

案例二： 

——学生姓名：王同学 

——项目类型：F1公立学校交换生 

——学生原籍：湖南长沙 

——项目年龄：17岁 

——入读年级：12年级 

——英语成绩：SLEP 52分 

——项目时间：2011年 10月 

——入读学校：El Camino Real Charter High School, Woodland Hills, CA (

加利福尼亚州) 

——寄宿家庭：400+ 平方米两层别墅，爸爸工程师 48岁，妈妈居家 46岁，姐

姐中学在读 17 岁。 

——学生情况：王同学在 2011年 8月底找到我们，希望去美国进行交换生学习

，当时还在接受秋季入学的美国学校已经很少。经过我们的努力，仅利用两周时

间就将王同学安置到加州最好的公立中学、加州杰出校、全美十项学术竞赛 6次

全国冠军得主的 El Camino Real Charter High School（厄尔卡米诺特许高中



）。学校位于洛杉矶郡北部，那里云集了小甜甜布兰妮、贾斯丁碧波等众多明星

住宅。当地财政状况优良，公立学校教育质量都很高。王同学的英语基础较差，

但是在学校老师和寄宿家庭的帮助下，逐渐地适应了美国的英语教学环境，并在

第二年春季便获得了 3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目前，她已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

矶分校四年级的学生，主修商科。 

 

 

美国美中国际交流协会 

美国皇家国际教育机构 

 

 
美中国际交流协会联系方式 

 
中国分会地址/Address in China：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中银大厦 A 座 26 楼  

中国分会电话/Tel in China ：0755-82969319   83549360   传真/Fax：0755-83549320  

中国分会邮箱/Email in China ：ucexchange@sina.com     2693231530 @qq.com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8240538     0755-82969319 

联系人：会长助理林靖宁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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