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VIS国际学校发展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 VIS国际学校发展大会将于2016年11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5年12月12日，腾讯网、腾讯教育、新学说共同主办的VIS2015国际学校大会在北京召开，大隐于市的私立国际
化学校首次登场，展示20年来教育的光荣与梦想。

大会内容涵盖了前沿教育理念和各国际学校国际课程项目的具体特点，特别邀请了16位国内顶尖国际教育项目的校
长，吸引了近300名的参人员到场，被誉为“国际教育的盛会”。

为了延续盛会，促进国际学校间的交流、创变与发展，新学说作为国际学校多边服务平台，一直致力于凝聚行业合
力，助力国际教育发展，特将于2016年11月19日至11月20日，联合腾讯网、腾讯教育举办2016年VIS国际学校发展
大会，为国际学校之间提供交流、展示与合作的平台。

2016VIS国际学校发展大会将邀请中外知名国际学校校长及业内专家、学者共同参会，以宣扬教育行业的革新发
展、促进业界真诚交流为初衷，探究在时代的洪流推动下，教育行业如何向着优质变革的道路发展前行。传播国际
化教育理念的迭代，探讨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渠道，以及拓宽科技在校园中的深度应用，让更多的国际学校寻找让更多的国际学校寻找
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更具前瞻性的全面革新的发展战略。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更具前瞻性的全面革新的发展战略。

 

会议主题：会议主题：在变革中开创未来

会议日期：会议日期：11月19-20日（周六-周日）

会议地点：会议地点：上海万科双语学校（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68号）

会议规模：会议规模：300—350人

主 办 方：主 办 方：腾讯网  腾讯教育  新学说

承 办 方：承 办 方：上海万科双语学校

媒体支持：媒体支持：英国教育周刊  环球网  上海教育

外滩教育 现代教育报 芥末堆

（持续更新中）

 

活动形式：活动形式：

主会场七大主题演讲

分会场八大专题演讲

外滩游船社交晚宴

国际学校深度参访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95160019.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event-95160019.html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9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展览展示

特设分会场行业专业委员会筹备大会

 

高端Social  游船晚宴高端Social  游船晚宴

一次与国际学校教育行业大咖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一次与行业同伴举杯，开怀尽兴在甲板感受等风来的惬意畅想；
一次卸下压力以宽阔视野揽尽璀璨外滩夜景的旅行。2016VIS大会游船晚宴等你来！

本次大会为了促进行业内部的交流与发展，贴心设置游船晚宴，方便参会嘉宾在大会之余，以更人气、更随意的沟
通方式对教育行业内容更进一步的探讨。高端又随性的游船social，仅限大会前260名报名参会嘉宾！高端又随性的游船social，仅限大会前260名报名参会嘉宾！

 

名校零距离·国际学校深度参访名校零距离·国际学校深度参访

嘉宾们将对两所上海本地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学校——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以及上海协和双语学校万源校区上海协和双语学校万源校区进行实
地深度参访。与名校“零距离”亲密接触，深入了解学习该校的建筑特色、体育设施、课程设置、软硬件设备、校
园文化、教学理念等。学校深度参访名额仅限30席，记得购买VIP参访票哦！学校深度参访名额仅限30席，记得购买VIP参访票哦！

 

风采·展览展示风采·展览展示

本次大会设有极少数精华展位、视频播放区以及其他会议物料，可用于各大国际学校及业内先进教育机构风采、课
程体系、设备设施的展览展示，促进行业内部的沟通交流及学习发展。此外，所有演讲嘉宾及展位商信息均会刊登
于大会会刊内。

 

特设分会场特设分会场

本届VIS大会特别设立分会场，中国教育部相关部门将组织开办国际学校教育行业相关的专业委员会筹备大会。

通过组建专业组织，整合产学研与政府各方资源形成合力，推动国际学校及上下游产业间的联结、互动、合作，承
担行业内外部各层面交流及和合作平台任务。同时，统一行业声音，汇总行业需求，协调行业发展节奏，助力行业
健康有序的持续发展。届时，教育部相关领导将莅临出席大会，难得一见的重磅大咖不可错过。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流程：会议流程：

11.18日下午  签到，领取会议资料

11.19日上午  主会场五大主题演讲

11.19日下午  分会场四大专题演讲 展示展览

11.19日晚上  外滩游船社交

11.20日上午  主会场两大专题演讲

分会场四大专题演讲

深度学校参访

11.20日下午  国际教育行业专委会筹备大会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担任主会场主题演讲嘉宾的七位重量级大咖，均为国内外的国际学校校长或国际教育行业专家。他们将围绕“教育
理念及教育创新”的主题，讲述国际教育行业的优质理念，引导国际教育行业的参会嘉宾向着变革的道路发展前
行。



主会场主题演讲嘉宾主会场主题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

Patricia Griff inPatricia Griff in

圣乔治温莎城堡学校(St George School, Windsor Castle)学前部创始人兼副校长

圣乔治始建于1348年，最初是为给温莎城堡新建的圣乔治教堂（英国王室住所）培养第一个唱诗班而成立。作为英
国最古老的学校之一，现今成长为成功的私立男女混合学校，有300多名年龄在3-13岁的学生，在音乐、舞蹈、体
育教学方面享有盛誉。

英国ISI(Independent Schools Inspectorate私立学校评估督查机构，简称ISI)的独立监管人

ISI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独立机构，负责对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的1,294所中小学成
员学校进行定期检查，检查频率3至6年不等。ISI由英国教育部授权并接受其监督，每年会发表一份公开报告提交至
国务大臣。

 

Rhiannon WilkinsonRhiannon Wilkinson

英国Wycombe Abbey School校长

威雅公学 Wycombe Abbey School (网译名威克姆阿贝) 在1896年由Dame Frances Dove创立。威雅公学被誉为
全英学术最优秀的公学名校，曾三次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提名为年度最佳学校，常年在各大主流媒体排行榜上排
名第一。学校每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被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录取。

 

Rena MirkinRena Mirkin

美国新英格兰院校协会（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NEASC）联合主席

曾任麻省卫斯理高中校长

曾任北京京西国际学校高中部校长

麻省五月花预备学校校长（筹）

被迪拜政府授权评估并提高私立学校教学质量，走访过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众多私立学校

 

Orlando Pola-RiveraOrlando Pola-Rivera

上海万科双语学校外方校长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从哥伦比亚学院和教师学院获得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学士学位和双语言文化教育硕士学位
（荣誉学位）。30年的教学和领导经验，曾在纽约、柏林、赫尔辛基、莱比锡和毕尔巴鄂的公立及私立学校任职过
负责人或校长。

 

Gerard MacMahonGerard MacMahon

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校长

曾任英国威尔特郡奇彭纳姆镇Sheldon School校长在切尔滕纳姆市Balcarras School担任过7年的高级管理者，是
该校第六学级课程的主要创办人。之后在中东世界最大的国际学校阿尔科尔国际学校担任校长数年。

 

吴子健吴子健

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校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14/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9/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20/


原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校长

上海市九年一贯制教育专业管理员会主任

30余年教育经验，特级校长

曾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师

著作包括：《学生创造力培养序研究》、《探究学习与教师行为改善》、《教育在哪里》 等。 

 

吴越吴越

新学说创始人兼CEO，汉通教育创始人

腾讯教育行业专栏作家，新浪教育国际学校专栏作家，资深国际学校课程专家。

主要著作：《中国地区A-Level/AP/IB课程年度分析报告》、《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A-Level/AP/IB课程手
册》。

此外，本次VIS大会的分会场，将针对国际学校的课程体系设置、教育质量保障、学校软硬件设备的选择、学校师资
力量的凝聚以及学生未来升学发展的方向等业界最为关注的聚焦点，以行业权威人士之口一一答疑解惑，为整个行
业在变革下的发展提供基石，把脉行业风口，探讨国际学校发展新机会。

 

八大分会场专题演讲嘉宾八大分会场专题演讲嘉宾

（排名不分先后，持续更新中）

专题一  课程教学专题一  课程教学

卢慧文卢慧文

上海协和双语学校校长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

上海协和双语学校以中西方文化融合为特色，现有学生3500余名（外籍学生超过1200名）。学校目前是国际文凭组
织(IBO)世界学校和世界权威学校鉴证组织AdvancEd正式成员校，毕业生送往世界各地的知名高等学府。

Erik GundersenErik Gundersen

美国国家地理学习亚洲区总监

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英语教学领域的专家

25年来，以出版人、作者和教师的身份参与全球英语语言教学工作

王尚钧王尚钧

麻省国际学院副院长

赛尔教育集团学术总监

10余年的美国、台湾、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的跨国教育管理经验

 

专题二   专题二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Gregory SmithGregory Smith

Schrole Group创办者和高级顾问

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课程主管和小学校长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44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051/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11/


在澳大利亚的不同类型的学校里担任校长和助理校长职位

 

专题三   市场招生专题三   市场招生

杨  莉杨  莉

原北京海嘉国际双语学校市场总监

中国首家营地教育平台“营天下”创始人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传媒硕士，曾任央视记者和互联网高管。在北京海嘉国际双语学校担任市场招生总监的四年间，
将海嘉从200学生的学校做到1000学生规模，打造出了一个北京知名的双语学校品牌。

 

专题四   建设及设备专题四   建设及设备

李勇翺李勇翺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助理

光华中学执行校长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目前有2000多名在校学生。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认定为“上海市首批双语学校”。IBDP组织成
员学校，2007年被批准为“上海市直接向境外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学校”。2014年成为上海市首批21所可以开设高
中国际课程的学校。以平淡办学，低调教书为宗旨，培育和谐向上的人文氛围，形成“平而不庸、和而不同”的学
校文化，亦将“平正达礼，和善励新”做为终身追求。

 

专题五   学术保证专题五   学术保证

Marilyn S.GeorgeMarilyn S.George

ACS WASC 副执行董事

WASC的全称为“西部学校与学院教育联盟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 ”，是美国教育部
授权的为公立和私立学校、学院和大学进行认证的六大教育联盟之一，也负责认证位于亚太地区的国际学校。

何  培何  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涉外办学质量保障部副主任，其部门主要负责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的质量保障服务和能
力建设，开展与跨境教育相关的国际合作与研究等活动。

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任国家项目官员，负责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教育项目。

 

专题六   信息系统建设专题六   信息系统建设

嘉宾确认中……嘉宾确认中……

 

专题七   大学申请专题七   大学申请

嘉宾确认中……嘉宾确认中……

 

专题八   课外素质教育专题八   课外素质教育

Rob OliphantRob Oliphant

爱丁堡公爵国际奖基金会亚太地区的经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37/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52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15/
http://www.huodongjia.com/tag/5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802/


曾任爱丁堡公爵奖在南澳大利亚州的经理，也是亚太地区培训小组的成员。

爱丁堡公爵国际奖是为年轻人设立的青年领导成就奖，是一个国际性公益项目，其中包括实践经验和生活技能，目
标是培养世界公民。自1956年起，国际青年奖励计划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已有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中800多万青少
年加入其中。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国际教育行业的变革、发展和命脉必然是每个参会嘉宾的最为关心的基准。因而，2016VIS国际学校发展大会将会
遵循惯例，为每位参会嘉宾提供最新鲜、最准确、最完整的国际教育行业资讯。

 

本次大会将会向参会人员免费赠送2016年国际学校行业报告一套，包括：

1.《2016 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

2.《2016 中国IB课程年度分析报告》

3.《2016 中国AP课程年度分析报告》

4.《2016 中国A-Level课程年度分析报告》

 

其中，2016VIS大会新鲜深度的发展报告震撼首发，《2016 中国国际学校发展报告》细数国际学校的历史发展进
程，展现状下的国际学校行业生态分布、生源调查报告，展望国际学校的前景以及问题建议的总结，带您聆听精准
的行业声音。

金秋10月，《国际学校内参 1.0》的完美亮相，惊艳了国际学校行业。充实多元的内容、前沿而精准的研究数据吸
引着每一位国际教育行业研究者的目光。因此，本次VIS再出额外福利，大会限量赠予参会嘉宾纸质版《国际学校内
参 1.0》，赠完即止。

 

嘉宾票（限300席）嘉宾票（限300席）会议费用包括大会内容（前260名报名缴费人员可参与外滩游船Social，嘉宾票不含学校参
访），以及午餐和茶歇费用。

VIP参访票（仅限30席）VIP参访票（仅限30席）包括大会内容（前260名报名缴费人员可参与外滩游船Social），午餐和茶歇费用，对两
所上海国际学校（上海惠灵顿国际学校以及上海协和双语学校万源校区）的深度参访。

至尊VIP门票（仅限10席）至尊VIP门票（仅限10席）包括大会全部内容，午餐和茶歇费用，外滩游船晚宴，对两所上海国际学校（上海惠灵
顿国际学校以及上海协和双语学校万源校区）的深度参访。至尊VIP门票特权：专享会场VIP席位，与演讲嘉宾共进
午餐，与大咖近距离沟通交流。

嘉宾票3588元，VIP参访票3988元，至尊VIP票4988元。每个单位限报2人。缴费时请在相应渠道备注参会人姓缴费时请在相应渠道备注参会人姓
名、单位、职务、手机号码信息。名、单位、职务、手机号码信息。

2016年10月30日前报名缴费参会票价9.5折（以参会人员实际缴费日期为准）2016年10月30日前报名缴费参会票价9.5折（以参会人员实际缴费日期为准）：

嘉宾票3410元，VIP参访票3788元，至尊VIP票4739元。

 

签到说明签到说明

大会当天请携带报名参会人员名片，在签到处核实身份后，领取大会胸卡进入会场。

酒店酒店预订预订

大会提供上海大华虹桥假日酒店预订服务，酒店地址：中国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55号，距离大会会议地点5分钟
步行路程，代预订专享协议价格（价格根据实际预订房型为准），如有住宿需求请回复邮件，告知入住时间、人数
及其他相关要求，住宿费用自理。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发票说明发票说明

如需发票，请邮件回复发票抬头和金额，并于大会期间在签到处现场领取发票，发票内容仅限咨询费或会议服务
费。

退票说明退票说明

本次大会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可转让他人使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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