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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项目 ABOUT PROGRAM 
项目由来

Work and Travel USA (WAT) 即“大学生暑期赴美工作旅游”项目是美国国务院为促进美国与世

界各国人民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推出的一系列文化交流项目之一。在校大学生将有机会在暑假期

间通过该项目申请 J1 签证进入美国参加一个带薪的临时工作，并可在工作之余自助旅游，以体验

真实的美国。该项目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功实践近 40 年，每年都有数万名国际大学生参

加，该项目于 06 年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并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交流效果。 

项目安全

“大学生暑期赴美工作旅游”项目是由美国国务院立项，国会立法（Fulbright-Hays Act），授权机

构实际操作，美国企业接收，大使馆高度重视的官方教育交流项目，学生持 J1 签证进入美国可申

办美国社会安全卡，与美国学生同工同酬，在美工作期间有完善的医疗和意外伤害保险。

近年来参与人数（全世界）

数据来源美国国务院数据统计，2016 年度相较 2015，2016 年有所缩减，有 7 万余国
际大学生参与。 

2015 年美国各州相继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标准，2016 年度 WAT 项目学生工资收入相交
往年大幅提高。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至 7.55-10 美元/小时。 

2016 年度中国大学生参与 WAT 项目合法工作时间调整为：6 月 1 日—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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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WAT 项目国际学生安置分布图 

 
                                        

                    
说明：每一个美国雇主提供岗位数量不一，所以在实际岗位安置中，各雇主雇用的国际学生数量

差距很大，国际学生分布区域也较广。因此，基于雇主用工规模及本身行业特点，会一些地区出现国

际学生的集中安置和其他地区的相对分散安置。此两种安置各有优势。EachFuture 会采取相对集中

的安置策略，但因雇主需求、岗位工作要求以及学生意愿等因素影响，不保证绝对集中。 

2016 年度参与大学生暑期赴美工作旅游 WAT 项目的国际学生 7 万余名，分别来自世界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高等学府，作为一项美国国务院官方青年文化交流项目，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大力

支持。下附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项目主管 G.K.Saba 致参与项目国际学生的欢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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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收获 
 纯正的美语环境，迅速提高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宝贵的国际实践经历，丰富人生阅历，提升综合竞争力； 

 体验真实的美国文化，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监管机构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经历，为申请美国大学做好铺垫； 

学校收获 
 拓宽学校对外交流渠道，活跃外事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提高学校就业率；  

 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综合实力更强，国际竞争

影响力更大的开放性、国际化大学； 

 …… 

 
学生参加 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花费明细（参考） 

 
费用类别 估计低值 估计高值 备注 
SLEP 考试 100 元 100 元  由 EachFuture 在合作学校组织 

项目费用 21000 元 

含 2500 元报名费，岗位申请面试费，DS2019 表签

发费，签证辅导费，签证预约费， SEVIS 费 35 美

元，社会安全卡费用，在美工作期间医疗保险费，抵

美后的集中培训费，美国当地紧急支持服务费。  

护照申请费 200 元 260 元 有些地方可能只接受现场照相。  

签证费 160 美元  
目前美国使馆非移民签证费为 160 美元，持个人护

照前往中信银行柜台或网络在线购买办理。  

签证交通费 N/A N/A 
不同地区不同方式抵达签证中心和返回的花费会有较

大差别。比如武昌至北京的火车硬卧价格 272 元。  

国际往返 6500 元左右 12000 元以上 

因订票时间早晚会有很大差别，往返机票价格可能低

至 4000 元左右，也有可能高达 12000 元以上。鉴于

此，我们也在和学校、学生一道努力，把工作尽早做

好，减轻学生的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随身携带 1200 美元 1500 美元 

学生赴美需携带有一定金额的现金支票或信用卡，以

用于初抵美国后的交通、住房租金与押金、第一次支

付工资之前的其他花费。  

旅游购物 N/A N/A 
学生工作完成后的在美国旅游（旅游保险 300 元人

民币左右）、购物等产生的费用无法预估。  

        因美国方面项目操作成本增加,及汇率变化原因，本年度 WAT 项目收费上浮,结
合往年学生整体花费情况,我们给出的学生项目预算花费总额估算值为 28000-32000
元之间，包括项目费、国内国际交通、签证申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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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预算 
 

收入 

标准工资 7.55-10 美元/小时  

周平均工时 32--40 小时  

工作周数 11-14 周 

收入总数 2658-5600 美元  

 

支出 

房租 110 美元/周  

伙食费 55 美元/周  

交通费 20 美元/周  

工作周数 10-13 周 

支出总数 1500-1800 美元  

 说明: 以上收入计算中未包括加班和兼职情况；计算方式为平均数值，仅作参考，不同地区及   
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会对支出值有较大影响。 

 周平均工时按照整个项目周期计算，最初 2 周为培训工时，少于 32 小时，后期随着国际学生

成熟逐渐增加，但每周会因工作量工时有上下浮动或加班。 

主要工作行业及岗位类型 

1. 主题乐园、国家公园：救生员、售票员、餐饮服务员和游乐园管理人员； 

2. 快餐店、餐厅：收银员、服务员、食品准备人员； 

3. 超市、销售店工作：收银员、收货员、仓库管理员； 

4. 酒店工作：餐厅服务人员，洗衣房、客房管理人员；  

 

 

 

 

 

 

 

 

 

 

 
说明:工作岗位在学生签证之前即已确定；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最低工资不低于$7.25 元/小时；项目期间

平均每周工作 32-40 小时；不同工作岗位在工作餐、住宿上有不同安排，具体以美方用工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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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是文化交流活动，项目严格遵照美国相关法案设计，提供给学生的临时工作并不是一个单纯性

雇佣工作，而是一个让全世界青年人了解真实美国青年人生活的平台；在工作之余，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喜好，选择大学访问、娱乐、旅游、以及兼职工作等。  

工作岗位均为非专业、基础性工作，无须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即可参加，学生不会有很大的工作压

力，这样有利于他们从更轻松和自由的角度去认识美国，了解美国文化；虽为基础性工作，但并不轻松，

且需要认真对待和完成。  

报名条件 
 全日制在校本科大学生（含专升本），包括毕业班学生，18-28 岁； 

 中等英语水平，通过 SLEP 考试； 

 能够接受至少 10 周的实践工作；  

 愿意体验美国文化且无逾期逗留动机； 

 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前期各项花费； 

 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工作地点 
1． 主题/国家公园、快餐店、餐厅、超市销售店、酒店工作分布在美国各州，同样

学生工作机会也遍布美国各地。 

2． 地点主要以城郊、度假胜地以及各类小城镇为主，美国文化醇厚，安全！ 

 
 

2017 年度我们将继续增加岗位数量，加大在中国大陆召开美国雇主现场岗位面试会次数，为确保

安置成功率，我们将统一协调，安排 2017 年度报名同学就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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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岗位介绍 

1. Hershey Park 岗位介绍      

       好时公园（hersheys Park）美国巧克力巨头好时集

团于 1903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建成的好时镇。从费城到

好时小镇差不多 2 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个深受儿童喜爱的人间仙境，有好时公园和好时花园及好

时游乐园组成。这里也被称为“The sweetest place on the each 地球上最甜蜜的小镇 

岗位要求：英语 GOOD+及以上，能吃苦耐劳 
工       资：7.75 美元/小时 
工作时间： 6 月 15 日—9 月 15 日 
工作内容： ride operator, food stand, 
岗位优势：地处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Hershey 镇环境优美，管理有序，地区代表紧密跟 

踪，文化交流活动众多，志愿者活动多，连续合作多年。 

 

 

 

 

 

 

 

2. Six Flags 救生员岗位介绍                                                              
Six Flags 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题公园连锁品牌。起源于德州，其名字的由来是因德州上空曾飘过

六种不同的国旗：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德克萨斯，美国南联邦，美国。现总部设于纽约市，下面

有 30 家主题公园和水上乐园，其中 24 家以 Six Flags 命名。 

Six Flags 提供两类型岗位：公园游乐机器操作员等普通类型岗位及救生员。Six Flags 对救生员

的需求量很大，每年有大量的国际学生在该岗位工作。  

岗位要求：（雇主将提供游泳技能考试培训） 

 学生具有日常英语沟通能力 

 使用蛙泳和自由泳游 100 米 

 下潜 2.5 米拿起重 5 千克的砖头，上浮回到水面 

 双手交叉在胸前或者腋下，只使用腿踩水 1 分钟 

        工资标准：  8.25 美元/小时 

岗位说明：学生如是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嘴里咬着哨子，盯着公园水设施里看，确保水里的游客没有溺水，当然，这是几

乎不可能的事，所以通常我们就是看着别人玩，确保他们没有做一些危险动作，有危险动作了就吹一

声哨子提醒他们，有人有生命危险了，或是严重受伤了就吹三声哨子，会有急救部门赶来，所以，工

作很轻松, supervisor 们和同伴们都是同龄的，也有比我们小的，当然，整个六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

以学生为主，暑假里好多国际学生，有泰国，土耳其，菲律宾，牙买加，等等，六旗也有好多职工聚

会，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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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 ABOUT US 
机构简介 

EachFuture (EFCN)在美国加州注册，专注于美中教育文化交流事业，对美中文化有着深刻的

理解。作为最早操作该项目的单位之一，经过 10 期的操作，积累了丰富的学生团队派遣和服务经

验，在我们无微不至的服务下，每年有近千名中国学生参加项目赴美交流，都获得了良好的体验。 

我们在中美分别设有办公室，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办公室负责拓展项目渠道和项目在美国的监管

跟踪。拥有丰富的实习岗位和企业资源，后期项目监管中，中文沟通以及无时差、无文化隔阂保障

了问题的及时妥善处理；位于北京、成都、武汉、广州、哈尔滨及西安的办事处拥有高素质的工作

团队，负责国内推广和运作。在赴美教育交流领域有多年的实际操作经验，为学生提供一站式专业

服务。 

机构优势 
 

1．严格的项目申请审核及资源管理    

为保证 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在华的健康发展, EachFuture 在项目申请上进行严格的质

量把关，在与美国项目监管机构开展合作前的评估程序非常严谨。 

为切实保护中国大学生的利益, 我们在筛选美国合作机构过程中遵循严格的标准, 对于那些规

模小、保障弱的机构坚决不予合作。 EachFuture 现有美国合作机构均是有着良好声誉和雄厚实

力的美国国务院指定机构。我们对他们的背景，操作规模和对学生赴美后的监管方式都进行严格

的筛选。我们在美工作人员会每年几次亲自到所有的美方合作机构总部和各地区协调办公室进行

拜访和沟通。我们与每一位美方合作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有见面，建立了良好的

个人关系，而不是仅通过电话和电邮沟通。这也是我们和其他国内机构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针

对该项目的最关键的部分，即保障学生赴美后做到遇到问题及时，有效地解决。  

正是与这些顶级美方机构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EachFuture 拥有更加丰富的工作岗位资

源，在我们操作项目 8 年来，从未有安置不成功的案例，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安置率。  

 

2．超强的项目全程监管及协调能力 

我们在美国和中国北京，成都、武汉、广州、哈尔滨及西安均设有项目办公室，从学生报名

到赴美工作整个过程中，我们实施全程监管，在美不同地区的办公室同事会实地考察和了解美国

机构及雇主的情况，以便及时掌握相关信息，确保学生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同时，我们 90% 
以上的美国合作机构都与我们在其他美国国务院授权的文化交流项目上有长期的合作。因此，合

作网络非常广泛，在项目协调能力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当一个美方

机构对我们学生工作调配上出现困难时，EachFuture 有足够的机动能力在短时间内调配我们的

合作网络，协助解决问题。此优势在近几年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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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安置与监管能力 
——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的核心实力体现 

在美的安置与监管能力是我机构核心实力体现 

       近年来 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持续扩大推广，越来越多

的中国大学生和高校参与进来。结合近十年的项目操作实践可以看出,更加及时、细

致、有力的项目境外管理和与机构及雇主的良好合作关系，才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EachFuture (EFCN)有效和快速的处理紧急状况的能力深受学生及合作院校的

称赞。相对于其他国内 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操作机构在此意外状况面前的能

力缺失，EachFuture (EFCN)是实实在在的维护了学生的切身利益。所有这些工作

除了 EachFuture (EFCN)长期奉行维护学生权益、追求 101%服务满意度的理念之

外，要得益于 EachFuture (EFCN)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机构境外监管优势。 

提升在美监管及沟通能力是我们的工作重心 

        EachFuture (EFCN) 作为操作美国文化交流项目的主要机构之一，我们相信我

们项目参与者的成功才是最为重要的。基于这一点，我们位于加州西雅图的办公室

在整个项目的运作和协调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他国内同行还在强调

商业运作之时，EFCN 已经提升在美监管及沟通的能力，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在美

国重点项目地区设立自己项目基地和地区项目监管工作人员。 

 

3．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  

对于学生在美项目期间所发生的紧急意外等情况的处理上，我们机构更具有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在处理学生的突发紧急事件时我们可以迅速抵达事发地点，协助学生解决问题，同时，

对于中美文化差异上的深刻了解，也使得我们能更顺畅的推动事情处理的进程，从而使学生的损

失降到最低。 这也在过往项目学生境外管理的实际案例中得到充分体现。 

4．规模化项目操作经验  

美国 EachFuture 办公室长期与美国国务院授权机构进行多个文化交流项目的合作，Work 
and Travel USA 项目是其中之一，拥有丰富的操作经验。我们在中国大陆开展工作以来，每年输

送千余名中国大陆地区各类学校的师生赴美交流，在规模化操作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

立了一套行之有效和十分完善的操作机制。  

5．科学和完善的项目操作机构设置  

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实际状况及美国机构的工作特点，我们建立相对应的部门和工作人员

配置，北京及其他国内办公室负责项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推广和协调，直接与学校和学生沟

通，减少中间环节。美国办公室负责项目在美国方面的监管和协调工作，中美办公室之间保持

畅通的沟通渠道，确保项目信息的实时共享，实现项目操作的高效和便捷。  

6. 优良的项目管理和沟通能力 

伴随着美国国务院对 J1 项目的调整和规范, WAT 项目也因政策调整多有波动,及时了解和掌

握项目政策,对项目的推广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一家在美注册的教育机构，我们每年会应邀参加

美国国务院项目主管部门的例会，及时掌握美国国务院项目管理政策和发展动态。同时，我们

在与美国驻华各使领馆的项目沟通方面也拥有先天优势。从项目备案到签证服务我们都与使馆

保持着紧密联系，使得我们 EachFuture 操作的各类赴美交流项目都能顺利和平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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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Future 项目开展汇总 
 

 2008 年以来的年度参加 WAT 项目总人数表 

 

 

 

 

 

 

 

 

 

 

 

                                                                   

 

 2016 年 WAT 项目总结 

签证通过率：99.8% 

岗位安置率：100% 

美国所在州：学生遍布全美 35 个州，主要集中于旅游观光地区及特色小镇。  

岗位分布情况：公园类 19%；餐饮业 35%；酒店旅馆 34%；零售业 11%；救生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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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生分布人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公园业、餐饮业以及酒店业，这主要是由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 

 学生暑假周期长度  (6 月 1 日—9 月 15 日) 

 学生个人综合素质（英语水平、性格、专业及工作经验） 

 雇主需求及学生个人意愿 

 

 2016 年项目工展会与美国领事馆签证政策说明会 

 

为加深学校及学生对有关项目的签证了解，促进东北地区的项目签证通过率，经过美国总

部积极协调，我们特邀美国驻沈阳总领馆副领事 Dennie S Hoopingarner 先生赴工展会现场做

了项目及签证说明并现场回答师生们的提问。 

听了领事馆权威的项目及签证政策介绍，同学们有了更加积极的形态来参加美国雇主面

试，分组进行的岗位面试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也是一次难得和有趣的经历。 

   

 

 

 

 

 

 

 

 

 

 

 

 

 

 

 

左上照片中持话筒发言者即为美国驻沈阳总领馆副领事 Dennie S Hoopingarner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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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CN 未来之星公益活动 
      FutureStar Volunteer 是 EachFuture (EFCN)于 2014 年正式成

立的公益项目，其中 Future 的意思是未来，代表希望、前景和发

展；Star 的意思是星星，意为星光闪耀，一如我们文化交流项目参与

者们颗颗辛勤的汗珠，也蕴含着对我们项目参者们的祝福，希望他们

的未来如群星闪耀，在各自的领域获得耀眼的成就。标志主色调为绿

色，代表生命、环保和低碳，这也是 EFCN 成立公益项目的初衷，

关爱生命，注重环保，低碳生活；文字加上了彩虹效果更具有动感的

设计，代表阳光、温暖和关爱。整个标志具有朝气蓬勃的青春和活力，预示着我们是最具希望最具发

展潜力的一代，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去奋斗去创造，去传递对社会有益的正能量。 

1．EFCN 公益历程 

 第一次大型公益活动：2013 年 EFCN 组织美方合作机构 Greenheart 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到北

京市寸草春晖养老院做义工，并送去了礼物。 

 第二次大型公益活动：2015 年 EFCN 组织广州地区学生和美方合作机构 Greenheart 在广东

财经大学华商学院进行植树绿化活动。 

2．EFCN 公益推广措施 

 EFCN 各地办公室需定期组织各类公益活动，号召就近 EFCN 项目参与学生参与。 

 EFCN 的美国合作方 Greenheart 在美定期组织各类公益活动，项目宣传推广过程中号召我们

的项目参与者积极参加。 

 成立 EFCN FutureStar Volunteer 项目公益基金会，对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 WAT 项目参与学

生进行奖励。 

3．EFCN WAT 项目美国境内公益活动               

      为丰富 WAT 项目学生在美体验，我们与美国监管机构通力

合作推广各种类型公益活动，依据自愿原则组织 WAT 项目学生

去美国当地社区、学校、社会慈善组织参与公益活动，亲身体验美国全社会做公益慈善的氛围，让学

生树立回馈社会的意识。 
 Going Greenheart Tour: 公益活动之旅，学生在美期间可参加由机构组织的公益活动之旅，积累在

美公益活动经验 
 Ambassador Scholarship: 公益大使奖学金项目，学生如在美期间参与项目表现好，并积极参加各

类公益活动，即可向机构申请公益大使奖学金，申请成功的同学将得到项目费的全额减免。      
Greenheart Glob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全球领导者会议，学生在美期间可以申请参加 8 月份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全球领导者会议，和来自世界各自青年学生，美国政要官员，探讨如何

独立领导组织大型活动，成为合格的领导者。 

 
 
 
 
项目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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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项目跟进与项目实地考察 

      1．为强化学生赴美后的跟踪服务，及时掌握学生情况和协助学生处理遇到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

问题，我们实行不定时学生跟踪制，北京办公室的项目推广工作人员、文案后期操作人员以及在美工

作人员协同合作，保持与学生的紧密联系，适时指导和协助学生正确处理所遇到的各类项目问题。同

时，为方便学校及时了解本校学生在美项目动态，我们会定期以报告的形式汇报学校。 

 

 

 

 

 

 

 

 

 

 

 

                                                            学校报告样板 

2．为加深合作院校对项目以及 EachFuture 机构的了解，我们每年夏天都会组织合作院校老师

赴美考察项目，安排拜访项目监管机构、雇主和看望实习学生等活动，通过实地考察项目，进一步加

深了合作院校及相关项目负责老师对项目运作实际情况以及项目意义有了更深层理解。 

 

 

 

 

 

 

 

 

 

 

 

 

 

                    

 2016 年 WAT 合作院校赴美实地考察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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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阅览，期待您的加入！ 

 

 

 

 

 

 

 

 

 

联系方式 CONTACTS 
 

Seven.jiao  焦健  

EachFuture Cultural Network (EFCN)  

成都代表处：成都市人人未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 2 号 A 座 1103 室 
 
  Tel: 028-86786012   86781153 

Cell:  18601228532                 E-mail:  steven.jiao@eachfuture.net 

Web:  www.eachfuture.net 

全国项目免费咨询电话：  400 818 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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