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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慧国际成立于纽约，致力于将最优质的财商、投资、沟通、领导力及职场

教育，以最浅显易懂的教学方式带入K12学员及成年人的课堂。

思慧国际旗下的“华尔街少年”系列课程（Wall Street For Kids) 由华

尔街专业团队研发打造的青少年财商及投资系统性课程。导师皆为华尔街基

金经理及资深人士，旨在为全球青少年提供最专业的金融投资知识及实操教

育，为今后参加各种商赛、大学申请及职业发展打好基础。

此外，思慧国际旗下还包括“青少年创业及领导力”、“青少年沟通”等多

个系列课程，旨在全面提升下一代青少年的智商、情商、财商，培养未来社

会需要的领袖型青年人才。

思慧国际介绍 
VISWISE GLOBAL



2021秋季课程一览

青少年创业及领导力系列
Youth Entrepreneur & Leadership Series

◆ 青少年创新创业成长营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ootcamp

8—12年级：$999（9月10号前报名$899) 

青少年财商系列
Money Talk Series

◆  幼儿财商启蒙 (Kid Money Game)

K-2年级: $249

◆ 小小企业家（Kid CEO）

3-6年级: $349

◆ 小小银行家 （Kid Banker）

4-7年级 : $399 

◆ 小小交易员 （Kid Stock Game）

3-6年级 : $399

青少年投资系列
Youth Investment Series

◆  投资入门与股票交易模拟训练

Youth Investment 101 and Stock Game (Level 1)

7年级（以上）: $449

◆ 股票基本面分析

Youth Stock Fundamental Analysis (Level 2)

7年级（以上）: $499

◆ 投资组合管理

Youth Investm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Level 3)

8年级（以上） : $599 

青少年沟通系列
Youth Communication Series

◆  公众演讲与辩论基础班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Foundation Course)

3-5年级/6-8年级/9-12年级 : $599

◆ 辩论中级（竞赛预备）班 (Intermediate Debate Course)

3-5年级/6-8年级/9-12年级 : $599

◆ 高级（公共论坛）辩论班（Advanced Debate  Course)

3-6年级/7年级（以上）  : $599

◆ 演讲竞赛班（Competitive Speech Course）

7年级（以上）  : $599

◆ 创意写作班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3-6年级/7年级（以上） : $599

◆ 模拟联合国（Model UN)

9-12 年级 : $599





财商是一个人认识金钱，管理金钱的能力，从小进行财商教育，已是

英美等国家的共识。「青少年财商系列课程」共包含三个课程，分别

针对不同年龄，向孩子介绍基本恩的经济及理财概念，帮助孩子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训练孩子养成理财的习惯，智慧地把小钱变成大钱，

并有效的支配自己的人生财富。

青少年财商系列
Money Talk Series

开课时间：9月29号-12月8号

周三 7:00-7:45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适合年级：K-2年级

价格：$249

 学习目标

◆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孩子了解

金钱，每节课会读一本关于金钱的书籍

◆ 通过互动方式学习简单的货币

概念：买卖、价格、硬币计数等

◆结合歌曲、游戏等方式，兼具知识性

与趣味性

 课程简介

该课将介绍金钱的基础知识，探索

货币如何创造、货币如何使用，以

及如何赚取货币相关的概念。

 幼儿财商启蒙
Kid Money Game

开课时间：9月28号-12月7号

周二 7:00-8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适合年级：4-7年级

价格：$ 399

 学习目标

◆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 

◆ 学习掌握储蓄、借贷、抵押、税收

和保险等一系列知识 

◆ 了解银行系统和经济社会运作机制 

◆ 掌握合理管理支出和制定预算的能

力以实现财务目标

 课程简介

学习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

观;学习掌握储蓄、借贷、抵押、税

收和保险等一系列知识；了解银行系

统和经济社会运作机制；掌握合理管

理支出和制定预算的能力以实现财 

务目标。

 小小银行家
Kid Banker

 小小企业家
Kid CEO

开课时间：10月1号-12月10号

周五 7:00-8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适合年级：3-6 年级

价格：$ 349

 学习目标

◆ 金钱和金融的基本概念 

◆ 培养企业家精神

◆ 制作商业计划书 

◆ 了解储蓄、利息、贷款和投资 

◆ 培养初期职业目标，规划未来

 课程简介

学习金钱和金融的基本概念；培养企业家

精神，制作商业计划书；了解储蓄、利

息、贷款和投资；培养初期职业目标，规

划未来。

开课时间：9月27号-12月6号

周一 7:00-8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适合年级：3-6年级

价格：$ 399

 学习目标

◆ 培养孩子的财经素养与对投资

的兴趣

◆ 通过手把手实操教学，模拟股票

交易，体验自己买卖股票的乐趣

◆ 接触基础的投资知识

 课程简介

模拟股市与投资基础，课堂上手把手

教授孩子选股与实操，兼具趣味性与

知识性，培养孩子兴趣与财经素养；

同时本课程开设班级投资选股比赛，

前三名可获得“思慧投资小能手”

奖项。

 小小交易员
Kid Stock Game



「青少年投资系列课程」是思慧专门针对初高中学员研发的金融投

资系列课程。该系列共分为5个Level,来自华尔街的基金经理亲任

导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介绍金融投资领域的各种理论及实操方

法。旨在帮助初高中生更好的理解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运作方

式，学习华尔街基金经理运用的股票分析方法，掌握基础的量化分

析知识，为今后的投资之路和参加商业投资比赛打下基础。学员将

免费使用全美顶尖商学院使用的Stocktrak模拟交易软件，体验

自己购买股票建立Portfolio的乐趣。Level-1至Level-3课程将在

2021秋季开班，Level 4-Level 5课程将在明年春季开班。

青少年投资系列
Youth Investment Series

开课时间：10月1号-12月10号

周五 8:00-9:0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年龄：7年级（以上）

价格：$449

 学习目标

◆ 投资决策中将用到的关键经济学

概念和原则

◆ 基本投资概念和商业运作方式

◆ 理解为什么投资以及如何制定

明智的投资策略

◆ 了解著名投资历史事件以及

知名投资家的故事

◆ 尝试使用Stocktrak模拟交易软件， 

体验购买股票建立投资组合的乐趣

 课程简介

培养孩子对金融的兴趣及财经素养, 学

习投资决策中关键的经济学概念和原

则应用; 掌握基本投资概念和商业运

作方式; 理解为什么投资以及如何制

定明智的投资策略; 尝试使用Stock-

trak模拟交易软件，体验购买股票建

立Portfolio的乐趣。模拟交易软件，

体验自己购买股票建立 Portfolio 的

 投资入门股票交易模拟训练 （Level 1)
Youth Investment 101 and Stock Game 



开课时间：9月29号-12月8号

周三 7:3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年龄：7年级（以上）并完成Level 1

价格：$ 499

 学习目标

◆ 如何买卖股票及挑选股票 

◆ 基本面分析及估值概念

◆ 风险和回报概念

◆ 不同的投资产品及投资分散化

◆ 熟悉Stocktrak操作界面及功能

 课程简介

了解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以及如何基于

股票潜在价值来挑选股票。介绍华尔街普

遍使用的投资基本面分析技术，并构建自

己的模拟股票投资组合，课程结束时将在

班级中评选出最佳投资业绩奖。

 股票基本面分析 （Level 2)
Youth Stock Fundamental Analysis 

开课时间：9月30号-12月9号

周四 7:3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年龄：8年级（以上）并完成Level 2

价格：$599

 学习目标

◆ 客户分析及行业分析

◆金融建模和预测

◆ 投资组合管理

◆ 技术分析

◆ 风险管理

◆ 投资策略

 课程简介

运用过往课程中学到的基本面和技术面投

资分析技巧，与团队一起构建投资组合。

介绍投资组合优化和风险管理技术等定量

方法。 每个学生将加入一个团队，该团队

会在Stocktrak上运行一个投资组合，班

级投资竞赛将选出最终获胜者。

 投资组合管理（Level 3)
Youth Investment Portfolio Management 

顶尖商赛免费培训项目

Free Training for Top Investment & Business Competitions 

思慧团队每年会针对多个美国顶尖商赛提供免费培训

学员需满足一定要求后方可申请

请联系小助手了解详情

青少年金融学业及职业一对一指导

Youth Investment Academic & Career 1-to-1 Coaching 

思慧华尔街导师及专家提供针对高中生及大学生的

金融专业及求职一对一辅导

请联系小助手了解详情



投资财商课程名师团队
Viswise Faculty

·私募基金经理/前公募基金经理

· REIT杂志“杰出投资组合经理”/Zacks Equity Re-

search“表现最佳房地产基金” 

· 《华尔街日报》“类别之王”获得者 

· CNBC、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CNN等专访

Raymond Mathis

Frank Lin
·Ancilla资本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另类投资咨CEO(PE/HF)

·罗德岛顶尖私立大学客座教授

·Providence Equity Partners量化分析部门主管

·摩根士丹利房地产私募基金高级主管

·沃顿商学院MBA/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业硕士

Alexander Veytsman
·首席投资官/投资组合经理，18年华尔街工作经验 

·曾在Barclays, Alliamce Bernstein及

    American Express担任高级职务

·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政策实习生

· 耶鲁大学MBA/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

·市场营销高级顾问，负责全球多个知名公司数百  

万美元营销策划项目

·高级总裁，获得项目管理专业资格认证（PMP）

·La Verne大学营销与商业发展部门高级总监

·杨百翰大学MBA

Jaimie Rush

Angelene Huang

·思慧学院/华尔咖啡俱乐部（纽约州501(c)(3)非盈利

公益组织）创始人

· 全球知名量化对冲基金前资管部门主管，管理上百

亿美元，为公司开发现代化网络资金流动管理系统

· IBM投资部前高级分析师和外汇交易员

· 耶鲁MBA/清华大学本科



3-5年级（小学组）

开课时间：9月15号-11月17号

周三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学习目标

◆  进一步加深巩固辩论基础知识

◆ 学习与掌握各种类型的辩论方法和风格

◆ 深入探讨与研究至少两个学术辩论的决议 

◆ 通过案例分析和反驳策略增强批判性思维 

◆ 学会自己撰写正方与反方辩词

 课程简介

辩论中级（竞赛）班旨在以实训的方

式帮助学员们做好参加正式辩论比赛

的准备，课程以公共论坛形式为重

点，兼顾World  Schools等其他各

种辩论形式。

 辩论中级（竞赛预备）班
Intermediate Debate Course

6-8年级（初中组）

开课时间：9月18号-11月20号

周六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9-12年级（高中组）

开课时间：9月17号-11月19号

周五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3-6年级

开课时间：9月19号-11月21号

周日 3:00-4: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学习目标

◆ 为参加公共论坛辩论锦标赛做好充分准备

◆ 深入研究学术辩论的多个主题领域与方法

◆ 实践辩论中常见的正方与反方策略实践

◆ 选择与确定拟参加的比赛 

◆ 参加课后的内部辩论比赛来练兵

 课程简介

适合已参加过辩论基础课程和中级课

程的学生，课程将专注于公共论坛辩

论锦标赛的准备，深入研究学术辩论

的多个主题领域和方法，探讨练习辩

论常见的正方和反方策略，最终选择

拟参加的赛事。

 高级（公共论坛）辩论班
Advanced Debate course

7年级（以上）（1班）

开课时间：9月19号-11月21号

周日 5:00-6: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演讲竞赛班
Competitive Speech Course

 学习目标

◆ 了解演讲竞赛的形式、风格和类型

◆ 根据不同的比赛撰写有针对性的演讲稿

◆ 学员之间通过Zoom相互评估彼此的演讲

◆ 为学员确定想要参与的演讲竞赛

 课程简介

该课程将介绍不同类型的演讲比赛，

学员将学习逻辑推理、论证及沟通基

础，练习就当前议题提出论点，学

习案例构建、反驳和交叉询问等技

巧，并在导师的指导下，练习演讲稿

撰写。

7年级（以上）

开课时间：9月19号-11月21号

周日 1:00-2: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青少年沟通系列
Youth Communication Series

3-5年级（小学组）

开课时间：9月23号-12月2号

周四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学习目标

◆ 掌握英文演讲写作、公共演讲和正反

方辩论的基本技能

◆ 克服对公众演讲的恐惧，提升自信

心、临场反应及独立研究能力，能登台

做英文演说

◆ 学会根据演讲、辩论的受众来调整内

容与改变沟通方式

◆ 为未来参加英文演讲、辩论比赛或升

学、求职、谈判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简介

公众演讲与辩论基础课程着重培养学

员的“5C”技能。课程将介绍英语

公众演讲和辩论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学习演讲架构、创建演讲大纲，包括

完成即兴演讲、信息性演讲和有说服

力的演讲等作业，以案例分析、学员

演练和教练点评的形式教授学生如何

完成有说服力、感染力的演讲，学习

辩论的正反方转换、主题研究，争论

和反驳等基本技能。

 公众演讲与辩论初级班
Public Speaking and Debate Foundation Course

6-8年级（初中组）

开课时间：9月21号-11月23号

周二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9-12年级（高中组）

开课时间：9月20号-11月22号

周一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3-6年级

开课时间：9月18号-11月20号

周六 3:00-4: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学习目标

◆ 通过大量英语文艺术作品分析、故事创

作、诗歌写作，让学生成为出色的故事叙述

者以及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阅读者

◆ 为大学、高中入学及各类暑期项目、奖

学金的创意文书写作打下坚实基础

◆ 提高自我表达能力、想象力和创作力

◆ 通过自主研究和写作过程，深入了解各

式文学体裁，激发创作热情和发展自己独特

的写作风格和语言

 课程简介

适合想了解创意写作及提升阅读写作

水平的学生。学生将在创作自己的作

品时学习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戏

剧、短篇小说、摄影、诗歌和播客

等。课程包括研究已发表的作品、大

声阅读创意作品和有意义的同伴参

与， 教授将持续提供反馈。 学生有机

会接触到具有竞争力的高中、大学或

暑期项目申请的创意论文主题和写作

技巧。 优秀写作可入选电子书出版。

 创意写作班
Creative Writing Course

7年级（以上）

开课时间：9月18号-11月20号

周六 5:00-6: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9-12年级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开课时间：TBD

 学习目标

◆  了解不同类型的模拟联合国组织

架构和行事方式

◆ 完成决议、立场文件和其他基于研究

的写作任务

◆ 课堂内模拟现场模联环境并相互点评

◆ 确定想要参与的模拟联合国比赛

 课程简介

模拟联合国 (Model United Na-

tions)，简称模联(MUN)，是对联合

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

拟，帮助学生们学习国际政治和外交，

锻炼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该课

程涵盖模拟联合国流程和主题简介、模

联学习及会前准备，以及会议场景实况

模拟，非常适合首次参与模联的学生。

 模拟联合国
Model UN

青少年沟通系列课程名师
Viswise Faculty

·哈佛大学辩论营公众演讲与辩论项目主管

· 美国文理学院公共传媒教授

· 全美演讲与辩论联盟前大学/机构合作主任

· 25年英语演讲与辩论培训教学经验

 Mr Pape 教授

报名Model UN的同学计划秋季一起报名组队

参与名校模拟联合国比赛

请联系客服小助手了解详情

青少年创业及领导力系列
Youth Entrepreneurship & Leadership Series

7年级（以上）（2班）

开课时间：9月19号-11月21号

周日 7:00-8:30 PM (美东）

课次：10节课

价格：$599



青少年创业及领导力系列
Youth Entrepreneurship & Leadership Series

 特别福利

◆ 课程结束后获得由IntoAction及思慧

共同签署的课程学习证书

◆ 表现优秀者可获得斯坦福大学教授推

荐信

◆ 最后一节课向专家及导师路演展示

自己的商业计划，并获得专业反馈与建

议，优秀计划可获得思慧学院的孵化和

培养

 学习目标

◆ 使用斯坦福设计思维方法提出创新

的解决方法，以应对学习和工作中的

各种复杂挑战

◆应用所学的创业工具和创新思维方

式来制定引人注目的商业计划和行动

计划

◆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技巧，提

高创新信心和能力

◆为实现生活中遇到的挑战提供解决

方案

 青少年创新创业成长营
Youth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Bootcamp

8-12年级

课次：10节课

价格：$999

开课时间：TBD



思慧国际

www.viswiseacademy.com
k12support@viswi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