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Omega Institute: 
Study Abroad in the USA 



 

The Omega Institute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 

1 
 

 

 

 

 

 

 

 

 

Omega Institute High School Discovery 
Program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 
2015-2016 

www.oi.omegaco.com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 

2 
 

第一章：关于欧米伽研究院 

• OI 历史--------------------------------------------------------------------------------------------------3 

• OI 主要成就-------------------------------------------------------------------------------------------3 

• OI 的优势-----------------------------------------------------------------------------------------------3 

 

第二章：OI 高中飞翔之旅简介 

• 完美申请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7 

• OI 高中飞翔之旅时间与花费分析----------------------------------------------------------------8 

 

第三章：高中飞翔之旅服务 

• 定位咨询-----------------------------------------------------------------------------------------------16 

• 申请协助与材料审核-------------------------------------------------------------------------------17 

• 学校沟通-----------------------------------------------------------------------------------------------18 

• 签证协助-----------------------------------------------------------------------------------------------18 

• 在美国的生活支持和辅导------------------------------------------------------------------------19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 

3 
 

第一章：关于欧米伽研究院 

OI 历史 

成立于 1976 年的欧米伽国际集团（OIG）致力于为在海外发展合作伙伴的公司、

政府和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欧米伽研究院（OI），是欧米伽国际集团的一个分支机

构，致力于教育咨询，同时为欧米伽国际集团的其他分支机构提供市场研究。 

OI 旨在促进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的交流。OI 主要服务对象是在中国、欧洲和北美

的学生。过去的二十年间，OI 成功在中国开展了一个 MBA 项目。通过和若干美国院

校合作，我们帮助两百余名中国学生在家乡学习，同时获得了得到认证的美国大学

MBA 学位。OI 同时为美国学生设立了独到的学校课程，通过远程教学来了解中国的

文化和历史。自从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以后，OIG 帮助 OI 拓展业务——帮助那些意图

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顺利完成他们的申请和入学。 

OI 成就 

OI 同时致力于短期项目合作和长期发展计划。近些年，OI 的成就包括： 

• 帮助中国中央党校与多家西方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波莫纳学院，德州大学

系统，夏威夷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等。 

• 帮助贝勒大学、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和德州理工大学建立跨太平洋 EMBA

项目。 

• 帮助艾伯林基督大学发展国际学生项目。 

• 发展高中飞翔之旅和留学速递项目，以 100%的成功率帮助中国和欧洲学生到美

国留学。  

• 成立并管理多个中国和北美学生的学习项目，包括： 

o 探索中国夏令营：带领一批北美学生首次游览中国。 

o 数码丝绸之路：用数码录影给美国学生进行一次游览中国的体验 

o 斯图尔特交流夏令营：带领一批中国学生到美国进行一次徒步旅行的夏

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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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优势 

1. 跨国公司，服务便利 

我们在美国和中国均有留学咨询团队，因此我们的咨询团队可以在学校、学生、

家长之间做出准确而快捷的沟通。我们不仅能了解学生的需求，而且非常清楚美国

大学系统的要求。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学生能从美国一流大学毕业，而不仅仅是录取。

因此，我们会给学生做学能和态度测试，为学生选择最合适的学校。为了确保学生

在美国顺利就读，我们还会在美国本地提供生活支持与指导服务，并将学生在美国

的学习生活情况定期与家长进行沟通。这都是其他仅仅做留学中介的公司很难做到

的。因此，欧米伽研究院学生的毕业率高达 100%，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平均毕

业率仅有 70%。此外，所有欧米伽研究院送到美国的高中生都被美国著名大学录取，

本科生都在美国找到了高薪工作或是被优秀的研究生院录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服

务过的学生都会口碑相传，介绍亲戚、朋友选择欧米伽研究院的重要原因。 

2. 与学校和政府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直接与校招生办公室联系。我们与德州的很多高中和大学及一些其他州的

大学签署了协议，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我们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建立了独一

无二的纽带。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帮学生进行预申请，即不必缴纳任何申请费用

就能让招生委员会做出能否入学的评估。此外，欧米伽研究院向学校提交特别的申

请表，因此学校将知道学生由欧米伽研究院推荐。这一申请方式将给我们的学生一

定的优先权。我们对不同学校的申请要求有深刻的了解，我们很清楚评审官想看什

么东西。同时，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德州州政府、州议会及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等政府

部门的支持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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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OI 保持长期合作的学校和政府部门包括： 

• 贝勒大学 

• 德州大学 

• 德州理工大学 

• 德州基督大学 

• 艾柏林基督大学 

• 特拉华谷学院 

• 德州农工大学 

• 西南大学（美国） 

• 布林学院 

• 奥斯汀学院 

• 阿拉莫学院 

• 博尔郡政府 

• 德州政府 

• 北达科达州政府 

• 德州议会 

• 中央党校 

• 国务院参事室 

• 中国教育部 

• 中国外交部 

• 中国商务部 

• 中国卫生部 

• 山东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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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秀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成员全部在美国大学毕业：一部分是美国本土员工，非常了

解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的优势和劣势，知道如何让中国学生更有竞争力；

另一部分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非常清楚中国学生的申请流程。

因此，我们可以为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最适合的个性化服务。 

 

4. 便捷的转学服务 

大学转学在美国非常常见，但中国的留学中介很少做转学服务。学生在

绝大多数大学或社区大学所修得的学分都可以被其他大学所认可。这意味着

学生可以中途转学，意味着学生并不需要在大一入学时候就带有超高的托福

成绩。学生可以先在入学要求较低且学分相对较低的学校开始自己的学业，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转学到一流大学。比如说，学生可以先到圣安东尼奥

学院（SAC） 就读，1-2 年后再转学到著名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转学后，

学生若能顺利毕业则会和其他所有学生一样得到一流大学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由于一流大学对转学生则不再苛求 SAT 和托福成绩，这种方式比直接申请本

科要容易得多。但中国的留学中介很少这么做，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操作的实

力，而总部在美国的欧米伽研究院就可以监督学生到美国后的学习生活，并

确保他们能够完成转学。对于学生来说，哪怕申请的时候没有托福成绩，他

们最终都能从排名前 100 甚至排名前 50 的学校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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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OI 高中飞翔之旅简介 

任务: 

    欧米伽研究院致力于为不同能力水平的中国学生提供在美国大学读书的机会，

我们将保证公开透明的操作流程和商业信誉。 

目标 

• 为美国留学做咨询 

• 评估学生能力 

• 测试学生英语水平 

• 根据能力和兴趣匹配学校 

• 帮助学生申请、注册并培训签证 

• 监控并支持学业 

• 监控并支持学生的身心健康 

• 协助学生和家庭支付学费生活费 

• 在学生、家长、学校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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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中简介 

基本信息 

 很少有国际学生在美国就读高中。几乎没有公立高中招收国际学生，也

只有很少的私立高中开国际项目。然而，在美国就读高中的国际学生比起他们

在国内就读高中的同学朋友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更具优势。有些高中项目只

让学生读 1-2 个学期。虽然学生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但他们仍然能够提前适

应美国文化，提高自己英语水平。以下是一些圣安东尼奥市的著名私立高中。  

寄宿制/非寄宿制 

 寄宿制学校是指那些提供宿舍的高中。学生的临时监护人是学校和学校

的老师。非寄宿制学校不提供宿舍，学生需要当地的寄养家庭的帮助。临时监

护人则为寄养家庭的户主。寄养家庭有时候是由学校来联系，有时候则是陌生

人。不过无论如何，学生必须得有临时监护人。  

本科预科高中 

本科预科高中时为那些毕业后一定要读大学的学生准备。比如说，德克

萨斯州主教高中（TMI）学生毕业就读大学率为 100%。多数情况，这些学校会

提供一些大学认可的课程。很多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就可以修得相当于在大学读

了 1 年的学分。  

一般来说，预科高中的学生来自上层社会，老师也比一般公立学校的老

师要好得多。多数私立学生隶属教会，但并不要求学生是该宗教的一分子。比

如说一所天主教学校，它可能会给学生传授一些天主教的知识，但并不要求学

生必须信仰天主教。  

平均学分（GPA） 

在美国，学习成绩用 GPA 来衡量。一门的课的最终成绩为 A,B,C,D,F，对

应的 GPA 则为 4.00，3.00，2.00，1.00 和 0.00。所有课成绩的加权平均值为学

生的 GPA。比如说，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学期选了 7 门课，其中 4 门得 A，3 门

得 B。学生最终的 GPA 则为 [4.00+4.00+4.00+4.00+3.00+3.00+3.00/7=3.57]; 如果

学生在接下来 2 年得了 14 个 A，没有 B，则学生最后的 GPA 为 3.86。i  

一些美国高中会提供 AP 或 IB 课程。这些课程的 GPA 最高可达 5.00（相

当于普通课程的 4.00）。标准化的 AP 或 IB 成绩会像 SAT 一样。一次有些奖学

金会注明奖励给 GPA 超过 4.00 的学生（意味着学生选修了 AP 或 IB 课程并表现

不错）。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 

9 
 

从美国高中申请美国大学 

 如果一名国际学生在美国高中就读并从美国高中毕业后申请美国大学，

他将比直接从海外申请的学生有以下优势： 

1. 如果学生从一所德克萨斯州的高中毕业，那么他将被视为德州居民，若

申请公立大学则可享有州内学费的优惠。比如说学生若申请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国际学生的学费为每年 33,060 美元，而德州居民的学费仅为

9.792 美元。 

2. 德州法律规定，如果学生从德克萨斯州的一所高中毕业并且毕业成绩在

全班排前 10%，那么他可以去任意一所德州的公立大学就读，这包括著

名的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和德州农工大学。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学生并不

难实现。I 

3. 如果一个学生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则在他申请大学的时候无需提供语言

成绩。也就是说，学生不必参加托福或雅思考试。 

4. 很多直接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要花 6-7 年才能顺利毕业，因为他们

需要时间来适应美国文化和语言环境，慢慢跟上他们的学业。这对从美

国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都不是问题，他们能很快适应新环境并在四年时

间里顺利毕业。 

托福 

 对于多数国际学生来说，是直接上高中还是要先读语言课程基本上是由

其托福成绩决定。托福有三种考试形式，纸笔考试（PBT），计算机考试（CBT）

和在线考试（iBT）。下表是不同考试的成绩换算。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参加的是

iBT。由于是申请美国的学校，我们强烈建议学生参加托福考试而不是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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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成绩换算 

 

解释 

如果一个学生的托福成绩在 50 分以上，则他完全可以直接就读美国高中。如果

成绩在 35 分以下，则我们建议他先读语言课程。如果在 35-50 分之前，学生需

要自己做出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选择直接就读高中，则可供选择的学校

数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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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申请材料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有一些英语培训机构和留学中介经常把接近完美的申请材料挂在嘴边，并

对比学生实际的申请材料，让学生和家长产生一种“自卑感”。对此，我们要

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用完美的申请材料来“吓唬”学生和家长，培训机构是大

多是为了突出他们的培训效果，而留学中介大多是为了强调申请的不易，进而

提高中介费。 

那么，什么算是完美的申请材料呢？ 

1. 平时成绩门门得 A，GPA 达到 4.0 或平均分在 90 分以上。 

2. 托福考试超过 110 分。 

3. SAT 考试接近满分。 

4. 有丰富的课外活动经历并体现出强大的领导力或极高的个人能力，比如

参加了模拟联合国大赛，率领高中球队获得市级奖励，自己编写了手机

App 程序并受到好评等等。 

5. 推荐人为大学知名教授或是社会名流人士。 

6. 个人陈述写得非常漂亮。 

7. 曾经去过美国，参加过美国大学的夏令营或是培训项目，认识学校的老

师。 

8. 有过在某跨国公司实习或是在某某著名实验室做研究的经历。 

9. 中产阶级家庭，可以负担名校的高额学杂费。 
     

于是，在培训班或是中介的宣传手册上，这样集万全于一身的学生就被多

所常青藤大学全奖录取。而事实上，每个准备申请的学生总有若干项材料不那

么完美：或托福成绩不理想，或平时成绩没那么突出，或缺少课外活动经历，

或没机会参加 SAT 考试，或家庭条件有限，上不起昂贵的私立大学，这些情况

都太正常了，毕竟，没有哪个学生从一出生就在准备留学申请，也没有哪个学

生有充足的精力去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美。但只要学生坚持申请的努力，并

对自己合理定位，最终都会被合适的美国大学录取，并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想。 

“完美的申请材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常青藤学校的录取标准非常

高，绝大多数学生很难申请的到。第二，无论你的申请条件是好还是差，总有

一条申请途径适合你。只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优化的道路，最终学生都能在

申请上取得成功。 

此外，合理定位不光是为了顺利录取，还要考虑学生能否在美国顺利完成

学业。此前，一组名为《失落的留学梦》，曝光俄亥俄大学中国留学生现状的

照片让人唏嘘不已。学生因为英语水平和社交能力有限，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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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和美国人一起生活，一群中国人聚在一起，抽烟，玩游戏，打麻将。虽

然这些娱乐活动并无害处，但这一定不是众多留学生家长想看到的样子。 

对此，欧米伽研究院总监 Alex 表示：“我在中国留过学，我知道一个人漂

泊在异国他乡的痛苦。因此我在做高中飞翔之旅和留学速递项目的时候，就坚

持要求我们的员工给学生做好咨询定位，同时录取后要做好对学生来美国后的

支持与辅导服务。一定要让孩子过了英语关，一定要让孩子跟上学校的学业，

一定要让孩子学会自己生活，一定要让孩子有自己成功的目标。”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飞翔之旅让学生赢在起跑线上。学生在美国高中就读，

提前适应美国文化并提高英语水平。毕业后，学生申请大学将在学业成绩、课

外活动、语言能力、推荐信等方面比起从中国申请的学生有质的提高，将更受

到美国大学录取委员会的欢迎。在 15 岁时候学力相当的学生，如果在国内读完

高中再申请留学，可能申请到 150 名左右的学校都比较吃力，而在美国读高中

再申请本科的学生，被排名前 50 的学校录取毫无困难，甚至可以得到常青藤学

校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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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 高中飞翔之旅时间与花费分析 

高中只是一个开始，学生选择 OI 最终的目的是被一所排名前 50 的大学录

取并顺利毕业。如果学生的英语基础较好，托福成绩在 39 分以上，我们建议学

生可以直接就读美国高中，4 年后（美国高中 4 年制）顺利毕业并申请美国大

学，再被美国排名前 50 的大学录取。如果学生英语基础一般，托福成绩达不到

39 分，则我们建议学生先参加语言课程，1 年后，再在美国高中读 3 年。同样，

用 4 年时间高中毕业并申请美国排名前 50 的大学。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学

花费是按照一流私立大学估计的，如果学生申请德州的公立大学：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或德州农工大学，所需学费数额会大幅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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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成绩 

低于 39 分 

欧米伽研究院高中语言课程 
时间: 1 年 

每年花费:  

学费 18,000 美元  

生活费 15,000 美元 

 

欧米伽研究院合作高中 
时间: 1 年 

每年花费:  

学费 9,000 美元  

生活费 15,000 美元 

 

欧米伽研究院 

排名前 50 大学合作伙伴 
时间: 4 年 

每年花费:  

学费 34,000 美元  

生活费 12,000 美元 

 

 

从一所排名前 50 的一流大学取得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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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成绩 

高于 39 分 

欧米伽研究院合作高中 
时间: 1 年 

每年花费:  

学费 9,000 美元  

生活费 15,000 美元 

 

欧米伽研究院 

排名前 50 大学合作伙伴 
时间: 4 年 

每年花费:  

学费 34,000 美元  

生活费 12,000 美元 

 
 

 

从一所排名前 50 的一流大学取得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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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高中飞翔之旅服务 

定位咨询 

I. 信息查询 

• 如果学生对我们的留学项目感兴趣，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或当面向我们咨询。以下是信息索取的步骤： 

1. 填写信息咨询表 

2. 提供 OI 高中飞翔之旅项目的口头简介： 

a. 简述 OI 的目标和目的 

b. 服务时间表 

c. 咨询服务 

3. 给学生电子邮件发送材料： 

a. 申请材料 

b. 项目介绍册 

c. 收费项目安排 

II. 初次会谈 

• 此时，学生应该已经收到申请材料并且初步了解我们的项目。在

此次咨询中我们将为学生讲述： 

1.   提供美国大学信息  

2.   正确对待预期 

a. 所有学生都想读哈佛，斯坦福，耶鲁，但是不是所

有人都能去读。你应该知道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

学校。 

b. 《录取的秘密》和《正确对待预期》 

3.   我们的项目和服务 

4.   可行性评估并完成《学生评估表》 

5.   学生完成《能力测试》和《匹配评估》 

• 提示：学生可直接进入下一环节。 

III. 筛选 

• 在这一环节，学生将正式进入 OI 高中飞翔之旅项目 

1.   拿到申请表 

2.  支付咨询费并签订合同 

3.   根据《学生评估表》核对其他材料 

4.   为学生建档（纸版及电子版）。 

5.   将电子版材料发往 OI 美国办公室 

IV. 匹配 

• 匹配工作将在 OI 美国办公室进行 

1.   从 OI 中国办公室接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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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匹配结果》 

3.   将《匹配结果》发回 OI 中国办公室。 

V. 第二次会谈 

• 等《匹配结果》发回 OI 中国办公室后，我们将为学生安排第二次

会谈。 

1.  告知其《匹配结果》并将一份复印件加入到其文件

中 

a. 如果学生对结果满意，则进行第 2 步。 

b. 如果学生对结果不满意，则返还 50%的总费用并取

消其申请 

2.   向学生介绍这些大学的信息 

3.   给学生《OI 计划》  
 

申请协助与材料审核 

1. 填写申请表格 

• 美国学校申请非常模糊且令人困惑。哪怕是美国本土的学生都会对申请

过程产生大量的问题。欧米伽研究院对数百个不同类型的申请问题都有

丰富的处理经验，而且我们清楚学校审查材料的人想要看的是什么。因

此，欧米伽研究院的申请顾问可以帮助或指导学生填写每一份申请表格

并确保他们的申请材料在送到学校手里之前没有任何错误。 

 
 

2. 推荐信 

• 很多学生觉得他们想要申请好学校需要得到名人推荐信，其实不然。推

荐信要由一个足够熟悉学生的人写，并要在信中写清楚学生的长处。由

于推荐信经常是由学生的一个使用中文的老师或是朋友所写，推荐信需

要被专业人士恰当翻译才能向录取官准确传达其内容。欧米伽研究院的

员工会帮助学生做好推荐信的翻译。 
 

3. 成绩单和毕业证明 

• 一些学校要求成绩单和毕业证明的英文翻译和认证。在美国这样的第三

方机构往往需要上千美元做这样的服务。不过，欧米伽研究院可以帮助

学生做好成绩单和毕业证明的翻译和有效认证，只需要市面上服务费的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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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沟通 

1. 预申请 

学校申请的申请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所学校从 50 到 200 美元不

等。而且就算交了申请费，学生也不能保证被录取（事实上国际学生录取率

只有 10%-30%）。多数情况下，学生完成了每一个申请步骤，交了申请费，

但最终并没有被录取。但申请费也不能退还。欧米伽研究院独特的地方在于

我们可以做预申请。我们将把学生的申请信息交给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学的

联系人进行沟通。因此，欧米伽研究院推荐的学生，在交申请费之前就知道

自己能否被录取。这样我们将为学生省去一大笔申请费用。 
 

2. 申请材料直通车 

在预录取之后，学生将做出决定他们要去哪一所学校。国内的学生和家

长把材料寄出去之后，往往有一个焦急等待的过程。学校网站的信息更新往

往不是那么快，而学生和家长会担心材料寄丢了。欧米伽研究院利用自己本

地优势，将帮助学生完成申请材料直通车：学生将材料快递到欧米伽研究院

美国办公室，收到材料我们将直接电话或邮件告知学生和家长，然后我们将

派专人第一时间将材料直接递送到所申请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对方接收材料

后，我们将立即电话或邮件通知学生和家长。我们将保证给学生和家长一份

安心。 

 

签证协助 

一个学生经常忽略但很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就是美国签证申请。学生得到学

校的录取通知之后，他们需要获得美国留学签证。若干年前，签证的通过率很

低。最近几年，学生签证一般会通过，只要学生准备好所有材料并正确完成签

证申请。难题在于签证申请的过程非常复杂，学生很容易在细节上犯错误。欧

米伽研究院的员工将为学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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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生活支持和辅导 

• 机场接机 

• 踏入一个全新的国家会让人困惑并且不知所措。不过，在这里，OI 的员

工到机场热情迎接学生的到来，帮助拿行李并接学生到目的地。 

• 七天的欢迎会，包括 

- 晚餐  

- 车接车送 

- 购物并教理财 

- 文化 

- 适应美国社会 

- 规章制度、安全守则 

• 宿舍或公寓的入住 

- 在欢迎会之后，OI 员工会帮助学生把行李运送到他们的住处并带

学生熟悉周边区域。 

• 每日的建议以及其他帮助 

- OI 的员工随时欢迎学生询问问题并为学生提供帮助和解答。 

• 法律支持和监护人服务 

- OI 员工可以作为学生在美国的监护人并帮助处理各种文件。 

• 每月拜访并举行短途旅行 

- 在一个全新的国度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了解该地的文

化。OI 员工会每个月带领学生去短途旅行，有的在城市里，有的

在乡村，旨在让学生感受到多样化的文化氛围并学到更多的东西。 

• 学业监督 

- OI 员工会严格监督学生的学业表现并确保学生能保持较高的成绩。

如果学生的成绩下滑，OI 员工将介入并帮助学生提高成绩。 

• 学业支持 

- 在外国进行学业对学生是极大的挑战因此学业上的帮助对学生非

常重要。OI 的员工会为学生进行必要的课业辅导。 

• 帮助找房子 

- 找房子很令人头疼，OI 的员工会帮学生解决这一难题。从学校的

宿舍到寄宿家庭，我们都能为学生做出满意的安排。 

• 帮助注册 

- 选课注册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哪怕对美国学生也是。OI

员工会仔细考虑每个学生的情况并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课

程和课堂。 

• 生涯规划和帮助 

- OI 希望每个学生都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并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

此外，我们会帮 OI 学生寻找实习和有助于学生提供职场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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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这样，当学生毕业后，他们将最大化他们成功踏入职场，

被美国大公司高薪录用的潜力。 
-  

• 与家长、学生和学校沟通 

• OI 员工对学生的监督有赖于家长、学校和学校三方，所以三方面都要对

OI 员工更新学生的现状。OI 作为一个中间方，可以让各方都确信他们的

信息可以准确传达。 

• 转学协助 

• 一旦学生完成 ESL 课程或是有任何原因想转到其他学校，OI 员工能提供

细化的帮助，让学生平稳过渡到新的学校。 

• 紧急协助服务（全天候 24 小时） 

•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学生可以 24 小时任何时候迅速联系 OI 员工，我们

将为学生提供紧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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