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團期間 

2023 年 7 月 29日（六）至 8月 14日（一），共 17 日 

實際時刻以所搭乘航空公司為準，優先選擇順序為國泰航空、阿聯

酋航空、新加坡航空等。 



- 1 - 
 

報名條件
適合年齡 10-18 歲。 

★15 人以上成團，專業領隊 1人領團。 

特別準備

為方便學生、也讓家長及學校放心，能容易聯絡上團

體。本團特別致贈所有團員，每人一張可全程可上網

的門號 SIM卡，上網流量為 25GB！可使用 LINE或

FB 網路電話。 

獨家贈品 一只全球通用轉接插頭。多一套備用，少一分不便。 

獨家贈品
結束行程返國後，贈送每人一只內含有全程活動照片或影片電子檔

的 USB隨身碟，容量 16GB。我們捨棄不用早已過時的光碟片！ 

團    費

新臺幣 $159,000. （現金優惠價，可以轉帳、即期支票付款） 

★團費包含全程交通、住宿、門票、保險及稅金等費用。不含代辦護

照及證件費用。 

(1) 國泰航空  

日數 日  期 起迄城市 航班編號 起迄時間 飛行時間 

01 07 月 29日 桃園→香港 CX473 18:45/20:45 02h00m 

02 07 月 29日 香港→倫敦 CX251 22:30/05:40(+1) 12h50m 

20 08 月 13日 倫敦→香港 CX252 12:20/07:35(+1) 12h15m 

21 08 月 14日 香港→桃園 CX494 10:20/12:20 02h00m 

 

(2) 阿聯酋航空 

日 日  期 起迄城市 航班編號 起迄時間 飛行時間 

01 07 月 29日 桃園→杜拜 EK367 23:35/04:15(+1) 08h40m 



- 2 - 
 

02 07 月 30日 杜拜→倫敦 EK015 08:00/12:35 07h35m 

20 08 月 13日 倫敦→杜拜 EK016 14:30/00:35(+1) 07h05m 

21 08 月 14日 杜拜→桃園 EK366 03:40/16:15 08h35m 

※此為參考，需以航空公司公告航班資訊為準。 

除了英語學習，精心安排的團體行程兼顧人文歷史、自然風貌、娛樂體驗，與安全保障！ 

一座主題樂園車 

2013 年 4 月由英國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主持開幕儀式的

『哈利波特影城』引起全球粉絲蜂擁而入，2015 年 3 月

全區開放後，每日湧入遊客經常在五、六千人以上。 

一場座摩天輪 

『倫敦之眼 London Eye』聳立於泰晤士河畔，是非常醒

目的倫敦地標，超大的摩天輪設計，每轉一圈需要 30 分鐘，每個『膠囊』可乘坐 25 位。 

 

一次遊船 

（1）劍橋：康河撐篙。 

一座世界文化遺產 

（1）西敏寺（1987） 

三大博物館 

（1）倫敦：大英博物館、（2）倫敦：國家藝廊、（3）雷丁：雷丁博物館。 

三座大學城 

（1）倫敦大學、（2）劍橋大學、（3）牛津大學。 

四樣獨家好禮 

（1）全球通用轉接插頭、（2）高網路流量全程通用電話 SIM 卡、 

（3）紀念隨身碟、（4）團服上衣：短袖 POLO衫或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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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保障 

被保險人擁有最高保障為 700 萬元！ 

（1）留遊學業責任保險 200 萬、醫療 10 萬元 

（2）旅行業責任保險 200 萬、醫療 10 萬元 

（3）旅遊綜合保險 300 萬，傷害醫療 30 萬元、突發疾病 30 萬。 

註：上述第 3 項，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起，未滿 15 足歲被保險人

最高保障為 61.5 萬元喪葬費。 

 

皇家哈洛威學院創立於十九世紀，在 1886 年由維多利亞女王主持開校，1900 時加入倫敦大學系

統。在 1986 年再與位於倫敦市中心貝德福學院合併，維持皇家哈洛威學院的名號，並由伊莉莎

白女王二世主持開院儀式。前後一百年的兩次創校及開院儀式皆由英國君主主持，由此可知，該

校在英國的地位極為崇高。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為一英國知名學府，在兩大世界全球公認的大學排名評分機構的評分上

皆有極高評價。在 2014-15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居英國第 12 名，世界第 118

名。學院內的資訊安全系、戲劇系、音樂系及多媒體藝術系為全世界所知名，另外知名的系所為

政治學系、心理學系、地球科學系、數學系。而表演藝術系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連續在 2016

年及 2017 年皆排名世界第 14 名。 

 
座落於大倫敦市西南郊區約 35 公里處，屬於薩里郡（Surrey）的艾格姆鎮（Egham），被大倫

敦運輸系統列為第六區，往返艾格姆車站與倫敦滑鐵盧車站的火車平均每 15-25 分鐘一班，車行

時間 35-50 分鐘，火車及公車的班次都很密集。艾格姆是個生活機能健全的小鎮，最大的特色就

是其如詩般的景緻，綠草如茵綿延於緩坡，有著典型的英格蘭優雅風味。鎮上有商店、超級市

場，還有運動中心。艾格姆鄰近大倫敦都會區，卻沒有大都會的繁華，而多了一份安全寧靜的氣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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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教育集團為全球英語學習的最具規模的機構，旗下的 Embassy Summer 為知名的國際英語研

習營的主辦單位，全球化經營暑期英語教學，辦學已有 40 年的經驗，在全球 6 個國家共設有 35

個分校與行政單位，聘有優異的師資群。專業化的教學方式能幫助學生達到他們的目標，滿意度

高達 95%，是高品質國際教育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學習集團。Embassy Summer 在 2023年暑假

期間，於全英國各大城市的大學院校設有 11 個國際英語研習營。 

Embassy Summer 獲 British Council 與 English UK 雙重認證。這兩種認證制度都是每 4 年審核

一次，審核範圍包含教學品質、住宿品質、課程設計、環境安全等項目。 

 

 

 

 

 

 

日數 日    期
【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國際英語研習營 

上    午 下    午 夜間 

01 07 月 29 日（六） 學校集合，前往桃園機場。  

02 07 月 30 日（日） 抵達英國，專車接送至學校，辦理報到手續。 歡迎式 

03 07 月 31 日（一） 入學測驗 鎮上參觀、採買 球類運動 

04 08 月 01 日（二） 【全日課程】英語教學 趣味競賽 

05 08 月 02 日（三） 【全日旅遊】倫敦（大英博物館、牛津街購物） 舞會 

06 08 月 03 日（四） 英語教學 【半日旅遊】溫莎城堡 益智遊戲 

07 08 月 04 日（五） 英語教學 戲劇表演 達人秀 

08 08 月 05 日（六） 【全日旅遊】劍橋 卡呼競賽 

09 08 月 06 日（日） 【全日旅遊】哈利波特影城（暫訂，需盡早訂位） 校內遊戲 

10 08 月 07 日（一） 英語教學 鎮上參觀﹑採買 尋寶遊戲 

11 08 月 08 日（二） 【全日課程】英語教學 益智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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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8 月 09 日（三） 
【全日旅遊】倫敦（西敏寺、大笨鐘、國家藝廊、

倫敦之眼） 
卡拉 OK 

13 08 月 10 日（四） 英語教學 【半日旅遊】雷丁博物館 繪畫創作 

14 08 月 11 日（五） 英語教學 迷你奧林匹克競賽 賓果遊戲 

15 08 月 12 日（六） 【全日旅遊】牛津 電影欣賞 

16 08 月 13 日（日） 【倫敦→轉機點】 

17 08 月 14 日（一） 【轉機點→桃園→學校】 

※作息時間表※ 

07:45-08:30 早餐 14:00-17:30 下午課程 

09:00-12:00 上午課程 18:00-19:00 晚餐 

12:30-13:30 午餐 19:30-21:30 夜間活動 

※餐食※ 

(1) 早餐：傳統的英式早餐，玉米片、土司、可頌、麵包、果醬、起司、奶油、火腿片或培根

等。搭配的飲料有咖啡、茶、熱巧克力、牛奶、果汁等。 

(2) 午餐及晚餐：沙拉、主餐（熱食三選一，二葷一素，肉類包含炸魚、雞排、牛肉、德式香

腸、豬排等）、麵包、甜點、水果。 

(3) 假日外出時提供餐袋，有三明治、蛋糕、薯片、點心、水等。 

※住宿※ 

(1) 入住單人套房，房間內盥洗浴廁很方便。每層或每區域有

4-6 間房間。 

(2) 宿舍每一個區域都有交誼廳。 

(3) 每週一次專人打掃公共區域、房間，並更換床單被套。 

(4) 宿舍附設自助洗衣機，採用儲值卡系統，領隊會準備儲值

卡，學生無須都購買一張卡片，洗衣每次為 2.8 英鎊，烘衣 1.3 英鎊。 

(5) 校園全區提供 Wi-Fi。 

※校內活動※ 

除了英語教學，日、夜間活動安排了戲劇、美術、球類活動、舞蹈、益智遊戲、舞會等與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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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生一起參與的有趣活動。  

※作息時間表※ 

07:45-08:30 早餐 14:00-17:30 下午課程 

09:00-12:00 上午課程 18:00-19:00 晚餐 

12:30-13:30 午餐 19:30-21:30 夜間活動 

※餐食※ 

(4) 早餐：傳統的英式早餐，玉米片、土司、可頌、麵包、果醬、起司、奶油、火腿片或培根

等。搭配的飲料有咖啡、茶、熱巧克力、牛奶、果汁等。 

(5) 午餐及晚餐：沙拉、主餐（熱食三選一，二葷一素，肉類包含炸魚、雞排、牛肉、德式香

腸、豬排等）、麵包、甜點、水果。 

(6) 假日外出時提供餐袋，有三明治、蛋糕、薯片、點心、水等。 

※住宿※ 

(6) 入住單人套房，房間內盥洗浴廁很方便。每層或每區域有 4-6 間

房間。 

(7) 宿舍每一個區域都有交誼廳。校園全區提供 Wi-Fi。 

(8) 每週一次專人打掃公共區域、房間，並更換床單被套。 

(9) 宿舍附設自助洗衣機，採用儲值卡系統，領隊會準備儲值卡，無須每位學生都購買一張卡

片，洗衣每次為 2.8 英鎊，烘衣 1.3 英鎊。 

 

附錄 

團費包含內容 
英國課程 二週英語學習課程、學雜費、鄰近城市旅遊（如行程表）及各項票券支出。 

全程食宿 學校宿舍單人套房、研習營提供三餐，假日旅遊的午餐提供簡易餐袋。 

全程交通 
1. 全程國際線經濟艙來回機票、燃料稅、機場稅。 

2. 國外學校至機場巴士接送。 

保險項目 

被保險人擁有最高保障為 700 萬元！包含： 

1. 遊學業責任保險，200 萬元。 

2. 旅行業責任保險，200 萬元。 

3. 旅遊平安保險，300 萬（未滿 15 足歲上限為 61.5 萬元。） 

專屬好禮 

1. 行前說明會、遊學手冊、團服上衣、護照套、行李吊牌、行李束帶。 

2. 每人贈送英國 SIM卡一張（內容如前述）。 

3. 獨家好禮：全球通用轉接插頭。 

4. 獨家好禮：活動照片或影片 USB隨身碟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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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團服務 
★15 人以上即成團，專業領隊 1 人領團。 

另由校方指定派任一位老師隨團照顧學生。 

團費不含內容 
護照辦理費用、超重行李費、私人花費、歐洲飯店床頭小費，及其他個人額外支出。 

【保險條款】 國泰產物保險－旅旅遊綜合 

保  障  項  目 保  險  金  額 

未滿 15 足歲被保險人：殘廢保險金  61.5 萬元 

已滿 15 足歲被保險人：身故殘廢保險金 300 萬元 

傷害醫療實支實付型保險金 30 萬元 

海外突發疾病及燒燙傷醫療保險金： 
30 萬元 

1.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2.突發疾病住院補償保險金 15 萬元 

3.突發疾病門診醫療保險金 7,500 元 

4.突發疾病急診醫療保險金 1 萬 5,000 元 

海外旅遊急難救助（送回、探視、善後、轉送、運回） 150 萬元 

旅 

行 

不 

便 

保 

險 

行李損失補償(最高 2 次) 3,000 元 X2 

行李延誤補償(最高 2 次) 3,000 元 X2 

班機延誤補償(最高 2 次) 3,000 元 X2 

改降非原機場補償(最高 2 次) 3,000 元 X2 

旅程取消費用補償 3,000 元 X1 

劫機補償(最高補償 10 日) 3,000 元 X10 

食物中毒慰問金(最高 2 次) 3,000 元 X2 

旅行文件重置費用補償 1,000 元 

提早結束行程補償 每次 10,000 元 

海外旅遊額外住宿費用補償 1 萬 5,000 元 

第三人責任險保險期間內最高限額  100 萬元 

【保險條款】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旅行業責任保險 

保  障  項  目 保  險  金  額 

身故殘廢保險金 200 萬元 

意外醫療保險金 20 萬元 

家屬赴海外善後處理費 10 萬元 

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10 萬元 

證件遺失損害賠償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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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條款】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海外遊學業責任保險 

保  障  項  目 保  險  金  額 

身故殘廢保險金 200 萬元 

意外醫療保險金 3 萬元 

家屬赴海外善後處理費 10 萬元 

被保險人處理費用 10 萬元 

證件遺失損害賠償 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