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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名：英國國際英語研習營及比利時、法國之旅                     

 

出團日期 2023/7/8(六) – 2023/7/29(六)  天數 22 

招生年齡 10-18 歲 團費 NT$196,000 

英語研習地點 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 

團費包含 

全程交通、住宿、門票、保

險及稅金等。不含住照與證

件費和個人花費 
旅遊地點 

英國、比利時、法國 

其他 

贈品 

1. 此團每人均贈送一張全程可上網門號 SIM 卡(流量 25GB)，以便團員使用 

   Line & FB通話。 

2. 此團每人均贈送一個全球通用轉接插頭 

3. 此團結束行程返國後，每人一支 USB隨身碟，內涵所有營隊電子檔與照片 

 

前二週於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研習英文，上午上課、下午在地旅遊、晚間安排團康活動，

週末全日旅遊行程。最後一週安排比利時、法國旅遊。除了英語學習，行程兼顧人文歷史、自然風

貌、美食饗宴、娛樂體驗，與安全保障。主要特色有： 

一場音樂劇 

倫敦音樂劇欣賞（2023 年暑期檔次團體票未完全公布，將來訂票選擇依序為獅子王、阿拉丁、歌劇

魅影等）。 

 

一座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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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趟纜車 

（1）法國：蒙馬特山丘纜車。 

二次遊船 

（1）英國：劍橋之康河撐篙、（2）法國：塞納河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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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博物館 

（1）英國：大英博物館、（2）英國：國家藝廊、（3）英國：雷丁博物館 

（4）法國：凡爾賽宮、（5）法國：羅浮宮。 

五座世界文化遺產 

（1）英國：西敏寺、西敏宮（1987 年）、 

（2）比利時：布魯塞爾黃金大廣場（1989 年）、（3）比利時：布魯日（2000 年）、 

（4）法國：巴黎凡爾賽宮（1979 年）、（5）法國：巴黎塞納河沿岸（1991 年）。 

五餐異國美食 

（1）法蘭德斯燉牛肉餐、（2）海洋風味淡菜餐、（3）法式香烤春雞、 

（4）法式櫻桃鴨腿餐、（5）法式烤田螺餐。 

 
全方位保障 

被保險人擁有最高保障為 1,600 萬元。 

包含特別加保的航空海陸事故保險金 300 萬、恐怖主義行為保險給付 600 萬。（保險條款依據國際

防疫政策變化會滾動調整，保險合約將隨之變動，本營隊以投保最高保障內容為優先原則） 
 

【國際英語研習營】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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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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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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當地語言課程承辦機構
 

EC 教育集團為全球英語學習的深具規模的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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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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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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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日（六） 學校集合，前往桃園機場。  

02 07 月 09 日（日） 抵達英國，專車接送至學校，辦理報到手續。 趣味遊戲 

03 07 月 10 日（一） 入學測驗 鎮上參觀、採買 球類運動 

04 07 月 11 日（二） 【全日課程】英語教學 趣味競賽 

05 07 月 12 日（三） 【全日旅遊】倫敦（大英博物館、牛津街購物） 舞會 

06 07 月 13 日（四） 英語教學 【半日旅遊】溫莎城堡 益智遊戲 

07 07 月 14 日（五） 英語教學 戲劇表演 達人秀 

08 07 月 15 日（六） 【全日旅遊】劍橋 卡呼競賽 

09 07 月 16 日（日） 【全日旅遊】哈利波特影城（暫訂，需盡早訂位） 趣味競賽 

10 07 月 17 日（一） 英語教學 鎮上參觀﹑採買 尋寶遊戲 

11 07 月 18 日（二） 【全日課程】英語教學 益智遊戲 

12 07 月 19 日（三） 【全日旅遊】倫敦（西敏寺、大笨鐘、國家藝廊） 歌劇欣賞 

13 07 月 20 日（四） 英語教學 【半日旅遊】雷丁博物館 繪畫創作 

14 07 月 21 日（五） 英語教學 迷你奧林匹克競賽 賓果遊戲 

15 07 月 22 日（六） 【全日旅遊】牛津 電影欣賞 

 日    期 比利時、法國旅遊 

16 07 月 23 日（日） 

【學校→布魯塞爾】自學校前往聖潘克拉斯火車站，搭乘歐洲之星高

速列車抵達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進行六天五夜的比利時、法國旅

遊。◎布魯塞爾：黃金大廣場、尿尿小童。 

17 07 月 24 日（一） 【布魯塞爾→布魯日→巴黎】◎布魯日：市集廣場。 

18 07 月 25 日（二） 【巴黎→凡爾賽→巴黎】◎凡爾賽宮、艾菲爾鐵塔、塞納河遊船。 

19 07 月 26 日（三） 【巴黎】◎蒙馬特區－聖心堂、羅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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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7 月 27 日（四） 【巴黎】◎聖母院、凱旋門、協和廣場、老佛爺百貨。 

21 07 月 28 日（五） 【巴黎→(轉機點)】 

22 07 月 29 日（六） 【(轉機點)→桃園】 

 

英語研習說明
（1）招收 12-18 歲的國際學生，來自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俄羅斯、土耳其、 

 巴西等，多數為歐洲國家。 

（2）每班人數以 15 人為上限的小班制教學方式，第一天上課會進行英文分級測驗，將學生分至不 

     同班級上課，讓不同國籍的學生一起學習。 

（3）每週 20 堂英語課程，生動活潑，是專門針對國際學生需求而設計的英文課程，採團體對話、 

     學生分組討論方式，讓學生以英文表達意見，並與老師及其他國家學生對談。 

（4）除了室內英語課程，更安排精采豐富的校外參訪活動，以深入當地特色風情文化為主題，並由 

     輔導員陪同進行各項活動，體驗多元文化風貌。 

（5）每天夜間皆安排國際學生的團體交流活動，包含舞會、分組遊戲等，提供最好機會練習課堂所 

     學，並增進國際友誼。 

（6）授課教師皆具有 ESL 或 EFL 的合格證書，專業與豐富的教學經驗，親切熱情地引導國際學生 

     間學習與互動，啟發英語學習的新視野。 

（7）課程結束後，將授予結業證書。 

 

英語研習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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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研習課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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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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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期間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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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英鎊，烘衣 1.0

英鎊。 

(5)  校園全區提供 Wi-Fi 

 

比利時、法國旅遊 

 

日    期 每    日    行    程 

7 月 23 日

(日) 

【學校  倫敦聖潘克拉斯火車站  布魯塞爾】 

Eurostar 暫訂班次：08:55-12:05/2h10m 

專車自學校離開，約 30 分鐘抵達倫敦聖潘克拉斯火車站，搭乘歐洲之星高速列車

抵達比利時首都 ，進行六天五夜的比利時、法國旅遊。 

布魯塞爾不僅是比利時首都，更是全歐洲的核心城市，歐洲聯盟多數的總部都設在

這裡，整個城市就是歐洲的縮影。最有名的 被法國大文

豪雨果評為「歐洲最美麗的廣場」，原本廣場的建築都是木造，在

1695 年法王路易十四攻打布魯塞爾後破壞殆盡，現在看到的建築都

是那時候重建，廣場周邊的建築每棟都有其特色，布拉班特公爵之

家、國王之家、裁縫商會等都有著金碧輝煌的外觀裝飾。在大廣場附

近的 則是世界各國遊客必訪景點，外觀只有 53 公分的尿尿小童擁有八百

多套衣服，遇有節慶時就會替他穿上衣服。 

早餐：學校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法蘭德斯燉牛肉 

7 月 24 日

(一) 

【布魯塞爾  布魯日  巴黎】 

一早離開布魯塞爾，前往被譽為「北方威尼斯」的 。布魯日在中世紀時期曾

經有輝煌的四百年歷史，城市以傳統的歌德式建築為

主，相當古典迷人的城市，也因此整個古城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 是布魯日的中心點，多數的餐廳圍

繞在這四周，其中最有名的美食即是我們安排的海洋風

味淡菜料理。比利時的巧克力特別有名，而布魯日更是

手工巧克力工廠的重鎮，在這裡有許多自有品牌的手工巧克力店。下午驅車前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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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首都巴黎。 

早餐：飯店  午餐：海洋風味淡菜料理  晚餐：歐式料理 

7 月 25 日

(二) 

【巴黎  凡爾賽  巴黎】 

抵達巴黎隔日，先行前往近郊的★ 參觀，並安排專業解

說，原本此處僅是花園與狩獵小屋，在法王路易十四繼位後，有

意將政治中心轉移至此，因此大興土木將它改造為法國有史以來

最豪華的宮殿，接著掌權的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繼續在此過著奢

華的生活直到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大革命後才被改為歷史博

物館。凡爾賽宮不僅是十八世紀的宮殿藝術傑作，同時

也看到法國歷史的軌跡，宮殿內的鏡廳除了有許多水晶

吊燈，還有 17 面總共 400 多片鏡子組成的鏡牆最負盛

名。下午回到市區搭乘★ ，東西貫穿巴黎市

中心的塞納河兩岸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巴黎建築精華。站

在巴黎的任何角落很容易就能看到舉世聞名的高塔 ，這座 320 公尺高

的鐵塔為了巴黎萬國博覽會而興建，從 1887 年至 1931 年紐約帝國大廈落成前是

當時的世界最高建築。 

早餐：飯店  午餐：法式鴨腿餐  晚餐：中式料理 

7 月 26 日

(三) 

【巴黎】 

巴黎市的最高點及北邊的蒙馬特山丘，高度僅

130 公尺，山丘上最醒目的建築，就是白色外觀

的 。我們將搭乘★ 上去，節省體力。

這個區域因為許多電影而更吸引人潮，例如『艾

蜜莉的異想世界』在此有許多場景。 

因為電影『達文西密碼』而更增添神秘感，位在塞納

河畔的★ 與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美國紐約

的大都會博物館齊名，更為這世界三大博物館中參觀

人數最多的博物館。館內收藏豐富，世界級大師們的

作品無論是雕塑或繪畫，以及過去皇室的各種珍寶都收藏在此，我們特別安排專業

中文導覽為大家做解說。 

早餐：飯店  午餐：中式料理  晚餐：法式烤田螺 

7 月 27 日

(四)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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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鐘樓怪人故事中的地點，更是巴黎最有代表

性的歷史古蹟、觀光名勝與宗教場所，聖母院門口外的聖

母院廣場中，有個原點（Point Zero），是法國丈量全國各

地里程時所使用的起測點，使得聖母院被視為法國文化中

心點的象徵意義，又更加強烈了一點。 

當拿破崙攻打義大利後，首次看見羅馬的凱旋門，因此下令在巴黎也建造一座更雄

偉的 來彰顯自己的功勳，可惜終其一生拿破崙未

曾親眼看見凱旋門的落成，直到死後，遺體迎回巴黎時

才從凱旋門下通過。從凱旋門沿著香榭里榭大道走去，

可抵達 ，這位於法國國會前方的廣場在大革命

期間以斷頭臺取代了國王雕像，總共有超過一千人在此被處決。現在廣場中最醒目

的是埃及的方尖碑及噴水池。下午安排前去巴黎最有名的 ，讓大家參觀

購物，挑選紀念品。 

早餐：飯店  午餐：法式香烤春雞  晚餐： 歐式料理 

7 月 28 日

(五) 

【巴黎→(轉機點)】 

這是個輕鬆的早上，整理行李後將前往機場準備搭機。 

早餐：飯店  午餐：機場或飛機上  晚餐：飛機上 

7 月 29 日

(六) 

【(轉機點)→桃園→學校】 

早餐：飛機上  午餐：飛機上  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