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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貴族中小學微留學營+名校參訪+歐洲見學 

與專屬英國學伴一同上課、文化交流 

倫敦、劍橋、牛津、英國金三角名校之旅 

另可加值歐遊荷蘭、比利時、法國 

 

 

倫敦是擁有悠久英文歷史的歐洲最大城市，融合古老的傳統和時尚尖端的流行，可謂英語世界的首

都，是所有英語系國家的孕育溫床，也是英國文化與藝術薈萃之地。倫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大都

市，其居民來自世界各地，具有多元的種族、宗教和文化；城市中使用的語言超過 300 種。同時，

倫敦還是世界聞名的旅遊勝地，擁有數量眾多的名勝景點與博物館等。 

參加資格 年滿 8-11、12-17 歲之學生 

預定活動日期 
6/29-7/21 (23 天)； 

另可加值歐遊行程 6/29-7/27(29 天)，需 1１歲以上之學生 

費用 

團費 NT$179,900 

4/30 前報名可享現金優惠價 174,900 (含機場稅、燃料稅) 

另可加值歐遊行程+40,000(不含歐遊期間小費 3,000) 

 

 

St. Mary Magdalen Academy倫敦中小學，這裡的治安良

好且居民富足。這裡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還有泰晤士河

流域，擁有進倫敦市中心便利，更可獲得較大較舒適生活空

間，絕對是遊學英國的首選地區。 

此中學為當地風評良好的公立中學，主張適才教育並看中品

格發展，是一所活力、創意與自信度高的學校，老師們用心

且重視教學品質，並時時鼓舞人心，希望能培育不一樣潛質

的學生，充份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國際學生深入各個年級，與英國學生一起上課、一起學習、一起

活動，徹底融入當地的校園生活。 

 

<英國倫敦中小學學校環境> 

 地點位於倫敦的北部 2 區，鄰近倫敦市區、漢普頓宮、

里士滿、溫布頓、溫莎城堡、Royal Ascot(皇家賽馬

會)。 

 學校附近 95%以上為英國當地居民，非常適合亞洲學

生認識西方文化及英語應用。 

一、城市簡介 

 

二、英國學伴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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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設施：√全功能型的校園 √圖書館 √交誼廳 √電腦教室 √多媒體教學中心 √各種室

內/外多項運動設施 √學生餐廳 √視聽中心 √公共電話  

 科目種類多元：英語、數學、科學、藝術與設計、戲

劇、外語(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地理、歷史、

資訊和通信技術(電腦)、音樂、體育、設計與技術(工

藝與家政)、心理學、宗教研究(哲學與道德)與商業經

濟等。並有多項課外社團活動:包含音樂/電腦/科學/美

術/體育等。 

 學伴制：深入各年級，將搭配一位當地同年級學生伴讀，幫助學員快速了解校園及課程進度，

也因而有效率結交當地朋友，深入校園生活。 

 國際混合比例佳：每班級安排不超過 4 名國際生，可完全融入當地群體。 

 證書：完成研習後，亦可獲得結業證書，讓此趟遊學回憶滿分。 

 

 

  歐洲人堅信：知識來自外部的感覺，知識來自於環境的刺激，因此，

人們可以「利用」環境，獲取所有環境提供的一切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因此，旅行對於心理發展和擴展對世界的知識是必要的。 

     青少年在受過一定基礎的人文教育後，必要能親眼、親身到訪人類

的偉大文革藝術發源的地方，利用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以增

長知識。就在這個追尋的過程中，也就賦予了哲學-philosophy『愛智

慧』的新意義。 

<英國見學行程> 

 倫敦：大笨鐘、倫敦眼、西敏寺、自然歷史博物館或科學博物館、

倫敦塔、倫敦鐵橋、杜莎夫人蠟像館、格林威治天文台、倫敦水族

館、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火車站及大英博物館等。 

 劍橋一日遊：聖瑪莉塔、國王學院教堂、康河平底船、撐篙 (Cam River Punting)。 

 牛津一日遊：牛津學院、牛津城堡參觀。 

 金三角名校參訪之旅：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倫敦帝國學院(IC)、倫

敦大學學院(UCL)。 期間部份午餐將於大學內用餐，體驗大學校內餐食。 

 英國留學升學講座：校方將安排說明英國的教育特色及留學申請的注意事項。 

三、深度見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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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購行程：六天五夜-歐洲旅遊>荷蘭、比利時、法國  詳細行程請參考活動範例 

 歐洲旅遊第一天  倫敦(搭乘歐洲之星)-法國巴黎-凡爾賽宮 

 歐洲旅遊第二天  羅浮宮 - 巴黎市區觀光-羅浮宮-凱旋門-香榭麗舍大道-巴黎鐵塔..等 

 歐洲旅遊第三天  巴黎-滑鐵盧-布魯塞爾(黃金廣場、尿尿小童) 

 歐洲旅遊第四天  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布魯日(市區之旅)－愛之湖-馬克特廣場-德佛特鐘樓-

布魯夫廣場-市政廳-聖血禮拜堂-古文書館-普羅茲迪法院..等。 

歐洲旅遊第五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小鎮－北海小漁村－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倫敦期間 

 寄宿家庭：倫敦小中學期間體驗英式家庭生活，2-3 人

房。 

 含早、中、晚三餐。 

 學生自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課，深刻體驗當地的生

活。 

 

歐遊旅遊期間 <詳細行程，請見課表＞ 

 ４星飯店，雙人房。 

 含早、中、晚三餐。 

 歐洲之星、全程遊覽車。 

 

 

 

 

 

 

四、食宿與交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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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英國倫敦中小學進班上課體驗營【活動範例】 

W 1 星期 時間 行程 

01 六 搭乘晚間 20:00 CX531 班機前往英國倫敦，展開暑假海外英語研習營。 
 

02 日 帶著興奮的心情抵達英國，認識英國的寄宿家庭成員及環境。 

03 一 
08:35 - 12:00 新生報到，認識校園周遭，讓學生熟悉環境及上學路徑。 

13:00 - 16:00 大英博物館及自然歷史或科學博物館，親眼遊覽世界級收藏！ 

04 二 
08:35 – 14: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依英國學伴選課科目，一同跑堂進班上課，體驗多元教學。 

14:30 – 18:00 倫敦眼(搭乘) 

05 三 
08:35 – 15: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5:30 – 18:00 大笨鐘、西敏寺  

06 四 
08:35 – 15: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5:30 – 18:00 倫敦塔、倫敦鐵橋 

07 五 
08:35 – 14: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4:30 – 18:00 杜莎夫人蠟像館(入館) 

08 六 

溫莎堡觀光：位於泰晤士河畔的溫莎鎮，裡頭有許多英國皇室的重要收藏與世界

珍品。為英國女皇最愛的行宮，也是世界上仍有皇室居住的最大城堡，在英國具

有非常重要的象徽地位。有機會可參與城堡前的禁衛兵交接儀式。(入館) 

09 日 
布萊頓一日遊：布萊頓是個近海的美麗城市，英國皇家行宮（Royal Pavilion）便

建立於此。(入館)
 

W2 星期 時間 行程 

10 一 
11:00 – 15: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5:30 – 18:00 參觀柯芬園、中國城 

11 二 
08:35 – 14: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4:30 – 18:00 格林威治天文台(入館) 

12 三 
08:35 – 14: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4:30 – 18:00 倫敦水族館(入館) 

13 四 
08:35 – 15:30 UK School，Immersion Program study with study bud. 

15:30 – 18:00 King’s Cross 火車站尋找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14 五 
08:35 – 15:30 英國進班上課／ 頒發證書 / 結業典禮 

15:30 – 18:00 牛津街購物 

15 六 自由活動：建議同學們可多參與家庭活動，體驗英國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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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 星期 名校參訪行程 

16 日 

帝國理工學院參訪：由傑出校友來介紹他們的研究領域和校園生活，並安排說明

如何申請帝國理工學院的流程，還有一窺活躍在世界新聞頭條上的航空工程學

院，他們的突破性研究和發展講座。講座後將帝國理工學生，來為我們介紹這個

在倫敦區最值得參觀的校園。校園周圍有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科技博物館..等，

喜愛英國文化的學生不可錯過喔！ 

17 一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參訪：造訪小英總統及美國總統甘迺迪的母校，看看這個產生

許多諾貝爾獎得主與國家元首的學校，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可培養出這麼多優

秀人材，我們將由在校親善大使來為我們解答，並介紹該校的申請流程及教學風

格，另外還將以迷你講座的方式與講師互動，體驗他們的教學風格。園區另有一

座全世界最大的社會科學圖書館，更是不可錯過的私房景點喔！ 

18 二 

倫敦大學學院參訪：學生將了解 UCL 這 200 多年來的歷史和文化，為何許多著名

的校友會選擇在此就讀，另外我們將安排學生參加互動講座及研討會，在此過程

中感受 UCL 的教學風格及內容。在校的親善大使將帶領我們參觀這個享譽國際的

名校，並解答在 UCL 學習的所有問題。 

19 三 劍橋一日遊：聖瑪莉塔、國王學院教堂、康河平底船、撐篙 (Cam River Punting)。
 

20 四 倫敦市區觀光：上午：TATE 現代美術館參觀。下午：歌劇欣賞(歌劇魅影@14:30)。 

21 五 牛津一日遊：牛津學院、牛津城堡參觀。 

22 六 告別美麗英國，帶著滿滿的收穫，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23 日 經過國際換日線，抵達桃園機場。 

   

加值歐洲文化之旅行程如下：●下車參觀 ◎入內參觀 ▲車程中途經 

22 六 自由活動：建議同學們可多參與家庭活動，體驗英國的家庭生活。
 

23 日 

歐洲旅遊第一天  倫敦(搭乘歐洲之星)-法國巴黎-凡爾賽宮 

一早搭乘穿梭於英法海底隧道的高速列車－歐洲之星 Eurostar，只要 2 小時 15 分

鐘就可抵達法國巴黎。稍後由專業雙語嚮導帶領參觀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凡爾賽

宮。凡爾賽宮由路易十四建造，以奢華富麗和充滿想象力而聞名於世，內部裝潢

以巴洛克風格為主。 

餐食：早／接待家庭 午／西式 晚／西式   

住宿： Holiday Inn Paris – Versailles - Bougival  或同級 

24 一 

歐洲旅遊第二天  羅浮宮 - 巴黎市區觀光 

於飯店用完早餐後前往參觀◎羅浮宮。羅浮宮原是法國皇宮，現在是博物館，擁有

的藝術收藏達 40 萬件。入內參觀鎮館三寶－蒙娜麗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和勝

利女神像，讓您一窺藝術殿堂的奧妙。午餐過後，開始浪漫花都巴黎的市區觀光：

為紀念拿破崙的勝利所建的●凱旋門，及●香榭麗舍大道，可在此悠閒的散步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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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體驗巴黎的浪漫風情。之後在途中經過法王路易 16 及皇后瑪麗安東尼被送上斷

頭台的▲協合廣場及巴黎地標●巴黎鐵塔。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 午／西式 晚／西式  

住宿： Holiday Inn Paris – Versailles - Bougival  或同級 

25
 

二 

歐洲旅遊第三天  巴黎-滑鐵盧-布魯塞爾(黃金廣場、尿尿小童) 

今日往布魯塞爾的途中將經過滑鐵盧小鎮，前往拿破崙最後之役–滑鐵盧戰役的◎

古戰場，眼望獅子丘，於此憑弔拿破崙飲恨的滑鐵盧古戰場。隨後前往布魯塞爾。

接著前往作家雨果稱為歐洲最美麗的廣場◎黃金廣場，廣場中有花市、蔬果市場，

廣場兩側最引人注目的是90公尺高的●市政府高塔和展示著來自世界各地捐贈的

尿尿小童衣裳的◎國王之家。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 午／西式 晚／中式   

住宿：Gresham Belson Hotel 或同級 

26
 

三 

歐洲旅遊第四天  布魯塞爾-布魯日(市區之旅)-阿姆斯特丹 

今天前往有「中世紀睡美人」美稱的布魯日，城市中水道交錯，有五十座橋樑橫

跨河上，頗有威尼斯水都的浪漫風味。舊市區內盡是石板古道及中世紀建築，天

鵝漂浮水面的●愛之湖(Minnewater)，景色如畫。舊市區迷人的建築物都集中於

市中心的◎馬克特廣場(Market)附近，一旁則是布魯日的地標●德佛特鐘樓，在另

一面，州政廳東側的●布魯夫廣場，是環繞市區的觀光馬車的出發點。廣場週邊

有許多歷史建築物，例如哥德樣式的●市政廳●聖血禮拜堂、古文書館、普羅茲

迪法院等。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 午／西式 晚／中式  

住宿：Movenpick City Amsterdam 或同級 

27
 

四 

歐洲旅遊第五天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小鎮－北海小漁村－阿姆斯特丹市區觀光 

今天早上專車前往桑斯安斯●風車村小鎮，沿途可看到美麗的風車群，桑斯安斯

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 17~18 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

是生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造

顏料的木材。接著前往◎北海小漁村，沿著「愛塞湖」、海堤防、小木屋…一路上天

邊相連的嫩綠草坡，三兩牛羊悠哉吃草非常可愛。午餐後返回市區觀光，抵達阿

姆斯特丹市中心。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 午／西式 晚／西式  

住宿：Movenpick City Amsterdam 或同級 

28
 

五 從阿姆斯特丹搭機，返回台灣溫暖的家。 餐食：早／飯店自助式
 

29 六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活動內容將視當地天候及各梯次人數或有調整 

Tel:02-2630-8898
Tel:02-2630-8898
http://www.penta.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