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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執照 & 協會
我們的分校全都通過其個別國家主要協會的評鑑，並且是重要國
際機構的成員。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愛爾蘭

馬爾他

南非

Star Chain School 2007, 2008,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9, 2020
Junior Course for Under 18s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獲頒獎項
我們在2020/21、2018、2017、2016和2011都獲頒業界頂尖獎項-著
名遊學雜誌ST的連鎖學校紅星獎(Star Chain School Award); 我們甚至
從2007年起就幾乎每年都獲選入圍。 
我們還因領先群倫的橙毯學習計劃(Orange Carpet Experience)而獲
頒2016年的英國客戶服務銀星獎(Customer Experience Silver Star 
Award)。更在2009年和2010年蟬聯獲頒紅星創新獎(Star Innovation 
Award)。

EC Virtual winner of  
2021 Best School Award  

by Ryugaku Journal

ST Star Awards
  在2020/21、2018、2017、2016和2011都獲頒業界頂尖獎項-著

名遊學雜誌ST的連鎖學校紅星獎(Star Chain School Award); 以
及從2007年起就幾乎每年都獲選入圍。。

  ST Star Innovation Award: 2010 and 2009 

其他獎項

 2021
 Japan Best School Awards for EC Virtual, 

 Ryugaku Japan (日本留學生票選最佳學校)

 2020
 Japan Best School Awards for EC Toronto,  

 Ryugaku Japan (日本留學生票選最佳學校)

 2019
 Best Chain School, UED (最佳連鎖語言學校)

 2018
 Best Admissions Support, IE Intercambio (最佳註冊團隊)

 School Top Of mind (心中首選學校)

 EC - School Group of the year, ESL (年度學校)

 Best Malta School, UED (最佳馬爾他學校)

 2017

 CSR Champion of the Year, UED Best English (年度冠軍學校)

 EC Malta - (English) School of the Year award, ESL (年度學校)

 Best Admissions Support, IE Intercambio (最佳註冊團隊)

 Best Operations Support, Travelmate (最佳營運團隊)

 2016
  因領先群倫的橙毯學習計劃(Orange Carpet Experience)而獲頒

英國客戶服務銀星獎(Customer Experience Silver Star Award)

 School top of mind, Travelmate (心中首選學校)

 Experience, ESL School Group of the Year, ESL (年度學校)

 Language School, UED Best Chain School (最佳連鎖語言學校)

Star Chain School 2011, 2016, 2017, 2018 and 2020/21
Innovation of the Year 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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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一起 

鼓舞激勵， 

積極行動， 

開闊眼界，

FIND YOUR VOICE 

我們善於鼓舞人心。我們整個團隊每天都不斷激勵這
個大家庭裡的學生和我們的合作夥伴，並且互相鼓
勵。我們傳授和分享知識，並且創造成果。 

我們胸懷大志，而且對我們的學生寄以厚望。 

我們從最初創立一所學校開始，發展到國際性連鎖，
進而成為全球教育的領導者，一直都堅持信念。我們
相信人，並且深信每個人都具有無限潛能。我們珍惜
成果並繼續努力而且一直都熱心擁抱任何挑戰。

我們秉持積極的心態創新，並不斷向前邁進。跌倒時
我們總是自己爬起來，重整步調另闢康莊大道。 

在這令人驚異旅途中遇見的每個人，都對我們深具意
義。不論是現在或將來，這些連結也都會協助您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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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OVID-19期間
於國外學習英語

適應. 保持樂觀. 創造.
儘管在有社交距離的限制下, 所有老師都已經經過培訓, 可以呈現有趣並有效
率的學習方法以保障全體師生的安全! 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在需要隔離或城市封鎖的情況下，我們的學生可以透過EC Virtual繼續學習, 
使用相同的課程內容來幫助您學習, 發展和進步, 來達到在學校面對面學習一
樣的成效。與往常一樣, 您的成功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我們將繼續竭盡所能來
確保您獲得成功。

學習時的安全保護措施
e   標誌都張貼在學校顯著的位置來隨時提醒我們安全社交距離和衛生的重

要性

e  對EC全體師生來說, 面罩, 口罩和其他保護罩已成為新的生活習慣  -

e   所有分校都有放置洗手液

e  桌椅按照安全社交距離安排

e   地板標記明確的安全社交距離指示

e  定期清潔安排以確保我們學校能盡可能安全

對於任何有顯示COVID-19症狀或測試為陽性的教職員工或學生, EC會遵守
各地相對應措施

在EC語言學校, 我們把您, 我們的學生放在第一順位。我們絕不尋

求輕鬆的解決方式，我們研究，思考並根據能否達到最佳學習成

果來做決策。我們於各個分校持續監控COVID-19狀況，也會繼

續遵守各個國家的專業建議並儘一切可能確保全體教職員工和學

生的安全。

針對各分校安全應對措施, 可以參考學校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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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網上學習平台 
從您註冊起至您結業後，您都能登入EC網上學習平台，瀏覽您的

個人化幫手，讓您能掌握本身的學習進步情況。。

EC網上學習平台的功能，包括讓您檢測自己目前的英語程度、追蹤進步
程度、深入瞭解您的強項和弱點、存取線上練習教材，還有，與您的教
師在課後進行互動。您也可以在家加入EC Virtual於線上進行課程來開啟
您的學習旅程。

EC網上學習平台提供: 

  入學前學習和參與: 參加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來知道您的英語程
度，並收到依照您測驗成績編寫的學習教材。查閱您開學日的課程
表、週末活動和了解各分校的相關資訊。

  告訴我們您的目標:  填寫入學前問卷，以便讓我們了解您的目標，
並研擬符合您需求的專屬學習計畫。

  您個人專屬的學習: 取得符合您需求的個人專屬學習教材清表。

  接受個別輔導: 參加一對一個別輔導可以收到您教師提供的回饋和改
進建議。

  追蹤您的進步程度: 利用評量系統來了解您可以預期的進步程度和是
否有如期進展。 

  規劃您的社交活動計畫: 查閱分校所舉辦的各種社交活動和免費語言
研習。

  評量您的學習成果: 您的課程結束時再次參加EC線上程度分級結業
測驗，以便確認您的進步程度並收到您的結業證書。

開始您的學習
之旅

 在EC實現您的目標

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您的學術之旅
您在EC語言學校的學術之旅，從您註冊課程起就開始了。您可以存取符合國際標準的完整課表，而且專為您個人準備，完全符合您的需求。可以提
供您確實又可評量的結果。

完整的詳細課程 
根據語言學習的國際
標準-歐洲語言學習共
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for 
Languages)詳細規劃。

明確訂立學習目標  
提供您清晰明確的各種等級
技巧和能力，讓您能確實了

解該如何進行。

成果導向式學習 
經由課堂、活動、家庭作業
和個別輔導，甚至自修和課
後持續練習能引導您每個階

段逐步學習。

定期評量  
每週在課堂上和每五週都會
評量您的整體進步情況，讓
教師能針對您需要協助的部

份特別加強。

您的學習過程

實用溝通技巧  

我們幫助您提升英語基礎(文法、字彙和發音)與技
巧(讀、寫、說和聽)的同時，還能培養讓您持續進
步的學習技能，並且讓您在實際生活情況下能放

心運用這些知識。

明確的目標 
 EC語言學校提供您專門的協助，讓您能達成您的
課業目標。我們評量結果的建議和評語，能讓您

了解目前的進步程度和需要改進之處。

EC語言學校能提供您:

EC網上學習平台 
EC網上學習平台能根據您的評量成績或您教師的
建議，傳送給您專屬的作業。我們為協助您達成
目標，特別為您提供個別指導和補救學習。若您
需要更多學習教材，以便能加強文法或讓您閱讀
新聞和線上文章更熟練等，EC網上學習平台都應

有盡有。

指導進度 
您的教師和課業團隊會掌握您的進步情況，確保
您的學習方向是朝目標循序漸進。當您需要協助
時，他們都能隨時幫您，並重新將您導引回邁向

成功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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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對您的承諾 

您可以期待甚麼 
  每個EC級別每8週可以進步而升級 

  每4週會有升級評估，或是如果您進步更快，則可以經由老師建議提
前進行評估 

  課程安排是以4週為主加上定期評估和給予反饋來幫助學生進步。

  分級和結業測驗會錄製口說成績來更精準地決定您的整體英文程度 

不論要付出多少努力! 
如果您沒有依照我們的保證進度方法而達成進步目標，而且您已經完成
所有該做的步驟，您會和學術人員開會一起討論我們可以怎麼協助您達
成目標。我們將免費提供客製化計畫來讓您諄循並幫助您進步! 

全新

我們如何幫助您實現目標 

2022年新推出  
不論在校學習或在家線上學習，我們工作一大部分就是隨時掌
握學生們的進度。 

我們分析了數據，觀察所有學生隨時間改變的進度變化來制定
一個真實反映學生進度的更新進度表。 

我們保證您會在下列情形下升級： 
 您參與所有課程的96% 

  您每週至少完成三件家庭作業，且平均分數達9/10; 

  您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且參與度和積極度的平均分數
達9/10。 

只要您努力達成要求，我們保證您的進步和順利升級! 
如果您能達到每堂課要求，您將會按照下列級別升級。

A1 
入門

對字彙和簡單的語法結構具備最
基本知識。能約人至某處和談及
您的過往。 

A2 
初級

能理解緩慢清晰的對話。能為路
人簡要指路。 

B1 
初中級 

日常事務大致能順利講述。能向
提供服務者說明需求。

B1+ 
中級 

日常事務能輕易溝通，但表達範
圍有限。能進行電話交談。

B2 
中高級 

能稍微自在使用語言，但正確性
和流利度仍有不少失誤。能以英
語進行簡短的業務簡報。

B2+ 
準進階級 

能自在地使用語言。能閱讀英文
報紙、看懂電視新聞，以及爭取
必須說英語的工作。

C1 
進階級 

精通英語，能正確讀寫，錯誤不
多。能理解大部份學術課文和
講授。 

C2 
高進階級

幾乎能完全掌握語言。可以運用
所研修領域中的專用術語。 

EC語言學校的
程度分級 A1 A2 B1 B1+ B2 B2+ C1 C2

雅思(IELTS)* 3.0 - 4.0 4.0 - 4.5 4.5 - 5.0 5.0 - 6.0 6.0 - 6.5 6.5 - 7.5

劍橋 
(Cambridge)* 

初級英語認證 
(KET)

中級英語認證 
(PET)

中高級英語認證 
(FCE)

高級英語認證
(CAE)

托福(TOEFL)* 35 - 45 46 - 65 66 - 85 86 - 105

多益(TOEIC)* 255 - 400 405 - 600 605 - 780 785 - 900

  4週*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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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教學:  
溝通式教學法 加上調整加強

全新

溝通式教學法是強調培養學生溝通技巧的多種
教學方法。大多數語言學校用此教學方法。

在EC，我們更進一步調整加強。我們把學生
放在他們學習過程的中心。整個學習過程是清
楚可見的，讓學生們有明確目標以及成功結合
課堂討論來學習和使用英語。學生們不僅學習
英語，且知道如何學習-這不只是課堂裡的學
習，更對生活有益。 

溝通式教學法

傳統方式
溝通式教學法 

加上調整加強我們如何教學

將上方的學習目標放在白板上。

整體規劃方面

用於課表規劃和評估

每一級別依據CEFR來制定預期學習成果。
可以在討論感興趣的話題時發表和尋求個人觀點
和意見。可以禮貌地表達想法，意見，同意或不
同意。

每一級別依據CEFR來制定預期學習成果。
可以在討論感興趣的話題時發表和尋求個人觀點
和意見。可以禮貌地表達想法，意見，同意或不
同意。

學生學習方面

用於課程規劃 

主題：氣候變化。
文法：現在完成式和第二條件句。
詞彙：描述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單字。

每堂課都會設定可用於現實生活中的學習目標。
可以就政府對於氣候變化所制定的政策方向有何
影響來進行討論。
根據學生的興趣來選擇討論的主題。

課程開始時

和學生們討論邁向成功的步驟，並且告知他們即將
要學習的內容和這將如何幫助學生們依照主題進行
討論。
  可以討論決定使用第二條件句表示的結果。
  可以使用多種用語來禮貌地表示同意和不同意。
  可以傾聽一個觀點並禮貌地反駁。
  可以使用語調來表達同意和不同意。

課程中

  給學生們討論的問題來看學生們已經知道多
少。

  給學生們一篇文章來介紹新的單字和文法。
  完成不同的活動來單獨式練習語言。

  給學生們討論的問題來看學生們已經知道多少。 
  給學生們一篇文章來介紹新的單字和文法。
  完成不同的活動來練習活用語言。 
  每一階段會有簡短討論來讓學生們知道這一階段
會如何幫助他們達到目標。

  和學生們討論對於成功的標準。他們確定想要加
強的部分和想要達成的目標，且和夥伴完成口說
任務。

  他們依據對方想要加強的部分給予反饋。

課程結束前口說任務練習語言。

按照之前反饋來重複練習口說，並從老師那裏獲得
反饋。
然後他們反思學到了什麼，還需要加強哪邊，以及
當天晚上回家後他們還可以如何使用課堂所學。

作業許多文法和詞彙練習。 學生拿到接下來要討論的主題並記錄下來。

課外
學生們一起出去吃晚餐，並使用他們覺得自在和
已知道的語言聊天。

學生們一起出去吃晚餐，並使用他們課堂上學習的
語言和技能分享他們對餐廳和食物的看法。

e

e

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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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致性
不論於世界何地學習

課程學習分為6階段

設定明確目標
課程一開始老師會與學生們討論課程目標。我
們鼓勵您思考今天學習的每件事將如何幫助您
於課外的生活。今天的目標為能夠在餐廳更順
利的點餐。

語言發展
全班一起聽兩個同學如何點餐。和您的同學進
行這段對話分析，學習怎麼形容食物，如何禮
貌地詢問菜單相關問題以及怎麼自然地點餐。
在整個課程中，練習您的發音和語調。 

成功是什麼樣呢?
在開始練習段話之前，您思考討論一個成功的
對話是什麼樣子，以及決定您要加強練習哪部
分。您可能決定要專注於練習自然發音和語
調，而您的同學選擇要加強形容詞的使用。 

練習使用語言
您和同學一起練習，他會給您有關發音的反
饋，而您也會給他有關形容詞使用的意見。然
後您們再次練習。

獲得反饋
您的老師會提供有關您學習情況的反饋。課程
結束前會重新審視一遍課程目標並討論這堂課
所學以及您可以如何在課堂外學以致用。

在現實生活實踐
下課後，您參加社交節目或是和朋友一起外
出並在真實情況下點菜。晚餐時，您與班上
一位同學討論您的經驗。第二天，於課堂上討
論您如何在前一天使用課堂所學應用於真實
生活中。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第4階段 第5階段 第6階段 

有EC出色的學習標準, 不論您於世界何地學習, 都能確保您會獲得

與世界各地的EC同學相同學習內容。 

創新的教學方式 

歐洲 & 南非

美國 & 加拿大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課表

9.00 - 10.30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10.30 - 10.45 休息15分鐘

10.45 - 12.15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12.15 - 13.00 休息45分鐘

下午課表

13.00 - 14.30 特別重點班

14.30 - 14.45 休息15分鐘

14.45 - 16.15 技能發展 技能發展

16.15 - 16.30 休息15分鐘

16.30 - 18.00 技能發展 技能發展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課表

9.00 - 10.30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10.30 - 10.45 休息15分鐘

10.45 - 12.15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12.15 - 13.00 休息45分鐘

特別重點班

13.00 1小時30分鐘 2小時15分鐘 1小時30分鐘 2小時15分鐘

綜合技能透過互動式的活動來培養您的字彙、
文法和發音基礎，也會練習語言學習的4種核
心技能。

技能發展 
透過培養4種核心技能-說、聽、讀和寫來確
實練習，並讓您進步神速，流利暢通。

特別重點班針對您日常生活需要英語的地方做
特別加強。職場英文和線上溝通技巧只是許多
課程其中之一。 

我們希望敞開世界各地大門讓您前往學習…從何地開始將是您的選擇。 請參閱下方世界各地的課
程表。

*以上課表僅作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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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課外繼續學習

您的課外活動時間表
因為結合了課堂和活動，您每天都有各種機會練習英語。課堂能讓您直接學習、參加短程旅遊和免費語言研習，而活動則能讓您間接練習字彙和語
言，提供您均衡又完善的學習時間表。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週末

3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
接新生
早午餐談話會                                                      
11:00, 6英鎊起
市區觀光 12:00

4
橙毯迎新會 - 在校迎接
新生
迎新酒會 
新生, 18:00

5
發音研討                                                         
11:00 及14:45
城區藝術漫步  14:45 
酒館之夜  20:15

6
學年說明會10:00                                                  
排球 14:45
溫布頓八強賽單身男生會  
學生交誼廳  13:00

7
會話                                                                 
11:00及14:45
七姐妹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18歲以下派對 19:00
，4.50英鎊

8
畢業典禮 12:15
雷射槍對戰  19:00，5英鎊
短程旅遊至 
蘇格蘭

9
短程旅遊至 
牛津、溫莎與伊頓
短程旅遊至 
巴斯與巨石陣

10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
接新生
早午餐談話會                                                      
11:00, 6英鎊起
市區觀光 12:00

11
橙毯迎新會 - 在校迎接
新生
迎新酒會 
新生, 18:00

12
發音研討                                                         
11:00 及14:45
健身  19:00 
酒館之夜  20:15

13
聽力訓練12:15
履歷輔導11:00及14:45
電影  14:45
城區藝術漫步  14:45

14
會話                                                                 
11:00及14:45
瑜珈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15
畢業典禮 12:15
七姐妹 14:45
短程旅遊至 
巴黎及凡爾賽宮

16
短程旅遊至 
利物浦與曼徹斯特
短程旅遊至 
巴斯與巨石陣

17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
接新生
早午餐談話會                                              
11:00, 6英鎊起
市區觀光 12:00

18
橙毯迎新會 - 在校迎接
新生
迎新酒會 
新生, 18:00

19
發音研討                                                         
11:00 及14:45
布萊頓歷史漫步  14:45
酒館之夜  20:15

20
瑜珈  14:45
健身 19:00
倫敦劇院 
「獅子王」                                                
15:30，65英鎊

21
會話                                                              
11:00及14:45
排球  14:45
電影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22
畢業典禮 12:15
Zumba有氧 14:45
保齡球 19:00，5英鎊

23
短程旅遊至 
倫敦
短程旅遊至 
牛津、溫莎與伊頓

24/31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
接新生
早午餐談話會                                                      
11:00, 6英鎊起
市區觀光 12:00

25
橙毯迎新會 - 在校迎接
新生
迎新酒會 
新生, 18:00

26
發音研討                                                         
11:00 及14:45
Zumba有氧 14:45 
酒館之夜  20:15

27
聽力訓練 12:15
履歷輔導 11:00及14:45
電影  14:45
排球  19:00

28
會話                                                              
11:00及14:45
瑜珈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學生派對 19:00，4.50英鎊

29
畢業典禮 12:15
歷史漫步  14:45
雷射槍對戰  20:00，5英鎊

30
短程旅遊至 
利物浦與曼徹斯特
短程旅遊至 
巴斯與巨石陣

以下所列EC語言學校布萊頓分校活動時程表範例，活動以橙色標示而語言研討會則以藍色標示。您都可免費參加!

在酒吧之夜享受現場音樂

免費語言研習
為您課程畫龍點睛的教師輔導研習課。EC語言學校的每所分校都開設有本課外課程單元，能讓您透過課外的重點提示來加強語言能力。週五則有活
動、講座和短程旅遊。

講座
學習感興趣的項目並練習聽講、作筆記和摘
要寫作等技能。

應考技巧
練習和掌握一些能幫助您在參加英語測驗時
得高分的技巧。

新聞快報
跟同學聚在一起談論和討論當天的地方性與
國際性議題。

職場研討
履歷和面談輔導能協助您培養申請當地或是
海外英語工作和面談時的必備技能。

當地會話夥伴
打算長待在這嗎? 我們會為您搭配一名當地
母語人士，定期見面交談。

寫作研討
練習您的英語寫作技巧，並培養了解正式和
非正式的書寫文章形式。

家庭作業俱樂部
這是與其他學生一同組成的聚會，可以互相
幫助完成家庭作業，並能在小組的環境中練
習您的英語技能。

即興演說時間
即興演說活動能改善您的說話技能和增進
信心，又很有趣。

深度體驗
言談像當地人一樣!認識您選讀的分校所在
城市受到文學、歷史以及政治運動等的各種
影響。

會話單元
您選定了主題就可以開始了!與別班不同國籍的任何程度學生一起切磋會
話技巧。以這種輕鬆、友善又有趣的方式進行學習。

技能輔導
能讓您學會掌握不同語言技巧的秘訣、重點和訣竅。我們開設有文法、
發音、寫作和閱讀等訓練班。查閱分校的活動時程表就能了解開班時
間。

其他研習班
各分校分別開設符合學生需求的不同班別。包括：

參加EC的研習或輔導讓您進步更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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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倫敦分校的學生 
一週生活
Clarissa, 意大利學生 – EC倫敦分校

星期一
今天一到學校，真的有張橙毯在門口迎接，我
覺得自己像個名人一樣。學校員工和老師們都
很友善並且協助我有關課程的問題。有個新生
訓練來歡迎所有新生來到這座城市，非常的有
幫助。整天下來真的很有趣，我們都是新手但
我已經覺得我開始結交一些新朋友。 

星期二
我開始愛上EC倫敦分校和這個城市了!整個城
市熱鬧非凡，而且隨時都有新鮮事!才第一天
上課就讓我感覺充滿挑戰，因為整天都在說英
語，但我相信待在這裡的期間一定能讓我的英
語進步神速。我們老師見多識廣，增進不少學
習效率，還能提高我們的學習興趣!我們還玩
了一些遊戲，用不同的方式來練習英語。這還
能緩和同學之間的生疏緊張氣氛。

星期三
我今天早上參加了發音研討研習會，好讓我的
英語發音更自然。能聽到老師講解發音要領真
好。跟同學一起吃過午餐之後，我們就去上
下午的課了。今天晚上我去參加了由EC語言
學校辦的倫敦的隱藏版酒館行程而且玩得很開
心!員工都很親切有趣!

星期四
我今天是早上的課，所以整個下午都可以隨意
跟一些新朋友到處逛逛。學校附近就有很多觀
光景點，我們先到肯頓市集，接著又到倫敦眼
走走，後來還沿著熙來攘往的南岸散步。我很
喜歡能這樣，像當地人一樣走進咖啡廳，點咖
啡時跟人對話...。我已經開始想像，或許有一
天我會住在這裡工作。

星期五
今天早上我去上了另外一堂叫做文法有問必答
的免費研習，然後去上下午的課。在有問必答
的過程中，可以同時複習一下我學會的技巧，
真是一舉兩得。我開始覺得，不管在課堂上或
是課後，自己了解的都越來越多了。在EC語
言學校，即使我們犯錯，老師還是會鼓勵我們
我覺得很窩心。我今天還看到一些完成課程的
畢業生個個興高采烈。但願我選讀的課程結束
時也能像這樣!

星期六
今天是到劍橋的校外教學...真是美麗的城鎮!搭
著平底船遊康河，好像置身童話故事，接著我
們去吃傳統奶茶，那是我第一次品嚐烤鬆餅!
每天都有新鮮事，真是讓我驚喜，而且還一
天比一天精彩。我的新朋友、老師和職員也都
很棒，想著我接下來還有3個星期都會這麼開
心。就放馬過來吧!

星期日
我在接下來一個月即將待的家拆開行
李，登陸EC網上學習平台閱讀有關
我的學校和行程表。此外，我也已經
開始在EC Virtual線上學習了一個禮
拜，明天將會是我第一堂面對面教
學。新城市、新語言、全新體驗。我
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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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支援團隊

我們保證您在EC語言學校的學習過程能
令人振奮又順利成功，最重要的是，還能
影響您的一生。您背後隨時都有整個優秀
團隊支援，在您達成流利英語的過程中，
一路協助和鼓勵您。您有課程上的任何
問題嗎?請教他們!有住宿方面的問題嗎?
請教他們!想知道附近哪一家的拿鐵咖啡
最好喝嗎?請教他們!放心，我們一定協助
您。

您的教學團隊
您的教學團隊就是您的團隊。您的
每一堂課他們都會陪著您，從一對
一的輔導到EC網上學習平台，隨
時引導和協助您。您就是他們教學
熱忱的焦點，因此，您的順利成功
就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您的學生服務團隊
這個團隊能協助您確實運用課堂所
學，並探索您所選的城市和結識國
際新朋友。團隊成員包括您的學生
服務協調員、社交活動小組長和學
生大使。

您的總部學術團隊
學術團隊成員包括已發表著作的作
者和教育科技學者。他們針對您的
課程和評量，全心投入研究和應用
當今趨勢至學術理念和教學方法。 

您的                                                                          
住宿團隊
我們希望您在新城市學習期間的
住所能絕對符合您的需求，因為
舒適和安全與您的開心和學習成果
息息相關。有關您住宿的任何疑
問，住宿團隊都能隨時與您討論和
協助您。

不間斷的支持幫助

1994年我搬到印尼之前就開始在斯洛伐克教書，接
著在俄羅斯，後來又在2006年回到英國。我從1994
年起就開始訓練老師、設計課程，到今天任職EC語言
學校的學術事業群總監。我的職責包括透過教師管理
及訓練，和領導產品團隊支援各地區和中心的學術團
隊。另外，還支援EC網上學習平台，我們管理課程、
研擬教材、監督學習科學和科技的研究，並引導研究
方向，致力加強學生的進步，並持續增進學生的優質
學習經驗。

我曾多次在世界各地的研討會發表教學和教學管理
的專論，包括阿根廷英語教師協會聯合會(FAAPI in 
Argentina)、美國英語機構(English USA)、國際英語
教師協會(IATEFL)、Eaquals協會、英語英國(English 
UK)和愛爾蘭英語學專業人員協會(ELT Ireland)。

EC語言學校學術事業群總監-Gillian Davidson

目錄

22 23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您入學前和就讀EC語言學校時的每個階
段，我們都會盡心協助，也就是說，您自
始至終都能受到巨星般款待。

開學日當天，您會走上我們專為您-我們
的貴賓鋪設的橙毯進入校園。您在這天就
要開始您的英語學習之旅了，所以我們希
望讓您看起來精神飽滿、躍躍欲試又神采
奕奕。我們的迎新會還曾贏得2016年的
英國客戶服務(Customer Experience)銀
星獎，所以請您務必親身體驗。

啟程前
登入EC網上學習平台就能感覺萬事俱備。
讓您測試您開始時的英語程度，條列您的
學習目標，以及取得學習教材，讓您一開
始就能充份準備、順利就緒。

抵達前準備
透過EC網上學習平台可以獲取各分校相關訊
息, 以及透過多種線上自學課程開始練習英
語。您會收到一封電子信和電子歡迎手冊，
其中包含您即將就讀的分校信息。 

獨特的歡迎款待
離家總會有點緊張，但別擔心，我們熱烈歡
迎您。不論是親切寄宿家庭的主人，或是EC
語言學校的代表在宿舍為您展開雙臂的歡
迎，都會讓您感覺舒適自在又鉅細靡遺。

個人化學習
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據自己的進度學
習。您可以在EC網上學習平台瀏覽我們專為
您個人量身打造的學習計畫，並隨時查看您的
進步情況。並且在上面您也可以在每週學習日
曆裡查看即將到來的課程。

準確的成果
在課程開始前，您會完成線上分級測驗來確保
您會被分到適合您程度的班級。課程結束時，
您會完成結業測驗，所以您可以看到自己進步
的成果。這測驗都是有經過外部認證合格的考
試。

學習經驗總檢討
若您是長期班學生，我們會有一對一的會談來
評估您的進步情況並加以規劃，好讓您有最佳
學習成效。

結業歡送
您努力完成所有學業之後，我們就會頒發證書
給您，跟您的新朋友合照並歡慶您達成的學
習成果。這是您在學習過程中努力的成果。
真棒!

1 2

3 4

5 6 7

EC都柏林分校

第一天，EC洛杉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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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寄宿家庭。您在海外的溫馨家庭。

選擇您的家
只有家才能讓您歇息; 當您就讀EC語言學校時，家在哪兒呢? 我

們備有精挑細選的各種選項，可以符合您個人的喜好和預算。 

喜歡自由自在的您一定會喜愛我們的宿舍、學生之家、公寓和酒店式公
寓。分別從標準住宿到配備附加設施的住宿方式，可能包括健身房、家庭
電影院或泳池等。

或者，您若想真正體驗當地的生活型態，也可以入住寄宿家庭，融入他們
的生活方式。要發展穩固長久的關係並親身體驗當地文化，成為寄宿家庭
日常生活中的一份子就是最好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不論您選哪裡，只要能努力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探索自我，您
都會結識許多好朋友，又有很多機會可以一起練習英語。我們絕對能讓您
賓至如歸。

倫敦公寓

聖地牙哥分租式住宿

建立長久友誼

目錄

您的家 – 您的選擇
每一所分校的選項都各不相
同，但都一定能讓您有個理想
的家。目的地單元中第64至
106頁有列出每個城市住宿類
型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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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

不論透過哪種形式，語言就是要讓您表達自己，有了語言，您

就能擁抱無限的可能性和機會。我們都按部就班，所以我們希

望能幫助您循序漸進，完成自己的夢想。不論您的目標如何、

個性怎樣或者幾歲，別遲疑，選讀EC語言學校就對了。

我們希望您能滿懷自信勇敢探索，在學習過程中步步高昇，進入您夢
想中的大學，順利通過必要的測驗。最重要的是，能找到您自己的立
足點和發揮所長。

一般英語   30

標準, 半密集與密集英語  32

特別重點班   34

24週以上   36

應考課程   38

全球大學銜接課程   40

EC蒙特婁分校法語課程  42

EC蒙特婁分校的青年成就課程  43

網頁開發和編碼  44

企業實習與志工服務  45

UniBridge大學橋樑全新  46

速成班全新  48

EC 30歲以上專班  50

使用EC Virtual在線學習英語  54

接著，您只要選擇您需要的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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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英語
備有各種不同程度班別，若您具備以下決
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您想建立扎實的語言知識

 您想提高全方面英語能力

在有趣放鬆的環境中提高您的英語水平

不論您的人生目標如何，是否希望上英語授課的大學，想遨遊

世界或發展事業，一般英語課程都能助您一臂之力。

一般英語專為增進您在各方面的整體英語溝通能力而開設，從網際網路
到會議研討;從跟其他同學出去玩到進行學術演講;從在市場上討價還價
到認識新朋友。

我們幫助您提升英語基礎(文法、字彙和發音)與技巧(讀、寫、說和聽)的
同時，還能培養讓您持續進步的學習技能，並且讓您在實際生活情況下
能放心運用這些所學。

一般英語課程也可以幫助您去參與討論以及發展世界觀(國際合作、跨文
化交流、批判性思維)，這些都一定能讓您這國際化環境中成功。 

專心集中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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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倫敦分校的密集英語

選擇標準課程，或是可以每週多花一點時間，加選4或10堂特別重點課程。您可以自行挑選想上的特別重點班，讓您能規劃屬於您自己的學
習重點，並特別加強您想培養的技能。您還可定期轉班，以便根據您未來的目標選讀不同課程。 

標準, 半密集與密集英語

標準 半密集 密集

開課分校 所有分校 美國和加拿大 所有分校

選讀要求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開課日期 每週一 每週一 每週一

最短就讀時間 1週 1週 1週

課程時間 8週(每級) 8週(每級) 8週(每級)

每週課堂數 20堂(每級) 24堂(每級) 30堂(每級)

每週時數 15 18 22.5

評量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學習方式 面對面教學 面對面教學 面對面教學

授證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起上課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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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重點班
若您需要額外的課程來培養特定領域的技能，則可以選讀以下的預選課程。您可以一併選讀為期1週至10週的課程(城區生活英語為

1-5週)以符合您的個人需求。

特別重點班依各分校有所不同。下方為課程範例：

特別重點班
選讀程度 技巧訓練

低 中 高 閱讀 寫作 口說 聽力 發音 文法

自信口說 f f f f f f

國際理解 f f f f f f

實際交談文法 f f f f f f f

實際生活聽力 f f f f f f

擴增字彙 f f f f f f f

自信寫作 f f f f

基本閱讀與寫作 f f f

領導英語 f f f f f

應考技巧 f f f f f f f f

網路溝通英語 f f f f

文法專班(限30歲以上) f f f f f

自信口說 
培養自信。練習會話。增進流利度。增進您的口說、聽力和發音技能，
以便能在日常生活中更有自信地學以致用。

實際生活聽力 
可以培養您在實際生活中以英文來了解和回應的能力，並加以測試。透
過聽會話、音樂、影片和廣播來擴增您的字彙量。 

擴增您的字彙 
若您想增廣字彙範圍，您一定要選讀這門課程。每一堂特定主題的課，
都能讓您專注於培養您的字彙基礎。 

國際理解 
培養您的批判性思維方式，以便能更了解最新時事和全球
議題。增進您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和在當地環境下的不同
溝通方式。

選擇您想加強的部分 

職場英語
建立好您的信心和企業英語的專業溝通技能之後，就可以準備
開始您夢寐以求的職場發展了。

特別重點課能讓您學習有關參加會議、書寫電子郵件和自信溝通的語言
技巧。課程的科目包括協商、管理與人力資源、品牌與促銷策略、專案
管理、企業倫理、職場，以及進行簡報和面談應答要訣等。

城區生活英語
讓您更熟悉這個外國城市! 
外出與當地人互動，體驗當地方言並探索他們的歷史。

選讀專為您所選城市開設的特別重點課程。每週有一堂課會讓全班走出
教室，體驗當地的景點和各種活動。回到教室之後則會有許多跟城市有
關的科目，從「描述藝術與文化-參觀博物館」到「像當地人一樣說話-社
區參訪」等。

開課分校 除曼徹斯特以外的所有分校

選讀程度 中等至高級

開課日期 每週一

最短就讀時間 1週

課程時間 最長12週

每週課堂數
20堂一般英語+4堂職場英語，或
20堂一般英語+10堂職場英語 

每週時數
18(每週24堂)
22.5(每週30堂)

評量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學習方式 面對面教學

授證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開課分校
紐約、聖地牙哥、多倫多、溫哥華、倫敦、布萊頓、都柏
林、開普敦

選讀程度 中等至高級

開課日期 每周一(季節性限定)

最短就讀時間 1週

課程時間 最長4週

每週課堂數
20堂一般英語+4堂城區生活英語，或
20堂一般英語+10堂城區生活英語  

每週時數
18(每週24堂)
22.5(每週30堂)

評量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學習方式 面對面教學

授證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可先預訂

季節性限定|可先預訂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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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各種不同程度班別，若您
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
門課程:
  您希望在選讀長期班(24週以上)期間，

能同時深入探索在英語系國家的生活。

  您希望能全面又確實掌握實際日常生活
所使用的英語。

您邁向成功之路

歡迎 

從您預約課程起，您
在家裡就能登入EC網
上學習平台開始您的
學習之旅，測驗您目
前的程度和做好各項
準備工作。

您抵達之後就會入住
您的新家，還會認識
您在EC語言學校的老
師、支援團隊成員和
班上的新同學。

在第一個星期為您舉
辦的說明會，是要確
知您舒適又滿意，並
確保完成您學習期間
的各種準備工作。

根據EC分校專為您規
劃的課程表上課，能
讓您達成各種英語技
能的實際成果。

24週以上

就讀一整個學年

積極學習、發揮並取得成功

我覺得這些課都很有用。最主要是因
為，學生的積極和認真程度都很高。不
論是為了職場工作或其他個人因素，因
為學習內容都能符合學生的終極目標，
所以就能激發想進步的實際動力。

EC語言學校教師 Thomas Robinson

進行評量之後，您就
會收到針對您成績表
現的詳細評語和建
議，並指導您繼續
改進。

若您的進步因某種原
因未能如期達成，老
師就會提供您個人專
屬的學習計畫來幫助
您達成進度。

您還會不斷收到指
導、進度掌握訊息和
課業支援，包括每4至
6週一次的個別輔導。

為了跟班上同學培養
感情並充份運用課餘
時間，您每週都可以
參加各種不同的課堂
和活動。

完成選讀的課程之
後，就會評量您的結
業等級，並頒發證書
來肯定您的學習成果!

您可以進行進步程度
評量來掌握您的強項
和弱點，讓您能有效
調整適合您的學習
步調。

EC網上學
習平台

學年班20 學年班24 學年班30

開課分校 加拿大、英國、都柏林、馬爾他、開普敦 美國、加拿大 所有分校

選讀要求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開課日期 每週一 每週一 每週一  

最短就讀時間 24週 24週 24週

課程時間 24週以上 24週以上 24週以上

每週課堂數 20 24 30 

每週時數 15 18 22.5

評量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學習方式 面對面教學 面對面教學 面對面教學

授證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您個人專屬的課程
您的流利英語之旅從第一天就開始了。從課
堂活動到家庭作業，所有活動都是專為您能
達到最佳成果而設計，而且會針對您不足的
知識進行定期評量仔細分析。

您較弱而需要加強的部份，也都能獲得各種
支援和資源，並會協助您達成。您的老師和
您的數位學習夥伴-EC網上學習平台在整個學
習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會隨時陪著您。

取得資格!
透過準備和參加國際認可的測驗，來驗證您的
語言程度，就能讓您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最大成
果。獲得證書，獲得工作，進入大學!

  劍橋(Cambridge) - 經全世界雇主和大學
院校認可

  雅思(IELTS) - 全世界有很多大學院校都會
要求

  托福(TOEFL) - 經8,000多所學術及專業機
構認可

  多益(TOEIC) - 經全球120個國家的10,000
多家企業和機構採用

各分校提供的測驗項目各不相同且均會要求最低語言程度不含測驗費

增廣見聞
選讀EC語言學校的多重目的地學習課程，
能讓您在不同分校學習，課程又不會中斷。 

您在不同分校的成績紀錄我們都會完整移
交，因此不會中斷您的學習過程，讓您在
體驗同樣學習經驗的同時，又能享受暢快
的旅行。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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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課程
劍橋/雅思/托福/多益測驗 
上述測驗均經全球各地雇主和大學院校的認可與推崇。不論您參加測驗是為了工作、深造或作為個人成就的評量用途，

我們都會協助您達成您所想要的必要高分。

提升您的程度
當您結業並完成各種核心英語訓練之後，您
的測驗成績就能真實反映您在說、聽、讀和
寫等方面的顯著進步。這些課程都能另外讓
您的英語技能更加純熟精進。

讓您的技巧更完美
透過這類目標明確的課程，您就能學會達到或
高出您預期成績的珍貴必備應考技巧。利用考
卷範例並不斷練習特定作業，您就能熟悉預定
參加的測驗。測驗當天您將深感有備而來，對
通過測驗信心十足。

高度細膩的訓練
我們會協助您著重在三個關鍵部份：有利的應
考策略、有效的應考思維，和只研讀測驗本身
用得到的英語。我們採用市面上最優秀的教科
書，並配合特別編寫的教材。我們每一位教師
都具備各項測驗的專門知識並受過特殊訓練，
保證您的成績能達到您預期的標準。

EC語言學校備有各種不同的應考課程。
儘管這類測驗的性質差異極大，但我們
的課程都能協助學習者大幅增進英語程
度。身為教師，我很熱愛講授這些課程;
課程內容都很活潑，而學生也都很積極
認真。我跟他們都同心協力、目標一
致，所以班上的凝聚力相當穩固。

EC曼徹斯特分校學術助理主任-Aimee 
Hanlon

提供所有您需要的技能來幫您提升英語

應考課程 

開課分校 請查看另一邊應考課程的開課分校 

選讀要求 請參閱上述測驗資訊

開課日期 請參閱收費表

最短就讀時間 請參閱收費表

課程時間 請參閱收費表

每週課堂數 10，20，24或30 

每週時數 7.5, 15, 18, 22.5 

評量

入學程度測驗 
透過課堂作業和課後作業進行後續評量
每5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5周提供個別指導與學習進度報告
畢業考

學習方式 面對面教學

授證 於結業時頒發證書

B2 中高級 
中高級英語認證(FCE)

證明您本身已具備在英語系環境中獨立生活或
工作的語言技能。 

最低程度:

• 中級

• 如要選讀8週課程必須為中高級

• 如要選讀4週課程必須為準進階級

C1 進階級 
高級英語認證(CAE)

證明您具備在英語系國家進修、工作和生活能
充份活用的語言技能。 

最低程度:

• 準進階級

• 如要選讀8週課程必須為進階級

• 如要選讀4週課程必須為進階級

C2 高進階級 
最高級英語認證(CPE)

證明您可以在任何英語環境中流利又正確地
溝通。 

最低程度:

• 進階級

雅思(IELTS) 
國際英語測驗系統

您可以使用您的雅思測驗成績申請就讀英國、
加拿大、馬爾他的大多數大學，以及美國某些
大學。另外，專業機構也經常會要求，也是申
辦移民時經認可的測驗之一。

最低程度: 

• 中級

托福(TOEFL) 
母語非英語者的英語能力測驗

向全世界證明您使用大學程度英語的能力並
開展您的各種機會。托福經130多國8,000所
以上教育機構的認可，包括北美洲的大多數
大學。

最低程度:

• 中級

多益(TOEIC) 
國際溝通英語測驗

增進您進入跨國企業工作的機會。多益測驗成
績經120個國家的10,000家以上企業、政府單
位和英語學習課程採用。

最低程度: 

• 中級

開課情形(每週課堂數)

B2 C1 C2
雅思

(IELTS)
托福

(TOEFL)
多益

(TOEIC)

波士頓

聖地牙哥 f f

洛杉磯

紐約 f

舊金山

蒙特婁 f

多倫多 f f f

溫哥華 f f f f

倫敦 f f f f

劍橋 f

布萊頓 f f f

布里斯托 f

曼徹斯特 f

都柏林 f f f

馬爾他 f f f f f

開普敦 f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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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學銜接課程

加拿大 
加拿大大學銜接課程 

實現您的加拿大大學之夢
我們EC多倫多、溫哥華和蒙特婁分校開設的課程，能讓您選擇加拿大的
許多大學院校，包括其國內的頂尖學府。一旦您從加拿大的大學畢業，就
可以取得最長達三年的工作許可證。您有了工作證之後，甚至還可以考
慮申請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

專門團隊
讓您能進入理想中的大學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您選擇大學院校時，我們
會提供專屬的輔導和支援，並協助您完成申請手續，確認您最新的英語
程度，並讓您達到所選大學要求的英語程度。若您選擇就讀我們的合作
夥伴大學，就能享受額外優惠，免付申請費。 

無需托福或雅思
若您申請我們的合作夥伴大學，就可以不用參加托福或雅思測驗。您會
直接收到所選大學的免試優惠條件式入學通知，您只要達到校方要求
的英語程度就能入學。  

選擇一所                                                                  
EC分校

選擇您希望的大學 達成您的英語目標 進入                                                                          
大學

享受您的                                                                  
全新未來

1 2 3 4 5

您想到海外的大學深造，EC語言學校能讓您美夢成真。我們開設的獨特課程能提升您的必備技能、知識和英語程度，讓您

可以進入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合作夥伴大學院校。若您希望開始進一步深造，我們會隨時在您的學習之旅陪著您，達成卓越

的課業成果。 

選擇多倫多，溫哥華或蒙特婁

如何開始

美國
大學入學服務

您申請美國大學時，我們可以協助您處理有時難免複雜棘手的手續。
我們會逐步引導您，從為您挑選最理想的大學，到處理就讀意願回覆
和入學規定，同時您還可以提升英語程度，並增進信心和就讀美國大
學院校必備的溝通技能。 

歐洲
我們與都柏林和馬爾他的大學都已簽訂合作協議，因此能讓您實現就
讀歐洲大學的美夢。 

更詳細資訊請洽詢EC語言學校代表 

EC美國各分校均備

EC聖地牙哥分校畢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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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蒙特婁分校法語課程
雙語課程
若您嚮往真正的都會教育經驗，務必選讀EC蒙特婁分校。您學習英語與/
或法語的同時，又能完全融入當地文化。您可以同時選讀兩個班級，或
者先開始某一種語言的課程，然後再完成另一種語言的學習。另外，您
還可以考慮加選包括魁北克印象等的加選課程，讓您能很快就能成為這
城市的一份子。

各種學術加選課程包括發音輔導、學術講座和履歷撰寫研習班。您的課
程也可以加選以英語或法語講授的廚藝烹飪單元，備有各種程度的實際
親手操作課程。若您熱愛自然，農場住宿體驗是另一種別緻的選項，您
在體驗農家生活的同時還能學習英語與/或法語技能。
要從這麼多選項中挑選您最喜愛的確實不容易。無論您選的是哪一種課
程，都絕對會有個難忘的經驗。蒙特婁隨時都準備好讓您實現語言學習
的夢想，所以來加入EC享受這多采多姿又令人興奮的城市吧!

一般法語

不論您是初學者或更高階程度，本課程都能增進您讀、寫、聽和說法語
的技能。您可以選讀每週20堂(一般)、24堂(半密集)或30堂(密集)的不
同課程。密集課程還可附帶選讀各種不同的特別重點加選課。

法語學期/學年課程
這門24週以上的課程是您提升流利度的捷徑。本課程可讓您選讀許多種
特別重點課，不只有利於您的語言學習，還能增加您與來自世界各國的
同學結交朋友的機會。

若您選擇蒙特婁的寄宿家庭住宿方式，也能選擇住在雙語，法語或英語
家庭。

在美麗又充滿藝術氣息城市的雙語學習經驗。就在蒙特婁!

一般法語 半密集法語 密集法語 法語學期/學年課程 雙語課程

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任何程度

開課日 每週一 每週一 每週一 每週一 每週一

期間
至少 
1週

至少 
1週

至少 
1週

至少 
24週

至少 
1週

每週課堂數 20 24 30 20、24或30 24或30

每週時數 15 18 22.5 15, 18, 22.5 18或22.5

*參閱價目表上列出的開課日期。 

蒙特婁-歐風十足的加拿大城市

EC蒙特婁分校的青年成就課程

此課程很適合高中畢業後想要體驗一年假期(gap year)的學生。學
生們有機會接觸探索健康、商業、藝術、時尚、政治、科技或其他
更多不同的領域。青年成就課程為每週24堂課(一般英/法語 + 4堂
特別重點課程)。

EC蒙特婁分校的青年成就課程特別為15至18歲的學生設計，主要幫想以英語、法語或兩者兼具方式完成大專或以上學業的學生做

好準備。

程度 任何程度

開課日 每週一

期間 至少1週

每週課堂數 每週24堂英語和/或法語課程

每週時數 18

我們會向學生們介紹所合作的加拿大大學院校銜接課程夥伴。也會定期
舉辦講座讓學生參加。我們負責銜接課程的經理也會和想在加拿大繼續
深造的學生們一起討論不同的規劃和選擇。

青年成就課程每週包含4堂特別重點課。課程包含如下：

1.  應考課程

2.  兼具教育性質的校外郊遊

3.  學術寫作課程

4.  其他特別項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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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開發和編碼
全新

課程相關
程度
英語程度：B2 – 中高級程度
最少4週–一般英語已安排

課程時間
16週。 
課程為每週二和四 
東部標準時間早上11點到下午2點  
(每週6小時) 

開課日期
2021年10月5日

開課分校
EC蒙特婁分校
EC多倫多分校

了解更多資訊

了解更多資訊

網頁開發職涯課程
建立和維護。設計和創造。 網頁開發人員參與為了全球資訊網(WWW)和內部網(Intranet)可使用
的網站設置。在這課程，您將了解並掌握前端開發人員每天使用的工具。 

EC剛加入了科技界，推出兩門全新課程–網頁開發和編碼。透過這些課程，您可以幫任何企業建
立重要的一環。

編碼職涯課程
了解計算機程式所使用的語言。設計和建立計算機程式來完成特定的計算結果，並執行特定任
務。在這課程，您將了解並掌握後端開發人員每天使用的工具。 

企業實習與志工服務

若您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
門課程:
  您想要練習職場必備的英語技能。

  您想讓您的專業技能更具競爭力。

  您想在志工服務或職場有一番不同作
為。

企業實習
適用開普敦分校

從眾多我們配合的公司中選擇一間能提供您專業並全英語環境中工作
的經驗，此包含了南非賽門鎮企鵝攤保育區(Boulders Beach Penguin 
Colony)。這對您的履歷是大大的加分。無薪實習計畫適用於所有英語
程度至少為中高級(Upper Intermediate)以上的學生。

志工服務
適用開普敦分校

志工服務能讓您的人格發展更臻完美，同時又能以有效的方式貢獻社
區和環境。EC開普敦分校提供您與動物或兒童一同工作的志工服務機
會，若您堅持熱情，就能找到合適您充分發揮的專案。增進您英語能
力和真實生活經驗的同時，又能對社區產生長遠的影響。

志工服務 企業實習

最低程度 中級 中高級

開課日 因不同計畫而異 每週一

工作體驗時間 大多數專案為期2週 4週至6個月

須研修語言課程時間 建議至少2週 至少4週

至少年滿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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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Bridge大學橋樑

僅限EC劍橋分校! 

如果您希望進入大學就讀或是想專注於學術英語，這課程將提供您在大學環境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和語言。除了基本的一般

英語技能，您還可以從其他學術類專業課程中選取想加強的部分來符合自己的需求。小組討論時，您可以加強研究和撰寫作文、

報告技巧、一般大學所需技能或是更多。透過我們專門設置的課程內容、線上作品、課別指導和不間斷的支持，您將會好好體驗

大學生活的樣子。

課程選擇
選擇要在標準和密集課程中每週學習20或30堂課。您還可以多選擇1或
2個專業課程來加強學習。

大學安排服務 
可獲得專家諮詢，包含：

  各別深入分析來按照您的意願選擇合適的大學課程

  指導您申請的過程，並提醒您如何可以成功申請重要的部分，也協
助準備推薦信和"申請動機"。 

 協助簽證申請

加選額外專業課程
每週可另外加選最多四個專業課程讓您在劍橋的生活更豐富。每個專業
課程是一週4堂課。

標準英語 
 每週20堂課
12堂一般英語
2個專業課程 (共8堂)

密集英語 
 每週30堂課
12堂一般英語
10堂應考技巧
2個專業課程 (共8堂)

或

數位學習歷程(ePortfolio) 
您可以透過Microsoft Teams查看您的數位學習歷程
(ePortfolio)，它能反映您的學習過程、且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您
的寫作、口說、簡報和專案合作的成果。可用來：

  確認和隨時監控您的目標，紀錄您如何實現目標，培養自我
檢視的技能，和證明了您可有效使用語言的技能

  收到老師給您的建議回饋

  反思自己的進步，甚至和同學們分享作業以獲得更進一步的
回饋

  在每個專業課程中可以看到自己進步的過程

  製作可和未來就讀的大學分享的簡報、論文或影片

全新

把差距填滿–為大學生活做好準備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課表

9.00 - 10.30 一般英語
專業課程1 
 大學生活

一般英語
專業課程2 

海報展示型報告
一般英語

10.30 - 10.45 休息15分鐘

10.45 - 12.15 一般英語
專業課程1 
 大學生活

一般英語
專業課程2 

海報展示型報告
一般英語

12.15 - 13.00 休息45分鐘

下午課表

13.00 - 14.30 應考技巧 應考技巧 應考技巧 應考技巧 應考技巧

14.30 - 14.45 休息15分鐘

14.45 - 16.15
選修專業課程3 
進階論文寫作

選修專業課程4 
閱讀和研究

1小時講座 (第3週)

16.15 - 16.30 休息15分鐘

16.30 - 18.00
選修專業課程3 
進階論文寫作

選修專業課程4 
閱讀和研究

課程相關
 課程長度為4, 8, 12, 16, 20或24週

 每4週開課 請參閱價目表 

 專業課程設計以4週為一單位

 講座在4週專業課程的第3週進行

 一般英語一班最多15人

 專業課程一班最多8人

 講座一班最多30人

 最低程度：初級

範例時間表

 進階簡報技巧
 學習：

e  表達 & 挑戰不同的觀點  
e 根據您的觀眾量身訂做報告 
e 如何應對挑戰的問題  
 

 進階論文寫作
 學習：

e 組織論文架構
e 避免重複
e 有效呈現和評估觀點 
e 引用來源

 聽力技巧
 學習：

e 聽課

專業課程
每4週的課程裡加選2個(標準)或4個(密集)專業課程來當作課程的一部分。

*更多其他專業課程包含大學生活，基本簡報技巧，基本論文寫作和海報展示型報告
技巧。 
專業課程可能會變動。

e 作筆記的技巧

 閱讀 & 研究
 學習：

e 批判性的評估文章內容
e 將閱讀技巧應用於閱讀長篇文章時
e 引用來源
e 總結和呈現成果 

 為大學做準備
 學習：

e 查詢大學和課程
e 寫個人陳述
e 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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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班 
適合上班族的客製化及彈性英文課程
我們在召集您們這些可以在世界各地彈性工作的數位遊民們!

每週學習12堂一般英語，加上4堂私人一對一課程來加強您個人學習需求，可再另外加選特別重點班讓您

在國外學習的時間發揮最大效用。您還可以使用辦公空間，以便在學習的同時繼續工作。

課程包含 
  在您抵達的第一天會完成評估分析，來確定您想加強的領域並安排

一對一的老師。

  每週一、三和五是和各國學生一起上的一般英語課程

  週二和週四為一對一課程來加強您需要的地方

  每週二和四有免費辦公空間可使用，讓您可以繼續工作 

  可到與主要學校分開的休息室放鬆身心

  每週一次免費劍橋活動

備有各種不同程度班別，若您有以下幾
點，就適合這門課程:
  無法隨時請假學習， 

但還是想要增進英文

 希望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交流

  有非常具體的學習需求 - 我們可以在一對一課程中
根據您的要求來客製化教學

僅限EC劍橋分校! 全新

實際執行的EC劍橋課程表

選擇適合您的選項 獨特升級選項 
每週可額外享受

  休息室免費茶和咖啡

  抵達前和學術團隊的一員先進行諮詢

  和學術團隊每週進行輔導會議

  一對一課程享有額外折扣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課表

9.00 - 10.30
一般英語課程

(3小時)

一對一
(90分鐘) 一般英語課程

(3小時)

一對一
(90分鐘) 一般英語課程

(3小時)
10.45 - 12.15 免費辦公時間和空間 免費辦公時間和空間

12.15 - 13.00 休息45分鐘

下午課表

13.00 - 14.30 特別重點班：職場英語

14.30 - 18.00 有可用的辦公時間和空間* 已包含辦公時間和空間 有可用的辦公時間和空間* 已包含辦公時間和空間 有可用的辦公時間和空間*

每週一三五可以用少許費用再預定額外的辦公空間。

12堂一般英語課程 
+ 每周4堂一對一課程

(每週16堂課)

12堂一般英語課程 
+ 10堂特別重點班 
+ 每周4堂一對一課程

(每週26堂課)

或

職場英語 

特別重點班

學習可以在英文工作場合使用到的新語言和字彙。每週的密集
課程裡 ，可以選擇10堂職場英語來讓自己更有信心使用商用
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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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感的分校
這些具時尚感的分校能豐富您的生活型態。在
當代學習環境中學習，並充份運用30歲以上
專班學生交誼廳的Wi-Fi和各種設施，最能讓
您的工作駕輕就熟，並和志同道合的同學培養
感情。這種學習經驗絕對能豐富您的職涯和生
活，千萬別中斷。 

為您量身打造的學習
與其他年輕的專業人士同班，能讓您在有趣
又與您息息相關環境中學習說、聽、讀和寫
英語。您還可參加令人振奮的社交活動，其
中都會包含您所選城市最具代表性又最有意
義的亮點。

擴展您的世界觀
身邊隨時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讓您有機
會能了解他們的文化、個人和專業背景。您課
程結束之後，您的個人和專業人脈就會更加寬
廣多元，又能擴增您的視野，讓您的個人和專
業發展機會都更為豐富。

在專屬學生休息室學習

EC 30歲以上專班

備有各種不同程度班別，若您具備以下決
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您想跟著不同生活經驗的年長同學學習英語。

  您渴望令人興奮的經驗還同時能繼續工作。

紐約30歲以上
專班

多倫多30歲以
上專班

溫哥華30歲以
上專班

倫敦30歲以上
專班

都柏林30歲以
上專班

馬爾他30歲以
上專班

分校基本資料

教室數 8 8 5 8 4 7

每班平均學生數 12 13 14 11 12 10

每班最多學生數 15 無 15 12 15 12

可收學生總數 120 120 150 96 48 78

學生電腦數 2 12 23 6 4 4

至少年滿 30 30 30 30 30 30

課程 

一般英語 (20) f f f f f f

半密集英語 (24) f f f – – –

密集英語 (30) f f f f f f

商用英語 (20) – – – f – –

職場英語 (20+10) f f f f f f

城區生活英語(20+4) f f – – – –

城區生活英語 (20 +10) f f – f f –

一對一 f f f f – f

企業小組班 (20，30) – – – – – f

50歲以上專班: 小組班 20 – – – – – f

加選課程: 英語和其他課程 舞蹈 – – – –  –

30歲以上專班課程均包含:
e 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免費Wi-Fi 

e 教科書

e 互動式電子白板/觸控式螢幕電視機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自修室與/或學生交誼廳

e 機場接送服務 - 僅限馬爾他分校30歲以上專 
 班 (當有註冊課程和住宿的同時) -

e 咖啡廳或廚房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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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巴西 7% 哥倫比亞

15% 日本 5% 西班牙

10% 韓國 5% 土耳其

7% 法國 30% 其他國籍(37)

27%巴西 9% 韓國

14% 墨西哥 3% 法國

13% 哥倫比亞 3% 智利

10% 日本 21% 其他國籍(41)

紐約30歲以上專班
在五光十色的大蘋果生活和學習!我們的30歲
以上專班就身處紐約市躍動的精華地區，等著
陪您一起開創您的紐約故事。走進分校電影般
的校門，在這座不眠城市找到自我。

多倫多30歲以上專班
多倫多一直都被評選為全世界最宜居城市之
一，請讓我們告訴您原因! 不論是中世紀風的
校園裡，或是在車水馬龍的中城區，世界馳名
的加拿大殷勤款待都在等著您。

國籍分佈1 國籍分佈1

EC 30歲以上專班分校

24%韓國 7％ 哥倫比亞

22% 巴西 4% 墨西哥

14％ 瑞士 3% 土耳其

12% 日本 19％ 其他國籍（30）

溫哥華30歲以上專班   
在繁華熱鬧的市中心學習，就近呈現給您溫哥
華最好的一面。不僅可以在這繁忙城市體驗不
同事物，戶外活動也是讓人興奮不已! 而且，別
忘了你還可以在這城市認識友善的當地人。

國籍分佈1

14%巴西 6% 土耳其

8% 沙烏地阿拉伯 6% 瑞士

8% 日本 6% 法國

7% 義大利 45% 其他國籍(76)

倫敦分校30歲以上專班
您語言學的未來就在這裡就在受到布盧姆茨伯
里派(Bloomsbury Group)啟發的倫敦分校教
室裡。維吉尼亞·吳爾芙等作家和哲學家與畫
家都在教室外盯著您等著看您開始實現您的未
來夢; 就在倫敦的市中心。

國籍分佈1

19%巴西 6% 法國

18% 義大利 6% 日本

9% 西班牙 6% 俄羅斯

7% 瑞士 29% 其他國籍(35)

都柏林30歲以上專班
都柏林融合了歷史和文化，讓您在這友善的城
市學習英語的同時也可以感到高興並且激發靈
感和想像。百年來深受藝術家和作家喜愛，歡
迎加入我們位在市中心的Grand Canal分校一
起學習英語。

1此數據從2018/19學生週數資料得出

國籍分佈1

22%巴西 6% 德國

13% 哥倫比亞 5% 義大利

8% 日本 5% 瑞士

6% 俄羅斯 35% 其他國籍(74)

馬爾他30歲以上專班
從戶外的陽光，到整座校園裡的馬諦斯鑲嵌圖
案，到處都能讓您感受到令人驚艷的地中海島
嶼風情。當地居民的和藹溫馨、陽光普照的日
子和熱心親切的教職員工，必定能讓您有個難
忘的刺激體驗。

國籍分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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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C Virtual來線
上學習英語和法語

EC網上學習平台
Powered by皆經認可

您是否有忙碌的行程但是還是想要參加我們的任一課程？您是

否想體驗這種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語言學習經驗？我們的線

上課程讓您選擇適合自己的時間表。 

因此，不論您想兼職或全職讀書，不論您是為了升學、工作或

是興趣為目的，您可以在舒適的家中學習。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同學一起上課，今天就開始學習吧！ 

EC Virtual提供您和在校上課一樣的課程，但稍微為線上學習方式做調
整。將由經驗豐富的EC老師授課，並讓您線上和同學一起學習。班級比
在校上課要小班制一點，所以可以更密集地學習，也增加了老師和學生
的互動機會。 

我們課程透過Microsoft Teams來進行，它是一個可以讓老師和同學一
起進行討論或完成功課等的線上學習平台。 

靈活性是EC Virtual的重心，因為我們在不同的時區間進行教學，並有
不同的課程強度供選擇。您甚至可以和老師進行私人課程，參加另外的
免費課程並與同學交流。您可以隨時隨地按照您想要的方式學習! 

僅EC倫敦分校教授的課程有受英國文化協會認證。

備有各種不同程度班別，若您具備以下決
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您想在不需要離開家的情形下建立或提高英語/法語全

面技能

  您想在參觀我們其中一間分校之前或之後開始學習
  您不能/不想旅行，但是想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起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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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Virtual 課程

一般英語課程
由EC倫敦分校提供課程

EC VIRTUAL 標準版

  每週2天

  適合在職學生

  至少10週

  有2種不同時區

  適合所有程度!

EC VIRTUAL 雅思高分班
  每週3天

  每週考試練習

  至少4週

  1種時區

  最低程度：中級以上

EC VIRTUAL 高級版
  每週5天

  快速提升能力

  至少1週

  有4種不同時區

  適合所有程度!

EC VIRTUAL 特定需求
  根據您的需要! 

  一對一或小組學習

  適合學生 / 專業人士 / 雇主

  根據您的需要! 

  適合所有程度!

生活忙碌的學生

適合學生 & 上班族! 

想積極投入 & 熱烈學習的學生!

針對特定領域 & 需求的學生! 

我們屢獲殊榮的課程適合所有人，不論初級至進階程度，或是時間有限的學生到可以彈性學習的學生。EC Virtual可以靈活滿足

您的需求，讓您選擇最適合自己生活方式和能力所及的課程。

EC Virtual 商務技巧 
 由EC倫敦分校提供課程

EC VIRTUAL 商務會議技巧
   管理會議；安排議程，為會議做結尾，總結該採取的

行動要點
   保持參與者朝會議方向進行，禮貌性打斷 
   清楚表達您的觀點
   反擊立場 

EC VIRTUAL 商用技巧  
 求職者

  履歷撰寫 
  面試準備；面試前查詢
   面試 - 討論您的工作經歷，展示您的優點
   面試 - 跟進回答，提問，提出有準備且根據的問題 

EC VIRTUAL 商用簡報技巧
  編寫有效的簡報投影片 
  和觀眾一起合作 - 線上或是面對面 
  發音，使用適合語調至維持聽眾參與度 
  簡報之後得到回饋

EC VIRTUAL 商用技巧 職場溝通
   表達您的觀點，同意和不同意他人的觀點或想法， 
   建立關係，學習如何在遠距團隊裡建立關係。 
  拓展人脈
   電子郵件和訊息 - 區分同事和客戶 (網路禮儀)

成功會議策略! 

找到夢想的工作

完美簡報!

自信 & 清晰地發言

全新

這一系列新課程針對想在國際環境中專注於職涯發展的人而設計。每項課程有不同的重點但又有靈活性；可選擇一種或全部四項。

學生可以學習想要的語言、技能和策略，讓自己能在各自選擇的領域中更有自信且有效地溝通。

每週 2 天 | 4週課程| 1 個時區 |最低程度：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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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學院校銜接課程 
由EC加拿大 & 倫敦分校提供課程

EC VIRTUAL 大學院校銜接課程
  每週2或3天

  無需托福/雅思

  10週課程且有固定開課日期

  有2種不同時區

  最低程度: 中高級

EC VIRTUAL 大學銜接課程預備
  每週5天

  一對一大學院校輔導課程。

  至少1週

  有4種不同時區

  初級至中級

為大專院校 / 大學生活做好準備!為銜接課程做準備! 

一般法語課程
由EC蒙特婁分校提供課程

目錄

線上法語情境會話&文法

  每週5天

  快速提升能力

  至少1週

  僅1種時區

  適合所有程度!

線上法語會話&聽力

  每週3天

  加強您的聽力和口說能力

  至少1週

  僅1種時區

  適合所有程度!

自信發言 理解和被理解

線上法語情境文法

 	 每週2天

 	 注重結構式文法

 	 至少1週

 	 僅1種時區

 	 適合所有程度!

線上法語考試 (TEFAQ) 準備

  每週1天

  練習考試

  至少4週

  僅1種時區

  最低程度：中級以上

成功表達! 證明您的流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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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作?
1.   課前 (15分鐘)

老師會給課前作業，並附上相關問題讓學生可以提前為上課做準
備。這可以是課本中的閱讀或聽力，相關影片或文章，或是EC 
Online的任一內容。學生能夠做好充分參與的準備，並從課程中獲
得最大的收穫。

2.  課堂中 (60分鐘)
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組成8-10人的小組和老師進行視訊通話討論。
他們會列出目標，針對課前老師給予的作業問題做討論，複習所有
問題，安排課後活動討論以及下一堂課的課前作業。學生應該為這
種比面對面上課還要密集的線上課程做好準備!

3.  課後 (30分鐘)
學生會被要求進行寫作或口說合作活動，且要上傳至Teams。每個
作業有明確的要求來讓學生可以自我評量，設置目標和了解自己的
進步。他們和組員進行線上討論，老師會在一旁查看協助。

EC Virtual 課程結構  

EC Virtual榮獲最佳學校獎項 
2021年由日本Ryugaku Journal雜誌頒發， 

 依照學生的回饋評比  

 EC Virtual No.1  
因為

課程品質

練習口說的機會

課程長度

想推薦分享給朋友

分級

我們的EC Virtual線上課程根據在校課程的教綱材料去做調整，以成功讓學生線上學習。研究證明我們的線上課程結構是

最有效地線上學習方式。因此，不論您選擇線上學習的原因是甚麼，您都可以確信您選擇了一個最適合的方式來學習語

言。

每門課程包含
  學生各自選擇線上課程時段。多個時區可以選擇。

  由合格且經驗豐富的英語或法語老師授課。

  面對面線上英文課程。

  課程安排每天30分鐘和同學合作討論。

  隨時登入EC Online網上學習平台使用課程教材來自學。

  為學習者專門設計的評估。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包含Word， PowerPoint，和更多
其他! 

  可以升級或加選一對一課程。

EC Virtual 線上學習學生課後感想 

課程深具挑戰性，但是很棒且有用！我的老師很有趣、親
切。我喜歡他教我的方式。課前和課後的作業練習讓我做好
萬全準備。我認為我的英文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

Nisakorn Panajapoe，泰國

EC網上學習平台就和EC學校一樣，去年我在EC倫敦分校學
習，而線上學習也給我相同的經驗。老師們都很棒而且熱心
協助您。我真心推薦給大家。

Nesil，奧地利

每堂課都好充實喔！我認為教學水平是值得認可的，因為學
習的一切都很棒。

Nataly，哥倫比亞

我有機會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交談，這讓我增進了口說技
巧。我也覺得文法部分因為老師教學方式讓我進步很多。接
下來我想做的事是出國留學! 

Kanata，日本

我有一個非常棒的老師和親切的同學。Fiona總是在這裡協助您
任何問題。當然，我也學到了好多新東西。或許之後我會再找時
間上更多的線上課程。謝謝EC所做的一切! 大家都要順利平安，
或許之後我們有機會再相見。

David Jutzet，瑞士

認真是必須的，但在EC Virtual學習非常輕鬆、有效率和有趣!

Massimo，義大利

EC Virtual讓我的英語口說能力更有自信且流暢，並且是絕佳
機會讓我能在舒服的家裡上課增進我的英語能力。

Maria Antonietta，義大利

參加線上EC課程是一次很美好的經驗。您不覺得錯過任何
事，不論您忙於工作或學習，都還是方便，您可以將課程整
合到日程安排中。不用再特別強調，這是最好的方式，和經
驗豐富的老師們以及良好環境中學習英文。

Wafa，利比亞

首先，上課氣氛非常棒。我們很享受用英文交換意見。就算我們
有意見不同的地方，我們也都彼此互相尊重，因為我們知道我們
皆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EC Virtual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安心，充
滿尊重和友好地學習英語的環境。

兩個月前，我對說英語很沒有自信，因為在日本的學校課程中，
強調閱讀和聽力，所以我們很難練習口說。然而，在EC Virtual
線上學習討論當中，我可以用英文和同學表達我的想法了。這對
我來說是一大進步。

很高興我們可以和住在另個國家的人分享彼此經驗。課堂討論
裡，每個同學的經歷都反映在他們表達的意見當中。我們可以藉
由這方式來體驗一個我們從來沒去過的國家。如果您學了英文，
就可以做到。我發現英語是一個很棒的溝通工具。這對我來講是
一個很棒的經驗。

Haruki，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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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合您的目的地
我們每一所美崙美奐分校的地點都經過精挑細
選，獨特的環境和設備，絕對能帶給您無與倫
比的英語學習經驗。
 
世界上有那麼多的學校，您深信自己會找到完
美的一所。想像自己身在EC其中一間分校，在
互動式電子白板或觸控式螢幕電視機等現代、
尖端設施中學習。由經驗豐富的老師授課，
且專注於您的進步。別忘了我們還有學生休
息室、圖書館、免費Wi-Fi，自修室和學生電
腦。EC學校就缺一個...你/妳！

加拿大
蒙特婁

多倫多

多倫多30歲以上專班

溫哥華

溫哥華30歲以上專班

美國
波士頓

紐約

紐約30歲以上專班

聖地牙哥

舊金山

洛杉磯 

英國
倫敦

倫敦30歲以上專班

劍橋

布萊頓 

布里斯托 

曼徹斯特

3
大洲

6 

國家

22 
分校

愛爾蘭
都柏林 

都柏林30歲以上專班

馬爾他
馬爾他

馬爾他30歲以上專班

南非
開普敦

6

30+ 不同地點

140+ 

國籍

45k+ 
每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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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學習英語

美國
從東岸到西岸，我們一流的美國分校會為各年齡層的學生帶來豐富愉悅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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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
美國最古老城市之一，波士頓因為擁有為數眾多學生而展現歐洲風情又變幻莫測。若您醉心美國歷史又想在市中心的現代化校園

學習選讀EC波士頓分校絕對能讓您學會別具一格的波士頓腔! 分校就緊鄰城市的食品和購物中心-費紐爾廳市場街(Faneuil Hall 

Marketplace)。

練習您在課堂所學

波士頓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波士頓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50-275美元。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50 – $4.5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2.00 速食套餐 $6.50 – $9.00

便餐、經濟餐廳 $12.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9.00 – $9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單程$2.40 - $2.90，和月票
$90.00

學習
請記得務必進行課後練習-若您選讀8週或以上課
程，可以參加我們的免費會話夥伴課程，我們會為
您選配一名母語人士，讓您在非正式環境中練習口
說。我們的免費語言研習班還能幫助您訓練文法、

履歷或求職面談技巧。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學期/學年班 (24/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會話夥伴課程 (8週以上課程)

e  免費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9% 巴西 8% 日本

15% 沙烏地阿拉伯 6% 台灣

12% 韓國 4% 西班牙

12% 哥倫比亞 24% 其他 (31)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生氣蓬勃的城市波士頓

我們為什麼喜愛EC波士頓分校
呢?
波士頓是一座國際化城市，但也是典型美國城市！我們的
學生喜歡探索歷史悠久的街區，免費參觀哈佛和麻省理工
學院，並觀看一些美國著名的運動隊。我們位於方便的地
理位置，週末可以前往紐約、華盛頓特區，甚至是尼加拉
瓜大瀑布！

Wasim，中心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簡介

new england
aquarium

boston
harbour

boston
harbour
cruises

christopher columbus
waterfront park

faneuil hall &
quincy market

old state house

freedom trail

state st station

norman b
levanthal park

government
center station

boston
common

frog
pond

cambridge st

beacon st

congress st

state st

cross st

FANEUIL HALL
MARKETPLACE

NORTH
END

EC 

distance from ec

swan boats 2km

back bay 5km

harvard university 10km

salem 24km

cape cod 112km

martha’s vineyard 153km

�
←
�
↑
↓
↓

400 m
approx. 5 min walk

7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05
可收學生總數

19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1 Faneuil Hall Square,   
Boston, MA 0210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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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

紐約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紐約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300-325美元。  

在這不眠之城，您也不會想睡的!這令人驚艷的城市讓您永遠忙不完，從藝術到建築和運動，還有夜生活。EC紐約分校就在時代

廣場中心區，歷史悠久的派拉蒙大樓裡，很多電影場景都可見它的身影!

曼哈頓美景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50 – $5.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2.50 速食套餐 $6.00 – $12.00

便餐、經濟餐廳 $15.00 – $25.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35.00 – $15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75 (（單程）;$128.00（地鐵
卡30天）

學習
參加我們的紐約市生活技能研習班，或是會話或文法研
習班，您就能像個當地人一樣遊遍紐約。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職場英語(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僅限30

歲以上專班)
  城區生活英語(20堂一般英語 + 4堂城區生活英語；

季節性限定) 
  -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僅限30歲以上專班；季節性限定)
  學期/學年班 (24/30)
   托福應考班 (20；季節限定/30 –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托福考試)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曼哈頓寄宿家庭 標準型 

  宿舍 標準型

  分租公寓 高級型 

以及其他…
  英語加舞蹈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校內簡餐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9% 韓國 5% 哥倫比亞

19% 日本 4% 法國

17% 巴西 4% 土耳其

6% 台灣 26% 其他 (31)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學習、放鬆和閒聊

簡介

9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35
可收學生總數

26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紐約分校
呢?
您只要步行就可以到第五大道逛街，或上帝國大廈欣賞壯
麗景觀，而且中央車站四通八達。布萊恩公園一年四季都
是學生的最愛，冬季可以滑冰，而其他季節則可以練習瑜
珈。到紐約一定要看洋基棒球隊比賽，或騎著自行車逛中
央公園。 

至於週末輕旅行，您則可以到尼加拉瀑布、波士頓或甚至
華盛頓特區等地方一遊。

Bindu，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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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 state
building

macy’s

radio city

grand central
station

bryant
park

rockefeller
centre

carnegie hall

bloomingdale’s
tiffany & co.

THEATRE
DISTRICT

HELL’S
KITCHEN

GARMENT
DISTRICT

CHELSEA

TIMES
SQUARE

central
park

hudso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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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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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650 m
approx. 8 min walk

distance from ec

soho 4km

east village 5km

brooklyn bridge 5.5km

statue of liberty 8km

£
↓
↓
£

The Lion King

Chicago

Wicked

Jersey Boys

1501 Broadway, Floor 11,   
New York, NY 1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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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電車探索舊金山

舊金山

舊金山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舊金山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85-300美元。 

從淘金者到嬉皮，對於開創人生新境界的人來說，舊金山長久以來都是一個庇護所。而今日舉目所見，則是各種風格的建築和讓

您目不暇給的絕美景致。EC舊金山分校位於市中心並在街車行經Califonia Street路上。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50 – $5.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2.50 速食套餐 $7.00 – $10.00

便餐、經濟餐廳 $12.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45.00 – $15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50 - $2.75 (單程)；$75.00 - 
$95.00 (月票)

學習
免費語言研習班包含發音和寫作，以及認識加州的

歷史和文化。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學期/學年班 (24/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宿舍 舒適型

  分租酒店式公寓 標準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咖啡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0% 巴西 6% 法國

17% 韓國 6% 沙烏地阿拉伯

15% 日本 6% 土耳其

7% 台灣 23% 其他 (34)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8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224
可收學生總數

12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舊金山分校
呢?
我稱舊金山是一個有多種豐富混合的小城市，這個半島
上有40個具標誌性和獨特性的社區。參加SoMa的科技活
動、到Land's End健行登山、在金門大橋公園的花園/博物
館放鬆小憩，別忘了著名景點像是金門大橋、海特-艾許伯
里社區、還有惡魔島監獄。這就像是個受過教育的社區，
在多樣性和改革方面領先於國家。 

這些只是為什麼那麼多人愛上舊金山的些許原因。

Ryan，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微笑，開心 & 一起學習

distance from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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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California Street, Suite 210,  
San Francisco, CA 94104,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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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
準備好您的泳衣和蛙鞋!從EC聖地牙哥分校走路不到5分鐘就是拉霍亞海灘，結合英語和衝浪，別致又悠閒的語言學校。

聖地牙哥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聖地牙哥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25美元。

結識新的但即將成為一輩子的朋友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50 – $5.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2.50 速食套餐 $6.00 – $9.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3.00 – $8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25 - $3.00 (（單程）;$55.00 - 
$80.00（月票）

學習
下課時間千萬別只坐在交誼廳裡！參加我們特別加強

會話、發音或語法技巧的免費語言研習班。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城區生活英

語)

  學期/學年班 (24/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酒店式公寓 高級型 

以及其他…
  英語加衝浪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學生交誼廳

  自修室

  電腦室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2% 沙烏地阿拉伯 10% 韓國

19% 巴西 4% 義大利

15% 瑞士 2% 法國

12% 日本 16% 其他 (31)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8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20
可收學生總數

21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聖地牙哥分
校呢?
我們總是建議透過與當地人士一起參加志工服務來回饋社
區，同時又能增進英語能力。甚至，還能讓您增添永生難
忘的回憶，並且在沙灘活動中認識新朋友。但一定要記
得，學生們最喜愛的活動之一，就是去參觀聖地牙哥野生
動物園。

至於週末，您可以到舊金山、拉斯維加斯、大峽谷或洛杉
磯遊玩。到洛杉磯時，還可以順道一遊迪士尼和環球影
城!」。

Heather，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互動式電子白板

distance from ec

pacific beach seafront 7km

torrey pines golf course 9km

seaworld 15km

gaslamp quarter 22km

balboa park 24km

mexico 49km

los angeles 180km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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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聖塔莫尼卡

洛杉磯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洛杉磯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50美元。  

每個人的畢生願望清單上，一定都會有這座天使之城，在這裡您可以到處捕捉野生名人，或在海灘宜人的陽光下享受衝浪樂趣。

我們EC洛杉磯分校的員工，都跟這裡的天氣一樣親切燦爛，從地點絕佳的聖塔莫尼卡校區走路只要幾分鐘就會到海灘。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50 – $5.5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3.00 速食套餐 $7.00 – $10.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5.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5.00 – $7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1.75（單程）；$90.00 - 
$110.00（月票）

美國影視產業的中心

學習
「老師有問必答」是我們最熱門的免費研習班之
一，有關英語的任何疑問，您都可以獲得解答!您還

可以參加我們的發音輔導和日常英語研習班。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學期/學年班 (24/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電腦室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祈禱室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1% 日本 5% 韓國

19% 巴西 4% 台灣

13% 沙烏地阿拉伯 4% 土耳其

10% 瑞士 24% 其他 (38)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20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225
可收學生總數

29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洛杉磯分校
呢?
大多數人想到洛杉磯時，他們想到迷人的電影明星，比佛
利山莊繁華大道或是聖塔莫尼卡碼頭的美麗夕陽。您還可
以參觀世界一流的博物館像是蓋蒂中心和當代藝術博物
館，學習在威尼斯海灘衝浪或是任何風景如畫的小徑上散
步。熱愛美食者可以在市中心享受墨西哥早餐，唐人街享
用點心，並在晚上享用韓國燒烤。報名參加免費的電視直
播節目或電影的全球首映，或許您可以親眼見到自己喜歡
的明星！

Chris，教學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將您的教育提升到下一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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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from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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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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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學習英語

加拿大
我們絕佳、友善的加拿大分校正在等待您開始英語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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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婁

蒙特婁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蒙特婁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50加幣。

新舊交融的蒙特婁，兼具歐陸魅力和北美的創新，包容舊世界的文化和新世界的娛樂。我們獨一無二的課程，當然會在我們最獨

特的分校開設!這是我們能讓您同時學習英語或法語，或兩者合修的唯一EC分校。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50 – $5.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25 – $2.25 速食套餐 $8.00 – $12.00

便餐、經濟餐廳 $15.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5.00 – $7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3.75 (單程)；$86.50 (月票)

蒙特婁夜晚迷人的夜景

學習
透過包含面試和雅思應考技巧，以及圓桌討論會等
的語言研習班(使用英語和法語)，來加強您的學習

效果。

  一般英語/法語 (20/24/30)

  雙語 (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青年成就班 (20 英語/法語) 

 (一般英語/法語 + 4堂特別重點)

  英語/法語學期/學年班  

 (20/24/30)

  雅思應考課程(20堂一般英語 + 10堂應考)

  英語/法語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房間分租 標準型 

以及其他…
  英語/法語加: 廚藝美食

  英語加：網頁設計和編碼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僅限英語課程)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僅限英語課程)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英語或法語）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學生交誼廳

  自修室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料理區

  校內咖啡廳/餐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2%巴西 9% 日本

18% 哥倫比亞 6% 瑞士

13% 墨西哥 3% 法國

9% 韓國 20% 其他 (51)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22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                                                                   
學生數

290
可收學生總數

15
學生電腦數

15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蒙特婁分校
呢?
我們位在城區主要商店街上，蒙特婁的特色一覽無遺。您
可以步行上皇家山，走過蜿蜒的小街一遊蒙特婁老城區，
和欣賞城裡各種藝術和建築的不同景致，像是著名的聖母
聖殿等。 

參觀魁北克當地楓糖漿產製過程，則是最受歡迎的週末之
旅。您可以搭乘牽引機和品嚐傳統的楓糖小屋餐，沉浸在
濃郁的楓糖漿裡！

Renee，學生事務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在EC語言學校學習英語或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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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St. Catherine Street West, Suite 401,  
Montreal, Quebec, H3H 2S2,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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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

多倫多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多倫多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330-350加幣。  

古德漢大廈，也稱為熨斗大廈

全球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半數以上的多倫多人並非加拿大出生。居民為這座城市型塑了多采多姿的文化，這裡不乏頂級餐

館，卻也見得到海灘! EC多倫多分校就離著名的楊格街不遠。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00 – $5.7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30 – $3.00 速食套餐 $9.00 – $14.00

便餐、經濟餐廳 $15.00 – $25.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40.00 – $8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3.25 (（單程）;$152.00（月
票）

學習
免費語言研習班包括寫作要訣和新聞快報等許多單元!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職場英語(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僅限

30歲以上專班)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城區生活英

語；季節性限定)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僅限30歲以上專班；季節性限定)

  學期/學年班(20/24/30)

  雅思/托福/多益應考課程 (20)

  大學銜接課程 (24/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劍橋、雅思、托福、多益測驗中心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微波爐

  校內咖啡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4%韓國 6% 墨西哥

20% 巴西 4% 哥倫比亞

16% 日本 3% 瑞士

7% 土耳其 20% 其他 (45)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7
教室數

13
每班平均                                                                   
學生數

255
可收學生總數

15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多倫多分校
呢?
登上一趟加拿大國家電視塔，就能盡覽城裡美景，也可以
探索緊鄰分校，商店和餐館林立的楊格艾靈頓街區。當
然，來這裡一定要去看多倫多藍鳥隊的棒球賽，甚至還可
以試試加拿大最熱門的運動-曲棍球! 

週末則可以去看看具代表性的尼加拉瀑布，或者到紐約市
或蒙特婁一遊。  

Juan，學生事務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角色扮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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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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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

溫哥華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溫哥華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70-300加幣。

溫哥華吊橋公園-野外活動愛好者的夢想

溫哥華就像是加拿大的洛杉磯。這座令人驚艷又友善的西岸城市，文化氣息豐盛，戶外活動多樣，還有購物和娛樂，全都展現在太平

洋和海岸山脈無盡的美景之中。追求壯麗美景和活躍生活型態的您，到溫哥華學習英語就對了。分校就在緊鄰煤氣鎮的溫哥華市中

心。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3.75 – $5.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25 – $3.00 速食套餐 $9.00 – $11.00

便餐、經濟餐廳 $13.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35.00 – $7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50 - $3.00 (單程)；$95.00 - 
$130.00 (月票)

學習
我們針對不同程度備有額外的協助和會話單元，讓您能

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更多個別協助。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職場英語(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僅限30

歲以上專班)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城區生活英語；

季節性限定) 

  學期/學年班(20/24/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應考課程(20)

  大學銜接課程 (24/3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舒適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劍橋測驗中心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料理區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2%韓國 7% 墨西哥

20% 巴西 4% 哥倫比亞

15% 日本 3% 台灣

11% 瑞士 18% 其他 (34)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2
教室數

13
每班平均                                                                   
學生數

180
可收學生總數

10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溫哥華分校
呢?
您可以健行登上深灣的採石場岩欣賞美景，或來一趟在天
花板懸擺卻像是翱翔加拿大上空的「飛越加拿大」之旅。
或是暢遊卡皮拉諾吊橋公園，試試懸崖步道和林梢步道等
探險活動。羅布森街和許多農夫市集都能讓您盡興採購。

您可以利用週末上山到惠斯勒，或是英屬哥倫比亞省的首
府，欣賞像布查花園等處的仙境般美景。  

Maura，學生事務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EC溫哥華分校擁有優良設施 

howe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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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rard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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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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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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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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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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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ph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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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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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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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m
approx. 5 min walk

distance from ec

granville island 3km

stanley park 3km

whistler 120km

�
�
↑

EC 

570 Dunsmuir Street, Suite 300,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V6B 1Y1,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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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學習英語

英國
從熱鬧的倫敦到濱海城市布萊頓或更遠，我們英國分校為每位學生帶來
一些驚喜。

目錄

84 85



 

倫敦

倫敦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倫敦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00英鎊。

這座城市無需介紹，口碑就代表其本身。倫敦是全世界遊客最多的城市之一，它總能滿足每個人的不同需求，從歌舞劇和博物

館，到鮮活亮麗的夜生活和生氣蓬勃的居民。EC倫敦分校鄰近尤斯頓車站，到倫敦市區各地都極方便!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50 –  £3.5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60 –  £1.50 速食套餐 £5.00 – £7.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30.00 – £7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1.75 - £3.00（單程）；£120.00 
- £175.00（月票）

良好氣氛的時髦休息室

學習
參加我們包含發音、履歷寫作、會話技巧等單元的免
費語言研習班，為您的課程加分。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

  商用英語 (20) 僅限30歲以上專班

  學期/學年班(20/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舒適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2%巴西 7% 沙烏地阿拉伯

12% 韓國 7% 瑞士

12% 土耳其 6% 台灣

10% 日本 34% 其他 (50)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4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4名)

186
可收學生總數

16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倫敦分校
呢?
我們深以分校的社區意識為傲，從帶動唱和卡拉OK之
夜，到由分校教師和員工帶路的酒館巡禮。您務必參觀倫
敦眼和杜莎夫人蠟像館等景，還可以盡情享受專為EC倫
敦分校學生舉辦的週五夜迪斯可派對。這是認識新朋友的
最好方式！

從倫敦出發去旅遊相當方便，所以每週末都有舉辦到劍橋
或格拉斯頓柏立，甚至布魯日的輕旅行！ 

Tom，學生事務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俯瞰英國最高建築，碎片塔 (The 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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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c by underground

camden town 9 min

piccadilly circus 14 min

buckingham palace 18 min

london eye 22 min

brick lane 22 min

↑
�
↓
↓
→

EC

charlotte st

500 m

approx. 6 min walk

Euston House, 24 Eversholt Street, 
London, NW1 1AD,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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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
劍橋是溯自13世紀的一座古老歷史的學生之城，城中的建築可見一斑。EC劍橋分校位在城裡的歷史中心，地點令人羨慕，圍繞著景

色宜人的康河。

劍橋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劍橋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70-180英鎊。

在美麗的劍橋大學城划船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00 – £3.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80 – £1.50 速食套餐 £5.00 – £7.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18.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2.00 – £4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50 - £3.50 (單程)；£50.00 - 
£65.00 (月票)

學習
口語輔導是學生們最喜愛的免費研習班，因為除了
能練習語言技能之外，還能讓學生有機會在課後互
動。其他還有寫作、家庭作業和發音輔導等免費語
言研習班。

  一般英語 (20)

  UniBridge 標準課程 (12堂一般英語 + 8堂學術  

 英語)

   UniBridge 密集課程 (12堂一般英語 + 8堂學術

英語 + 10堂考試準備)

  速成標準課程 (12堂一般英語 + 4堂一對一)

   速成密集課程 (12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 4堂一對一)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舒適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e-Portfolio (僅限UniBridge課程)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7%沙烏地阿拉伯 7% 阿曼

10% 土耳其 6% 韓國

9% 巴西 6% 日本

7% 義大利 38% 其他 (48)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4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203
可收學生總數

20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劍橋分校
呢?
我們喜歡劍橋，因為那裡有太多可看、可做和可學的事！
我們的學生喜歡在康河划船；這是欣賞劍橋大學並拍攝大
量照片的大好機會！我們很幸運，因為這座城市有很多綠
地，而且我們還有美麗的植物園可供參觀。 EC劍橋分校坐
落在靠近市中心和購物區的現代建築內。而且因為我們有
快速的鐵路系統連接到倫敦，許多學生喜歡在周末前往倫
敦觀光或參觀劇院。 

Jackie，中心經理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在EC劍橋分校的有趣互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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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son House, 57 - 61 Burleigh Street,  
 Cambridge, CB1 1DJ,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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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頓
布萊頓是另類及創新藝術、音樂和文化的大熔爐，同時還保有典型的英國海濱傳統。若您喜歡白天在海灘上享受鮮魚和薯條，晚
上又能體驗超酷的地下音樂祭，來這裡就對了。 

布萊頓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布萊頓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65-170英鎊。

從EC分校走路幾分鐘就到的布萊頓碼頭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30 – £3.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80 – £1.50 速食套餐 £4.50 – £6.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5.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5.00 – £7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70 (單程)；£50.00 - £80.00 
(月票)

學習
會話單元是最受歡迎的免費語言研習之一，您可以在當
地咖啡廳裡，跟老師和別班同學在自然的環境中一起
練習英語。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語)

  學期/學年班(20/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祈禱室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2%沙烏地阿拉伯 6% 巴西

13% 韓國 5% 科威特

11% 土耳其 5% 義大利

9% 瑞士 29% 其他 (43)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8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270
可收學生總數

28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布萊頓分校
呢?
在EC布萊頓分校，您可以沉浸在這座城市的獨特文化中。
除了著名的海灘、商店、餐廳和夜生活，布萊頓還以其藝
術和多樣性而聞名，五月為我們帶來了布萊頓藝術節和藝
穗節，八月則有歐洲最大的同志驕傲活動之一。學校本身
位於市中心，就在碼頭旁邊，這意味著在我們現代摩登的
學校學習後，您可以在短短幾分鐘內到海灘上或布萊頓的
眾多酒吧中放鬆身心！布萊頓也被迷人的鄉村所環繞。有
什麼不喜歡的？！

Charlotte，研究助理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EC布萊頓分校-整個分校自成一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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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phin House, Manchester Street,  
Brighton, BN2 1TF,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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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
秀麗、濱河又離倫敦不到2小時車程的布里斯托，一直都被評選為全英國最酷的城市之一，特別受到老饕、建築愛好者和愛樂迷

的鍾愛。環繞在波狀丘陵和蒼翠綠蔭中的整座城市充滿嘻哈、都會和學生氛圍。

布里斯托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布里斯托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65-170英鎊。

布里斯托大教堂，位於學院格林 (College Green)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30 – £3.5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60 – £1.20 速食套餐 £4.75 – £7.5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20.00 – £4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00 - £3.00 (單程)；£50.00 - 
£90.00 (月票)

學習
試試我們的免費語言研習班！來一杯絕對傳統的
英國茶和會話單元，還有發音輔導等都是學生們
的最愛。參加我們的履歷輔導還能讓您的履歷更
完美，我們會提供您要訣和技巧，協助您爭取夢
寐以求的工作。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學期/學年班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標準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4%沙烏地阿拉伯 8% 瑞士

9% 西班牙 6% 科威特

9% 義大利 5% 阿曼

8% 韓國 31% 其他 (35)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9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10
可收學生總數

16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布里斯托分
校呢?
我們非常喜歡分校的地點，就在皇后廣場，城市中心的寧
靜綠洲。您若熱愛刺激，可以走過跨河的吊橋，或體驗一
下布里斯托鬼魂出沒驚悚步道的驚險。熱愛藝文的學生們
都喜歡參加街頭藝術之旅，探索這班斯克之都！

至於週末，您可以探索巴斯古羅馬城，或是體驗一下倫敦
的城市生活！ 

Dan，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at-bristol
museum

bristol old vic
theatrewatershed 

media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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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brandon hill 
natur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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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dral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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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nicolas
market

st mary redcliff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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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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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ot circus
shopping centre

castle 
park

baldwin stcollege green

floating harbour

EC 

400 m
approx. 5 min walk

distance from ec

bristol zoo gardens
35 min walk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36 min walk

bath
30 min by train

stonehenge
1 hr 20 min by car

london
2 hr by train

�
←
�
�
→

ss great britain

aquarium

hippodrome
theatre

cinema

colston hallo2 academy

63 Queen Square,  
Bristol, BS1 4JZ, UK

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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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

曼徹斯特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曼徹斯特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55-160英鎊。  

曼徹斯特因其工業淵源和創新精神，使其成為英國音樂、美食和娛樂最重要的創新重鎮之一。居民以其友善的態度和對足球的熱

愛而聞名於世，其中最著名的景點都在EC曼徹斯特分校附近，就在市中心。

“足球”是曼徹斯特的第二語言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25 – £3.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75 – £1.50 速食套餐 £5.00 – £6.00

便餐、經濟餐廳 £8.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17.00 – £3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20 - £4.00 (（單程）;£50.00 - 
£80.00（月票）

學習
文法加強，雅思課程，口說和發音加強都是我們為
您準備的研習班。詳情請查看學校的告示板!

  一般英語 (20/30)

  學期/學年班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標準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30%沙烏地阿拉伯 6% 阿曼

12% 西班牙 6% 瑞士

10% 巴西 5% 哥倫比亞

9% 科威特 22% 其他 (30)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9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35
可收學生總數

15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曼徹斯特分
校呢?
曼徹斯特以3件事聞名：足球，音樂和友善的人! 但不只
這些。從在購物中心的設計師精品購物經驗到北區特色獨
立咖啡館和餐廳，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些難得體驗。您還
可以從城市到鄉村僅需20分鐘，有很多景點可以參觀：湖
區、山峰區、威爾士、約克和切斯特，這些都是在您經過
艱苦的一週學習後可以好好放鬆身心的美麗地方。就像當
地人所說，"這裡是曼徹斯特，我們在這裡做不一樣的事。

Darran，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課堂休息時間一起閒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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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爾蘭學習英語

愛爾蘭
以聖人和學者之地、以及熱情友好的人民和世界著名文學而聞名。今天
開始在愛爾蘭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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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

都柏林的生活支出建議規劃就讀EC都柏林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210-220歐元。  

都柏林長久以來都是個文學之都，因此充滿創意能量、美妙的夜生活和親切的居民。EC都柏林分校設有高科技教室，為表揚都

柏林成功的文學創舉而特別訂製的藝術品，再加上絕佳地理位置，位於運河前和Portobello中心點。   

都柏林拱門(The Dublinia Arch)，連接基督教會大教堂和都柏林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2.50 – €3.50 瓶裝水/汽水(330 cc) €1.00 – €2.00 速食套餐 €7.00 – €9.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30.00 – €65.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2.40 - €3.00 (單程)；€100.00 - 
€150.00 (月票)

學習
免費語言研習班包括發音課、讀書會和履歷輔導，
您可以將履歷帶到課堂上接受檢討，並獲得講評與
建議。我們還備有免費課程; 我們的免費介系詞課總
是滿座!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

  學期/學年班(20/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舒適型

以及其他…
  大學入學服務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附近的咖啡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8%土耳其 8% 日本

12% 巴西 7% 瑞士

10% 韓國 7% 沙烏地阿拉伯

10% 台灣 28% 其他 (23)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9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35
可收學生總數

15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18歲，於 6月

28日至8月16日期間)

我們為什麼喜愛EC都柏林分校
呢?
您可以到健力士黑啤酒博物館，或愛爾蘭威士忌博物館體
驗當地文化，接著再參觀歷史悠久的三一學院。佔地廣闊
的鳳凰公園裡就有總統官邸，還有都柏林動物園。歷史愛
好者還可以探索建於15世紀的塔樓城堡遺跡。

歡度週末的絕佳方式，就是邀集一群朋友來一趟公路之
旅。最受歡迎的行程之一，就是觀賞5000年前歷史遺址的
博伊恩谷之旅! 

Kenny，中心主任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在EC都柏林分校的特色牆前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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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 6 min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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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ouche House, 1 Grove Road  
 Rathmines, Dublin 6, D06 F761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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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爾他學習英語

馬爾他
地中海的瑰寶承諾以豐富的歷史，文化，海洋和陽光來體驗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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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

馬爾他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馬爾他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70歐元。  

馬爾他是銀光閃爍地中海環繞的一座小島，島上有許多全世界最古老的廟宇，還有華麗建築圍繞的美麗海灘。EC馬爾他分校就

在馬爾他的娛樂區，附近就有能到達全島各地的巴士路線。 

馬爾他，歷史、陽光、歡樂之都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1.50 – €3.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0.50 – €1.50 速食套餐 €7.00 – €8.00

便餐、經濟餐廳 €10.00 – €20.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30.00 – €6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1.50 - €2.00 (單程)；€25.00 - 
€30.00 (月票)

學習
免費語言研習包括文法輔導、發音和聽力訓練課
程，您可以練習文法，獲得求職建議，並在分校裡
的咖啡廳演練日常口語。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小組班(20/30)

  企業小組班 (20/30) 僅限30歲以上專班

  學期/學年班(20/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托福應考課程 (30)

  一對一

  50歲以上的小組班 & 活動課程 (20)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宿舍 標準型, 舒適型 

以及其他…
  劍橋測驗中心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當預定EC住宿，第一天抵達時有機場接機服務        
- (當有註冊課程和住宿的同時)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可使用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大樓裡的咖啡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15%巴西 7% 土耳其

14% 哥倫比亞 6% 瑞士

13% 日本 5% 韓國

8% 法國 32% 其他 (77)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44
教室數

10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多12名)

6
小組班 

每班人數上限

498
可收學生總數

23
學生電腦數

16
最低年齡(18歲-春季3/27 - 

4/18； 
夏季6/19 - 8/29； 
秋季10/2 - 10/30)

我們為什麼喜愛EC馬爾他分校
呢?
馬爾他充滿歡樂、陽光和建築，而EC分校的活動則會帶著
您一一探索。學生們都喜歡跟著我們一起探索姊妹島-哥
佐島，還有科米諾島的藍瀉湖。參加我們到姆迪納古城、
瓦萊塔和三城的課外旅遊，一起體驗馬爾他的巴洛克式歷
史。千萬別錯過夜生活，夏季期間每天都有各式派對。一
日行程則包括西西里島，您也可以逛逛馬爾薩什洛克週日
市場，或跟好友到聖彼得池游泳清涼一下。 

Alain，學生事務協調員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我們的第一所EC學校開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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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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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O

MALTA

mdina

5 km

EC 

from malta by ferry

sicily 90 min ↑

‘Language House’, Marguerite Mangion Street,   
 St. Julians, STJ 3180, Ma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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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學習英語

南非
擁有壯麗的景色和令人羨慕的生活方式，在開普敦學習英語將是您一生
難忘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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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普敦

開普敦的生活支出 建議規劃就讀EC開普敦分校期間包含交通、飲食和娛樂等基本費用的預算: 每週約 125歐元。  

這座南非的母城融合了各種不同文化，並反映在四週的景觀。您可以體驗各種料理、夜生活和人群，還能逛逛附近波西米亞人經

常出沒的長街，離EC開普敦分校才幾條街。

開普敦，連接的不僅是人！

請注意，所有費用均僅為預估平均值，且可能不定期變動。資料來源: 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咖啡 / 卡布奇諾(星巴克) €1.35 – €2.00 瓶裝水/汽水(330 cc) €.50 – €1.00 速食套餐 €3.15 – €5.15

便餐、經濟餐廳 €6.50 – €13.00 健身俱樂部(每月， 1 成人) €17.00 – €50.00
大眾運輸                                                                 
(地方性運輸)

€0.65-€1.40 (單程); €17.50-40.00 
(月票)

學習
免費語言研習包括聽力和寫作練習單元。參加包含聽
力和寫作練習單元的免費語言研習，為您的課程加
分。若您選讀4週以上課程，就能申請開普敦附近各
種不同產業和企業的實習課程。

  一般英語 (20/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

  學期/學年班 (20/30)

  劍橋應考課程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

  一對一

睡眠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宿舍 標準型, 舒適型 

以及其他…
  英語加狩獵

  企業實習

  志工服務課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使用EC網上學習平台

e  當預定EC住宿，第一天抵達時有機場接機服務        
- (當有註冊課程和住宿的同時)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e  額外的語言研討會與活動

e  社會及文化課程 

e  迎新活動

e  免費WiFi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可使用
  全面配備互動式電子白板

  圖書館

  自修室

  學生交誼廳

您的同班同學有哪些人呢?
國籍分佈

25%沙烏地阿拉伯 3% 土耳其

17% 巴西 3% 法國

10% 葉門 2% 利比亞

9% 瑞士 31% 其他 (39)

年齡分佈

16-17 18-20 21-25 26-30 31-40 41-50 51+

基於3年下來平均學生就讀週數
簡介

12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數 (最

多15名)

180
可收學生總數

10
學生電腦數

16
至少年滿

我們為什麼喜愛EC開普敦分校
呢?
在開普敦您可以擁有前所未有的體現。在著名的葡萄酒產
區享受整日的葡萄酒之旅或是體驗驚險的鯊魚籠淺水、滑
翔傘、索降或是高空跳傘來刺激腎上腺素。  

在EC開普敦的免費活動包含前往Bo-Kaap市場和登上利
烏山高峰欣賞城市美景。我們學生最喜愛的週末之旅是三
天的野生動物園，您有機會在自然棲息地遇到大象和其他
野生動物。

Rifqah，學生事務協調員

上述活動屬範例，且可能不定期變動。

當代非洲風-明亮、大膽又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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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Redefine North Wharf, 1st floor,   
 42 Hans Strijdom Avenue, Foreshore,   

 Cape Town, 8000,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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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保險

我們已向值得信賴的保險公司投保特別的保
單，確保您旅行和在分校修讀時都能獲得充份
保障。

特別保單專為符合旅居國外選讀我們成人課程
學生的特殊需求而規劃，各分校的理賠範圍都
極廣泛週全。

投保手續極為簡便，而且可以在您預約EC語言
學校課程的同時就完成投保。您在課程開始之
前就會收到您保單的相關資訊，而若您需要申
請簽證，我們也會同時將詳細資料寄給您。 

有關理賠範圍的資訊，請洽詢您當地的EC語言
學校代表，或瀏覽www.ecenglish.com 

依您選讀分校的不同，相關法令可能會要求保
險理賠範圍的某些規定，即使您決定不參加EC
語言學校提供的保險，通常也必須投保民營保
險公司的醫療保險，以便能取得所選讀分校所
在地的簽證。 

更詳細資料，或條款及細則，請上網瀏覽： 
www.guard.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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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探索
我們已經告訴您方法，接著您只要採取行
動就行了!預約我們的課程，讓您能在國外
學習英語，並發揮您的潛力! 

與我們聯絡
與我們信譽可靠的合作代辦聯絡、寫電子郵件
給我們、上我們網站填寫聯絡我們表格，或透
過社群媒體與我們聯絡。我們隨時樂於跟您討
論，並協助展開您的學習之旅。

關注我們的最新消息

我們期待在 2022 年與您
相見！

面授課程

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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