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歐洲學術夏令營

英 國 (倫敦、劍橋、布里斯托)

…體驗正統英國教育制度的學習模式



夏令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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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夏令營

校舍所在城市 倫敦
劍橋

布里斯托

倫敦
劍橋

布里斯托

入營日期 7月至8月 7月至8月

年齡 12至17歲 7至12歲

標準課程 探險者 : 年齡12 至14
激戰者 : 年齡15 至17

冒險家 : 年齡7 至12

特別課程 醫學 : 年齡15+(倫敦)
雅思IELTS : : 年齡15+(倫敦)
電腦科學: 年齡15+(倫敦) 

上課時間 30 20

課堂時長 每堂75分鐘 每堂60分鐘

每班人數+ 15 12

Sidcot School
布里斯托

Abbey College 
劍橋

DLD College  
倫敦



參加倫敦DLD College夏令營，享受令人振奮和具有挑戰性的學術經驗，校
舍俯瞰倫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和泰晤士河。

DLD College設有現代化的教室、劇院、餐廳、咖啡廳和寄宿住宿，所有臥
室都是單人房和套間。

課程: 冒險家(年齡7 至12歲)
週一至週五，從8:30至18:30在倫敦充滿學習和樂趣的熱情環境中學習。早
上學習後，同學們可以享受刺激的觀光旅程或活動。

課程: 探險者 GCSE (年齡12 至14歲)
我們將帶同學領略英國教育體系第9和第10年級的課程。同學將學習英語、
數學、科學、社會研究和藝術等學科。

課程: 激戰者 IB / A LEVELS (年齡15 至17歲)
課程每週提供四個學習單元，並根據英國教育體系的第11和12年級。我們
提供以下學科供同學選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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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英文 數學

生物 環境及社會 媒體

化學 寫作 物理

戲劇及音樂 歷史及政治 演講與訪談

經濟、商業和企業 文學 知識論(TOK)

倫敦夏令營



課程: 醫學預備 (年齡15歲 +)
為期兩週的密集課程，專為有意立志成為醫生的同學量身定制。我們的互動和創新
計劃由英國醫學生指導，課程包括:

* 通往資格證書的急救課程 * 醫學臨床研討會
* 醫院或全科醫生等醫療機構訪問 * 生物學和化學實踐及心臟解剖
* 團隊合作、領導力、溝通和解決問題 * 個人陳述及面談練習
* 醫學倫理與臨床情景

課程: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年齡15+)
我們精心準備的雅思備考課程適合想要準備考試的學生。為期一周的課程涵蓋了考
試的四方面包括口語、閱讀、寫作、聽力。同學將在一週結束時參加雅思考試，我
們25％的學生都能取得雅思考試8分和8.5分。

一周課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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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夏令營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8:30

到達
劍橋

大學城
參觀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索普
主題樂園

12:35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5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14:30 倫敦眼 哈利波特 牛津街 國家美
術館

才藝表演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8:45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20:00 舞蹈 烹調 樂器 體育 派對



在著名的劍橋大學城為同學激發學術上的挑戰。在這座城市中學習，激發起從查爾
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偉大思想，並體
驗了這座城市的學術性質。

Abbey College Cambridge 位於劍橋市中心，在一所傑出的校園內擁有現代化的教室，
設備包括餐廳、籃球場、運動場和單人套間住宿等。

課程: 冒險家(年齡7 至12歲)
我們的年輕冒險家將學習英語、數學、科學、社會研究和藝術。為了令課程變得生
動，旅行和課外活動都圍繞著每週不同主題而進行。

課程: 探險者 GCSE (年齡12 至14歲)
我們將帶同學領略英國教育體系第9和第10年級的課程。同學將學習英語、數學、
科學、社會研究和藝術等學科。

課程: 激戰者 IB / A LEVELS (年齡15 至17歲)
課程每週提供四個學習單元，並根據英國教育體系的第11和12年級。我們提供以下
學科供您選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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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夏令營

藝術 英文 演講與訪談

生物 寫作 社會學

化學 數學 知識論(TOK)

經濟、商業和企業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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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夏令營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8:30

到達
倫敦

市內參觀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索普
主題樂園

12:35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5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14:30 球類
運動

攀登主題
樂園

市內
遊覽

費茲威廉
博物館

才藝
表演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8:45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20:00 舞蹈 瑜伽 保齡球 體育 派對

一周課程參考



布里斯托位於英國西南部的海岸城市。 Sidcot  School 距布里斯托爾市中心僅45分鐘
路程，距倫敦僅2小時車程。

Sidcot  School 是一所座落在美麗校園內的傳統寄宿學校，校內設施包括藝術中心、
游泳池、體育館、網球場、運動場、餐廳和咖啡店。

課程: 冒險家(年齡7 至12歲)
我們的年輕冒險家將學習英語、數學、科學、社會研究和藝術。為了令課程變得生
動，旅行和課外活動都圍繞著每週不同主題而進行。

此外Sidcot School提供了一所當地兒童度假俱樂部(Shipmates)。俱樂部定期開展許多
不同活動，為同學提供學習以英語交流和社交的獨特體驗。

課程: 探險者 GCSE (年齡12 至14歲)
我們將帶同學領略英國教育體系第9和第10年級的課程。同學將學習英語、數學、
科學、社會研究和藝術等學科。

課程: 激戰者 IB / A LEVELS (年齡15 至17歲)
課程每週提供四個學習單元，並根據英國教育體系的第11和12年級。我們提供以下
學科供您選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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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夏令營

藝術 英文 演講與訪談

生物 寫作 環境及社會

化學 數學 知識論(TOK)

設計及科技 物理 歷史及政治

經濟、商業和企業 文學 戲劇及音樂

心理學 媒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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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夏令營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8:30

到達
大英

博物館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牛津
市內觀光

12:35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午餐

13:15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指導時間

14:30 體育
運動

克利夫頓
吊橋

迷宫
遊戲

購物
中心

慈善
活動

18:00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晚餐

18:45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燒烤

20:00 網球 游泳 籃球 游泳 派對

一周課程參考



青少年學術課 Academic Juniors - 英國 ( 7 至 12歲 ) 日 期 費用 ( 每週 )

劍橋 (寄宿)
Abbey College Cambridge

2020年07月04至08月08日 HKD15,500

布里斯托 (寄宿)
Sidcot School Bristol

2020年07月04至08月15日 HKD13,000

暑假學術課 Academic Summer - 英 國 ( 12 至 17歲 ) 日 期 費用 ( 每週 )

倫敦 (寄宿)
DLD College London

2020年06月27至08月22日 HKD16,200

劍橋 (寄宿)
Abbey College Cambridge

2020年06月27至08月15日 HKD15,500

布里斯托 (寄宿)
Sidcot School Bristol

2020年07月04至08月22日 HKD13,000

專業課程 Specialist weeks - 英國 ( 15歲以上 ) 日 期 費用 ( 每課 )

醫學預備班-倫敦
DLD College London 

2020年07月04至07月18日
2020年07月25至08月08日

HKD38,500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含考試)-倫敦
DLD College London

2020年07月18至07月26日
(07月25日考試)
2020年08月01至08月09日
(08月08日考試)

HKD20,500

電腦科學-布里斯托
Sidcot School Bristol

2020年07月04至07月18日 HKD27,500

【費用不包括】

• 來回程機票及機場稅

• 在指定時間以外的機場接送

• 騎馬-布里斯托大學 £55 / 1小時

• 高爾夫球-布里斯托大學 £100 / 1小時

• 提升高級房 £50 / 每星期

• 香港旅遊保險

【費用包括】

寄宿 ﹕學費、教材、住宿、饍食、洗衣、當地保險、機場接送、活動、旅行

日間課 ﹕全套課程由星期一至五(學費、教材、午饍、下午活動、晚饍)

老師隨團免費 ﹕以上費用可享10位學生免1位老師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