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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布莱顿、伊斯特本



在英国旅行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您亲身体验英语国家的生活和语言。您在课堂内的学习

经验固然重要，但整个项目也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使您终生获益匪浅，在学习过程中结识一

生的朋友。

在语言教学中心 (LTC)，我们凭借 25 年的丰富经验，确保您在英国期间获取最大收益。我们的

课程旨在让您体验英国语言与文化的同时，丰富您的知识、提高语言流利度、扩展词汇量以及

加深理解。您的自信心将大增，同时语言技能得到显著提升。

出于生活方式、安全和交通便利的考量，我们的校址选在了三处受欢迎的地方。然而，每所学

校的项目侧重点不同，环境也略有差异。

语言教学中心
在语言教学中心，我们的目标简单明了，即尽可能为您提供最佳

的语言学习体验。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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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中体验

english

伦敦市中心

伦敦

布莱顿

伊斯特本

盖特威克机场

希思罗机场

卢顿机场

斯坦斯特机场

阿什福德国际火车站

我们在法国有一所姊妹学校，提供暑期法语 
课程。

Executive Language Services 
50 rue St Lazare
75009 Paris
电话：+33 1 44 54 58 88
传真：+33 1 48 04 55 53
info@els-france.com

阿什福德
从伦敦到布莱顿 
需 50 分钟

从伦敦到伊斯特本
需 90 分钟



成人学习项目要点

∑  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小组课程

∑  每节课 45 分钟，我们分别提供 

20 课时、28 课时及 36 课时的

课程

∑  每个班最多 12 名学生

∑  我们对学员的最低年龄要求是 

16 岁

∑  学员的平均年龄是 24 岁（暑期

班为 22 岁）

∑  通用英语课程于每周一开课 

（公共节假日除外）

∑  每期课程的最短时间为 1 周

∑  最长为 48 周

内容包括：

∑  欢迎材料

∑  欢迎与入学说明

∑  新生说明会

∑  教材发放

∑  学习辅导

∑  定期学习评估

∑  出勤证明

∑  请假报告

您可能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想要学习英语，例如

为了事业发展、大学入学考试，或者只是为了更新

知识，或是过一个有意思的假期。我们提供广泛多

样的英语学习项目，以便您能够迅速、有效地提高

英语水平。

通用英语课程
您将学会国际交流所需的英语。为了培养自信、

提高英语流利度，我们既注重听力、口语和词

汇，也重视写作技能和语法知识。配有定期的评

估与个人辅导，以促进您的进步。

通用英语 
20 课时

仅限上午。这一安排使得学员们可利用下午的自

由时间参加私人课程、去学习中心，或者与朋友

一起放松，或者游览城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用英语 
28 课时

学员们每天上午学习，周一至周四的下午也

上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用英语 
36 课时

如果您需要快速取得进步，或者想在短时间内实

现目标，则可选择强化课程。

考试准备
我们所有的学校均提供关于最重要考试的考试

准备课程。三所分校提供各种不同的课程。

请联系我们获取详细信息，或者访问我们的 

网站：www.ltc-english.com

通用英语 + 
考试准备 － 雅思 (IELTS)、剑桥通用英

语五级系列考试的中高级英语证书考试 
(FCE)、剑桥高级英语证书 (CAE) 
通用英语课程安排于上午，所以可在下午安排专

门课程，以帮助学员们重点学习特定考试所需的

技能与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剑桥英语考试准备

FCE、CAE                                                                    
上午学习通用英语考试的技能与策略，下午进行

所选考试的定向练习。还可以在下午选择学习雅

思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年学习项目
通常情况下，在一段较长的学习项目中，学员开始

先学通用英语，然后进入考试准备的强化课程。

学员必须达到中级以上水平，才能进入考试准备

课程。如果学员达到合适的水平，可从普通英语

课程转入考试准备课程，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english

学习：成人学习项目

颜色标记：

伦敦语言教学中心

布莱顿语言教学中心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

➔

➔



学习  /  成人学习项目  /  05

暑期学习项目
通常情况下，成人暑期课程中的学员平均年龄较

低，大约为 22 岁。

暑期课程
上午上课、下午参加活动项目，另外一个全天的

短程旅行。15 岁以上的学员可参加此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暑期下午课程
仅在下午上课的 通用英语课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暑期考试准备课程
雅思、FCE 和 CAE
暑期学员可选择侧重于考试准备的强化课程。 

20或 28 课时。

中级以上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附加课
适合于需要的不仅仅是通用英语或标准考试课程的

学员。

单独授课

小组辅导  
专门为学员及学员的的特定需要而设计的课程。

初级以上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组授课

加单独辅导
上午小组授课，以及一对一的辅导，涉及法律英

语、网球英语等多个科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 + 工作经验

强化培训
广泛的工作经验强化培训项目，适合于各行各业。

中级以上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 + 高中学习项目
我们与布莱顿的高中和大学合作，提供预科 
(Foundation) 课程或者 A-level （普通教育高级

水平证书课程）课程。

伦敦语言教学中心

布莱顿语言教学中心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

颜色标记：

若想进一步了解 

有关课程的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

日期与费用栏目。



暑期课程要点

∑  暑期学习项目在伦敦与伊斯特本

市进行，由语言教学中心的专职

员工负责

∑  拥有 20 多年培训年轻学员的教

学经验

∑  轻松、安全的多国体验，学习气

氛热烈

∑  适合从入门到高级的所有学员。

∑  六月到八月开班

∑  学员的平均年龄为 14 岁

∑  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上午上课

∑  每天下午、晚上安排活动，每周

安排一次全天的短程旅行

∑   一揽子学习项目，包含全部食

宿、旅行和活动等

*  请注意，两所分校间的学习项目

略有差异。请与具体学校确认，

或访问 www.ltc-english.com

伦敦语言教学中心
在伊令学院 (Ealing College) 举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范围 

13-17 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 / 设施  

从主校区到地铁站仅需 5 分钟；明亮、现代化的

教室，配有空调、自助食堂，保安措施严密，紧

邻当地的公园，步行即可到达商店或休闲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宿 

寄宿于当地家庭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 

在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举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龄范围

10-16 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 / 设施

见第 12 页关于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的分校信息

无限局域网、计算机、餐厅、网球场、足球场、

棒球、篮球、羽毛球，以及 13 公顷的花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食宿

寄宿于学校（10-16 岁）或者寄宿于当地家庭（13 
岁以上）

伦敦语言教学中心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

英国语言教学中心提供两个理想的场所，供年轻学员进行暑期学习。我

们位于伦敦西区伊令和伊斯特本的分校是安全的学习场所，由经验丰

富、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提供各种激动人心的学习项目和活动。

我们的学习项目在课堂内外营造放松、安全的学习环境，为年轻人提供

完善的学习途径，使其增强自信、提高英语的流利度和学习兴趣。

适合年轻学员的 
暑期学校

➔

english



young learner 暑期学校  /  小组课程  /  07

小组课程情况说明
小组课程适合于任何年龄段的学员 － 成人以及

年轻学员（伊斯特本分校为 10 岁及以上年龄的

学员，或者伦敦与布莱顿分校为 13 岁及以上年

龄的学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组通常最少由 10 名学员构成，人数也有可能

更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专门学习项目的净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直接与负责所有安排的分校校长联系。

哪所分校提供此类项目？
成人
年龄 16 岁以上
伦敦、布莱顿和伊斯特本的分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轻成人
年龄 15 岁以上
伦敦、布莱顿和伊斯特本的分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适合于年轻学员的学校寄宿课程
年龄 10 - 16 岁
伊斯特本分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适合于年轻学员的家庭寄宿课程
年龄 13 岁以上
伦敦、伊斯特本的分校。布莱顿分校在暑期以外
的其它时间提供这些课程。

常年小组课程
英国语言教学中心的所有分校都常年提供专门的小

组学习项目，真诚期待有机会为您制定学习计划。

大多数小组课程包括上午授课，以及社会、文

化活动项目与短程旅行。其它可能的学习项目

包括：英语课程加工作实习、英语课程加特殊项

目，例如“英国的犯罪”、考试准备课程或教师

培训。



伦敦是西欧最大的城市，人口接近 800 万。它可提供您一切所需。作为英国的首都，伦敦具备独

一无二的国际氛围，它令人叹为观止的传统、历史、金融与时尚，都值得体验。伦敦拥有世界上

参观人次最多的博物馆和画廊，以及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娱乐产业，它总是不断地为人们带

来惊喜，总是值得参观或是徜徉其中。

伦敦 
一座伟大的城市

london



伦敦语言教学中心

大多数伦敦人并不居住在市中心，我们的学校位于伊令，即

伦敦西区的一处受欢迎的居民区，紧邻市中心。从学校到 

Ealing Broadway 地铁站仅需步行 5 分钟。伊令是一个非常适合

居住的地方，深受伦敦人与学员们的喜爱。我们提供的多数食宿

地点与学校之间的交通都非常便捷。

“在伦敦学习与生活是一次美妙的体验，让

我有机会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我的英

语达到了我以前不敢想象的水平！一次完美

的旅行！”Andre，来自巴西

伦敦  /   国际大都市  /  09

要点

∑  真正的国际化学校，在生动活泼的

氛围中，来自 45 个国家的学员在

此学习

∑  紧邻现代化的购物中心、美味的咖

啡馆和餐馆

∑  轻松到达寄宿家庭和其它食宿地

∑  友善、负责的工作人员

∑  适合年轻学员、13 岁以上团体学

员的课程，以及适合成人的通用

英语课程

➔学校
始建于：1985 
教室数量：11 

学校设施 
无线局域网

计算机教室

学员休息室

宽大等离子屏幕的有线电视

互动白色书写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位置
位于伦敦西区的伊令中心 

当地设施 

与商店、银行和小餐馆之间的距离 － 2 分钟

交通 －
到公交车站的距离 － 1 分钟

到希思罗机场的距离 － 20 分钟

到 Ealing Broadway 地铁站的距离 － 5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 Teaching Centre London
16/20 New Broadway, Ealing
London W5 2XA, England
info@ltc-london.com
www.ltc-london.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有用网站：
www.visitlondon.com
www.londontown.com

伊令概览
交通便捷，乘地铁可于 25 分钟

内直接到达伦敦市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

到希思罗机场仅需 20 分钟，到

盖特威克机场需 60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

30 万人生活在这个迷人的居民区
__________________

它紧邻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临近许多美丽的公园

购物中心

伊令学院

沃波尔公园 (WALPoLE PARK)

EALINg BRoAdWAy 车站



布莱顿被称作“海边的伦敦”，是一座年轻的国际化都市，拥有两所大学。在这里，您可以体会

到小城市的一切优点，会立刻感到无比的舒适。布莱顿因其夜生活、餐馆、时尚、购物、音乐和

艺术而闻名，它也有拥有古老历史的宫殿 － 皇家穹顶宫 (Royal Pavilion)。从布莱顿乘火车到伦

敦用时不到一小时，还可轻松到达主要机场，布莱顿深受来自欧洲和英国的游客青睐，同时也为

世界各地学生所喜爱。

布莱顿 
适合学生的南部海岸城市

brig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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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车站

霍夫车站

休闲中心

布莱顿海滩

穹顶宫

布莱顿码头

布莱顿语言教学中心

我们的学校距离布莱顿市中心仅 10 分钟的车程，到盖特威克机场仅

需 30 分钟。这是游览布莱顿的理想据点。学校座落于居民区内，几

乎所有家庭都在学校的步行范围内。

“我强烈推荐布莱顿语言教学中心，因为它

拥有非常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及友善亲切

的氛围。”Andrey Boretskiy，来自俄罗斯

要点

∑  久负盛名的考试准备课程 

∑  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  适合成人/仅适合年轻成人的课程

∑  内容广泛的英语附加课程，包括

教师与商业培训

∑  国际化的学校，学员们有机会认

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学校
始建于：1972
教室数量：18

学校设施 
无线局域网

计算机教室

学员休息室

语言实验室

学习中心

厨房 

花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位置
到市中心的距离 － 乘公交车需 10 分钟

当地设施 

与商店、银行和小餐馆之间的距离 － 2 分钟

交通 －
到公交车站的距离 － 0 分钟

到盖特威克机场的距离 － 30 分钟

到希思罗机场的距离 － 90 分钟

到霍夫火车站的距离 － 步行 8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 Teaching Centre Brighton
55-61 Portland Road, Brighton & Hove
East Sussex, BN3 5DQ, England
www.ltc-brighton.com
info@ltc-brighton.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有用网站：
www.visitbrighton.com
www.brighton-hove.gov.uk

布莱顿概览
乘直达列车可于 1 小时内到达

伦敦市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

到盖特威克机场仅需 30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

到希思罗机场仅需90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

英国最受学生欢迎的求学城市

之一



伊斯特本是英国东南海岸最受欢迎的城镇之一，拥有英国最明媚的阳光。市镇的发展迅速，人

口超过 90000，伊斯特本以其美丽、独特的氛围以及惬意的生活方式而闻名遐迩。周围是如画

的乡村，距离伦敦仅 90 分钟车程，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居住或游览。

伊斯特本市 
适合学英语的美丽地方

eastbourne



学校
始建于：1954 
教室数量：21

学校设施 
13 公顷的花园 
网球场、足球场、

棒球、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

钢琴

无线局域网

计算机教室

餐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位置
到市中心的距离 － 步行 15 分钟

当地设施 

与商店、银行和小餐馆之间的距离 － 10 分钟

交通 －
到公交车站的距离 － 10 分钟

到盖特威克机场的距离 － 60 分钟

到希思罗机场的距离 － 2 小时

到伊斯特本车站的距离 － 步行 15 分钟

到国家长途汽车站的距离 － 步行 20 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anguage Teaching Centre 
Eastbourne
Compton Park, Compton Place Road
Eastbourne, East Sussex BN21 1EH England
www.ltc-eastbourne.com
info@ltc-eastbourne.co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有用网站：
www.visiteastbourne.com
www.eastbourne.org

要点

∑  独特的 18 世纪建筑

∑  占地 13 公顷的自有花园

∑  距离伊斯特本市中心步行仅需 

15 分钟

∑   学校本身为年轻学员提供学校

住宿

∑  成人课程、10 岁以上的年轻学

员和团体学员

➔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

伊斯特本语言教学中心位于德文郡公爵 (duke of devonshire) 的

故居中，康普顿宫 (Compton Place)，这是一座古典优雅的 18 世

纪建筑，自身带有占地 13 公顷的花园，去市中心仅需步行 15 分

钟。学校具有独特的英语氛围，每年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学员在

此学习，从学校广泛多样的设施与课程获益。

“学校的氛围十分轻松、令人激动。师生

间的关系非常融洽。感觉就像一个友善的

大家庭。”Felicitas，来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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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本概览
连续 3 年摘得英国最佳度假

胜地桂冠以及最友善的度假胜

地称号，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400 万
__________________

可轻松步行至城镇中心的每处主

要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

伊斯特本周围是风景如画的

乡村，包括比奇角  (Beachy 
Head) － 英国最富盛名的风景

点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

到盖特威克机场仅需大约 1 小
时，到希思罗机场需 2 小时。
__________________

乘直达列车约需 90 分钟便可到

达伦敦市中心

火车站

市镇中心
高尔夫球场

康普顿公园 (CoMPToN PARK)

海滩



寄宿家庭要点

∑  所有分校提供热情友善的寄宿

家庭

∑  所有寄宿家庭与学校间的交通

非常便捷

∑  所有寄宿家庭经过仔细挑选，由

全职住宿工作人员根据英国英语

协会的规定，进行检查和监督

∑  家庭寄宿通常是半食宿制：早餐

和晚餐

∑   有食宿专员为您提供帮助和

咨询

∑  食宿价格优惠

∑  在您到达前，为您提供清晰

信息

∑  提供广泛的寄宿家庭

∑  为您提供在轻松、友善的环境

中使用英语的机会

➔

english

在寄宿家庭的生活
一直感觉到安全、舒适和友善，是您在英国期间

获得最大收获的关键。

为了锻炼您的英语、体验英国文化，我们建议您

住在经我们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中。

所有三所分校都有距离学校很近的寄宿家庭：在

伦敦和布莱顿校区，最远的寄宿家庭为 20-25 分

钟的车程，在伊斯特本校区，最远为步行 35 分

钟，或者很短的公交车程。由于学校都位于临近

的居民区，所以有些寄宿家庭距离学校非常近。

我们事先访问过所有的寄宿家庭，然后再安置学

员居住，并且跟踪学员的反馈，以尽可能确保学

员获得最好的体验。

我们也可以提供私人家庭寄宿服务，这样学员将

与一个寄宿家庭生活在一起，但会拥有更大的独

立性。其中包括床铺、早餐和膳食自理。

学校住宿
伊斯特本校区为 10-16 岁的学员提供集体的学校

食宿，全年为团体学员提供此服务，但在暑期也

为个人提供。对于成人，伦敦校区全年提供单

间、半膳宿的学校住宿（空间有限），而布莱顿

在暑期则提供单间、膳食自理的学校住宿，地点

位于萨塞克斯大学 (Sussex University)。

其它住宿选择
也可选择大学生宿舍、酒店、膳食自理的学生公

寓或者宾馆。请联系学校索取更多信息，校方将

竭诚为您服务。

居住：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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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福利与支持
从您与英国语言教学中心预约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会使您感受

到欢迎与可靠。

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准备与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所需的一切。

您尽可以放心。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与

我们联系。

您会得到如下支持：

清晰的预办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随时询问的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您需要，从您的抵达港接送至住宿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住宿地的热烈欢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抵达第一天，带您熟悉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过测试，为您安排最适合的课程，定期评估您的

学习进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长住学员安排辅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员生活
学员生活不仅限于学习，学习也会扩展至课外。您在语言教学中心

期间，我们想让您最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在自然语境中使用英

语。学校是您的交汇点，在此您可以广交朋友、分享经验并且一起

探索新视野。

“我觉得这是一次特殊的旅行，对我非常有帮

助，因为我学到了更多英语的知识以及英国人

的风俗。”Fedrica，来自意大利

要点

∑  每周举办免费的游览和活动，包

括体育运动、聚会和竞赛等

∑  教职人员参与晚上的活动

∑  每周末举行各种长短途旅行

∑   旅行目的地包括英格兰、苏格

兰、爱尔兰和威尔士

∑   欧洲旅行的价格优惠

➔

请注意：短途旅行与一些可选活动

的费用不包含在通用英语课程的学费

中。如需额外付费，我们都将清楚标

明。如果您想到英国以外的国家旅

行，请核对您的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