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宣传册



KKCL青少年部为11-17岁的学生提供专属创新营地。这里开设
的课程设置巧思、富有趣味，使学生在接受英语教育的过程中，
充分激发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

我们同时也为18岁以上的学生提供成人英语课程，更多课程细节
请详见成人版英语教育宣传册。

基于学生展示自我意愿的诉求，我们设计出了充满活力、极具挑
战且独一无二的Go Create! 英语课程。 作为我们的特色教学项
目，Go Create! 英语课程采取了新颖的教学方式，既能够让学
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又能使其运用语言技能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KKCL 青少年创新课程包括：
 > Go Create! 英语课程
 > 游学观光 
 > 文体娱乐活动
 > 住宿及餐饮

历史及认证
自2002年起，KKCL热忱欢迎各类学生来校学习英语，致力于为
成人提供优质英语课程，并同时为青少年同学们提供令人耳目一
新的教学课程。

我校经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认证，并成为English 
UK的一员。这些认证及会员资格展示了我们对实现最高教育和
福利标准的决心。

我们在选择和培养教师时，不仅看重他们的能力，更坚信他们的
价值，鼓励他们将对教育的热情，灌注到教学的方方面面，着重
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技能。

连续五年被 EL GAZETTE 评为伦敦前10名性价比最高的语言学
校！

欢迎来到KKCL青少年创新营地
创意十足的语言课程以及分布于伦敦及其周边的夏令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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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旗舰学全年接待封闭式团体
我们全年欢迎小学生(7至10岁)和青年团体。我们还为参加Erasmus、PON
和三一学院考试的学生提供量身设定的课程。整个教学课程以创新性和多样性
著称，因材施教, 以适应于不同需求。我们设计了戏剧、文学、英国文化
等众多专业课程。联系我们，开启您的定制课程！

哈罗旗舰学校
我们的旗舰学校位于哈罗的一座二级保护建筑中，该建筑在19世
纪是一所乡村校舍。这里拥有现代化的设施、明亮温馨的教室、
舒适的学生休息室，还有独具一格的餐厅，为师生提供世界各地
多种风味美食。地理位置上，学校距离通往伦敦市中心的地铁
Piccadilly线步行不到五分钟。

夏令营教学营地 
除哈罗之外，我们还在哈罗公学营地 (Harrow School)和圣多米
尼克高级中学 (St Dominic’s College) 举办夏令营课程。我们的
夏令营中心均位于大学校园内，设施配备完善，提供安全的住宿
环境。我们在所有教学中心提供相同的 Go Create! 英语课程，
并安排游览与各类活动，探索学校所在地与伦敦市中心。

关于项目的详细信息，请查询： www.kkcljuni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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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校开设了学习工坊，也有许多开设了英语课堂。但很少有
学校能够像我们一样真正把学习和应用结合，为学生提供全新的
学习体验。

对 于 青 少 年 ， 我 们 专 注 于 具 有 创 造 性 的 项 目 式 学 习 — —
GoCreate!英语课程。在课程学习期间，学生们首先学习如何运
用英语完成实用又趣味盎然的项目，练习并提升自己的语言技
能。从电影制作到设计，从新闻阅读到辩论，从访谈到电视配
音，每位同学都会得到锻炼的机会。根据不同年龄和水平，学生
在开展引以为傲的工作同时，还能享受到讲英语和学英语的乐
趣。

Go Create! 英语课程教学大纲：
 ✎ Go Create! 英语课程使学生在创造性艺术的启发下，进行

书面英语和口语创作。这个独特的教学模式由具有电影制
作、音乐和网页设计行业专业背景的英语教师设计和更新。

 ✎ 学生通过互动和创造性的项目学习英语。这是一个很好的方
式来鼓励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以轻松自然的方式交流。教学
大纲帮助学生提高整体英语能力，特别是口语流利性，并将
发音融入课堂活动。

 ✎ 保证学生在课堂上学有所得，能够向家长和朋友展示切实的
学习成果，包括录音、视频、海报、播客等等… 

 ✎ 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语言能力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为小学生
(7-10), CEFR A2至B2以及高级水平学生提供专属课程。

GO CREATE! 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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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中学习英语，用语言感受文化

Go Create! 英语课程教学模式
 ✎ 地道的纯英语教学及学习环境!

 ✎ 在整个课程中，以任务型教学方法为主导，帮助学生发展21
世纪环境下必需的协作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
际能力。

 ✎ 以多媒体和经典小说改编的电影为教学媒介，帮助学生在现
代科技时代接触文学文本。重点是通过文学作为社会的一面
镜子来理解英国文化。学生将在探索书面语篇的其他用途
中，发展他们的说、听、读和写技能。

 ✎ 学生们将在每天的学习中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在一天结束
的时候进行整合，来展示他们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理解能力。

 ✎  戏剧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帮助他们成为更好
的英语沟通者

 ✎ 教师指导下的自我评估学生互评被纳入教学大纲，在整个课
程中使用自我评估策略来衡量学生的进步，从而提高了对学
生掌握自己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

团体备考
针对不同需求，我们也会帮助学生集体备战三一学院
(TrinityGESE)、Language Cert 、 TELC和剑桥考试。

备注：以上考试通常于在校的最后一天进行考试。我校为TELC 
、 Language Cert 与三一学院的指定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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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年接收团体预定； 七月到八月全面开放预定
 3 每周15小时课程
 3 每班最多16名学生
 3 课程开始前进行分班测试
 3 课程结束时获得结课证书
 3 提供课外活动和文化参访

2020最新课程 - 随行老师免费专业发展课程
邀请随行老师参加免费的专业发展课程 - 如CLIL、21世纪课堂、应对特殊需求学生的教学方法、文学教学的
创新方式、观摩课程和新教师管理等。所有课程都包括对经验丰富的KKCL教师的观察及指导性反馈，为随行
老提供参与Go Create英语课堂的机会！

在课程结束时，领队将得到：

 ✎ 结课证书 

 ✎ 后续相关资料 

 ✎ 2020年EdYouFest教师大会优惠折扣

 ✎ 受邀加入我们的教师在线社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分享教学理念和交朋友

Go Create! 英语课程样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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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保障政策 
我们的福利和保障制度，经由全面而独立的评审，您的孩子将在安全保护下健康成长，让您安心。

学生保障政策
学校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确保您孩子的安全。我们确保员工全面了解关于急救、消
防安全、GDPR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并在安全防护方面通过专业的审核。我们不断更新风险评估，
一贯秉承安全第一和健康至上的标准，确保每个人在入学期间的安全和舒适。学校及教学中心的
工作人员均受过急救和儿童保护的专业培训。工作人员友好且平易近人，在学生遭受困扰时将提
供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支持。学生会受到全时段的安全监管，并可在任何时候呼叫KKCL 24小时紧急
救助热线

我们所有的寄宿家庭每年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住宿团队的检查，并且在接待我们的学生之前，除
了根据英国文化协会的规定获得明确的强化DBS检查外，还需要完成基本的安全培训。

KKCL旨在为学生营造安全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我们对所有不利于青少年及成人学生的行为实
行零容忍政策。校内设有布告栏和海报来告知学生，如果他们有任何担忧，可以和谁交谈。KKCL
工作人员接受过关于如何倾听和帮助学生的培训，即使是最日常的问题，如乡愁，我们的工作人
员也会用最友好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提供支持和帮助。

学生健康及安全保障政策
我们不断更新风险评估，一贯秉承安全第一和健康至上的标准，并确保每个人在入学期间的安全
和舒适。

KKCL活动组工作人员都受过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的培训，并熟悉KKCL应急行动计划，该计划概述了
我们应对紧急情况的安排，作为迎新介绍的重要部分，要求团体领队和人员仔细阅读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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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安排
我们在行前包裹中为学生准备了一个全面的住宿概况和从住宿地
到学校的路线指导，将在抵达之前发送给所有学生，以确保学生
做好行前准备。

抵达安排
9人及以上团体将由身穿KKCL制服以及佩戴KKCL工作证的工作
人员提供接机服务，以此来确保学生顺利从机场到达校舍。个人
及9人以下团体将由专业司机于机场到达口处进行接待。

到达校舍后，由学校高级职员接待学生并为新生们答疑解问。课
程伊始，学生将参观学校，校方将对学校进行充分介绍，包括学
校设施、福利和安全条款（包括紧急程序）。如遇问题或需要帮
助，学生能迅速联系到负责的紧急联系人。在入学说明会期间，
学生们会领到学生卡和带有KKCL24小时紧急联系信息的课程手
册。

在开课前，学生们将参观学校，并接受包括学校设施和福利与安
全设施在内的入学培训，其中也包括紧急程序，例如，如果火
警响起该怎么办。学生们将提前了解如果遇到任何问题或需要
帮助，应与谁联系。学生们还将得到一张学生证和KKCL学生手
册，其中包括一些实用的建议，例如在迷路时该怎么办。

在校期间
校内学习

学生在校的休息时间由KKCL老师和工作人员监督，以确保学生
的安全。此外，18岁以下的学生不得离开学校。我们将定期安
排紧急消防演习，目的是让每个人都熟悉火灾逃生的路线和程
序，有备无患。所有的运动和比赛也将同样在监管下进行，在经
过专业人员指导下，开展高风险的运动，如触摸橄榄球、网球和
攀岩等，这些专业人员经过培训，确保学生在最安全的环境中体
验这些运动的乐趣。每天各个团队的随团领队将根据分组点名，
我们同时也为非团体学生安排随行工作人员担任领队。

旅行及活动

KKCL活动负责人经过培训后，将陪同学生和随团领队参加所有
课外活动和短途旅行，并预设备案以确保学生在出行中的安全。
其中包括计划的行程、每个集合点、负责照顾个别学生的分配工
作人员、固定人数等。工作人员还穿着印有学校标志的鲜艳T恤
或夹克，并带着KKCL雨伞，以便学生及领队可以随时看到。 虽
然这些措施可以从根源上确保学生的安全，但紧急情况可能会超
出我们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将接受关于如何处理紧急情
况的培训，设身处地预演并完善按照我们的应急程序使用角色扮
演方法。

住宿期间

我们的寄宿家庭团队将随时与学生和家庭主人保持联系，密切沟
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的家庭住宿和住宿安排确保
了在紧急情况下，家庭主人/住宿人员能够24小时对住宿服务实
行监督。同时我们也希望所有青少年学生能够遵守宵禁制度。

我们的网站上提供每日学生时间表，并提供实时更新，使学生、
家长、寄宿家庭主人和学校工作人员能够获得最清晰准确的信
息。这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找到学生，也让家长们安
心。

我们学校和寄宿家庭或酒店之间的每日接送服务可根据要求提
供。对于12岁以下并且无成人陪同的学生，务必申请接送。



寄宿家庭
 > 深入的英国家庭体验

 > 纯英文生活环境

 > 每周洗衣服务

 > 共用或独立卫生间

寄宿家庭是一种体验友好氛围不错的方式，不仅能练习英语，还
能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伦敦是一个融合各种文化差异的城
市，这在寄宿家庭中就能体现出来。寄宿家庭的主人来自不同国
家，但英语是在家中进行交流的主要语言。餐食根据时间由寄宿
家庭或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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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 每间房间均配备电视及热饮设施

 > 投币洗衣服务

 > 独立卫生间

 > 24小时接待 

一些团体更愿意享受酒店的舒适便捷。校方合作的酒店全部在学
校短距离范围内，并且经过工作人员仔细检查，确保客房和服务
符合我们的质量标准。酒店提供自助早餐，午晚餐由学校提供。
请注意，只有团体预定才可安排酒店住宿。

学生宿舍
 > 单人间或多人间

 > 由KKCL生活老师提供24小时帮助

 > 专职的安保负责安全及看管所有学生宿舍均有安全保障及24
小时监督服务。 

位于寄宿学校或大学校园内，距离教室、活动室和餐饮设施很
近。

住宿安排
您的孩子将体验到良好的居住环境及学习环境 -- 

从绿树成荫的寄宿家庭到热闹有趣的学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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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校区和圣多米尼克校区特色

 > 位于既安全又安静的伦敦郊区 -- 是学生首选
的寄宿家庭生活!

 > 精挑细选的旅馆，满足各种团体的需求
 > 紧邻前往伦敦市中心的Piccadilly线, 步行距离

不足5分钟路程 
 > 距离机场30分钟车程
 > 参观知名的哈罗公学和温布利球场

KKCL 哈罗校区 
绿树成荫的伦敦西北部是寄宿家庭理想的选择，学校可全年接待寄宿学生，并接待需
要定制课程体验的青少年团体。



KKCL 圣多米尼克校区 
圣多米尼克校区专为青少年夏令营开设

距离KKCL哈罗校区域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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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营时间
哈罗校区: 全年（团体预定仅从9月至次年6月） 
圣多米尼克校区: 7月至8月

年龄范围
Go Create!小学课程：7-10岁封闭团体 
Go Create! 青少年课程：11-17

开营地点
哈罗旗舰校区或圣多米尼克旗舰校区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酒店、学生宿舍

St Dominic’s Sixth Form College

我们扩建了KKCL哈罗校区，增加了圣多米尼克校
区的设施。全英排名第六的院校就在KKCL哈罗校
区附近的山丘上，在那里您会看到能容纳1000人
的现代学术设施，同样还可以看到伦敦的美景！



哈罗公学特色   

 > 哈罗公学始建于1572年，是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根据皇家宪章批准建立的全日制男子寄宿学校。如今，有着400年历史的哈罗公学已经成
为英国最负盛名的著名公学之一。

 > 占地三百英亩的哈罗公学校区，完美地将其优秀的历史和传统与现代文明完美结合，风景如画的校区内设有最先进的教育设施。包括运动
中心、网球场、室内游泳馆、剧院、运动场以及高尔夫球场。哈罗公学校区还有着秀美的景观。

 > 如同大名鼎鼎的哈罗前辈一样生活吧！著名诗人拜伦、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约旦国王侯赛因
和世界各界精英。

 > KKCL的学生将入住哈罗公学传统地道的英式宿舍楼中，同时还可使用哈罗公学超一流的设施，包括著名的第四教室。哈罗公学宿舍楼采用
安全的门禁系统，只有KKCL学生和员工有权进入。整个住宿期间，我们将有专门的舍监进行管理。徒步穿过风景如画的Harrow-on-the-
Hill，只需五分钟就可以从学生公寓到达KKCL多米尼克教学中心。

 > 哈罗区距伦敦市中心只有20分钟车程，距希思罗机场30分钟车程。 

开营时间
2020年7月14日-8月11日 
可接收封闭团体至2020年8月18日

年龄范围
12 至 17 周岁

营地地点
哈罗

住宿
哈罗公学学生公寓-- 单人或双人间 (公共卫浴) 

11

KKCL 哈罗公学 
现在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寄宿在世界上最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学校
之一，这将会是非常英式的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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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公学著名传统英式寄宿制学校 

KKCL已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寄宿学校之一--哈罗公学落户。历史
悠久的哈罗公学始建于1572年，一直以来都是财富和特权的代
名词。我们的学生将跟随哈罗前辈的脚步，居住在布莱恩和丘吉
尔首相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我们将带领学生展开探索之旅，
包括历史悠久的演讲厅，这里曾接待过各国国王、皇后及总理。
有着400年历史的第四教室是哈罗公学起源的地方。

为了营造提供有趣又多样的学习环境，我们与众多英式寄宿学校
一样，安排学生以房间为单位，开展宿舍间的比拼。在多种丰富
的趣味竞赛中，培养学生的团体协作能力，帮助他们建立国际
友谊。

在学生入住期间，将有千载难逢的机会探索充满历史的哈罗公
学建筑群，参观许多著名电影拍摄地，包括《哈利·波特》系
列。KKCL的学生将入住哈罗公学传统地道的英式宿舍楼中，同
时还可使用哈罗公学超一流的设施，包括著名的第四教室。哈罗
公学宿舍楼采用安全的门禁系统，只有KKCL学生和员工有权进
入。整个住宿期间，我们将有专门的舍监进行管理。徒步穿过风
景如画的Harrow-on-the-Hill，只需五分钟就可以从学生公寓到
达KKCL多米尼克教学中心。

学生们将在宿舍管理员的叫早铃声中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在食
堂享受热气腾腾的传统英式早餐和各式饮品后，他们将到学术中
心上课或进行课外游览。

晚餐后，我们将组织学生进行有趣的晚间活动，包括英国文化
之夜、KKCL迪斯科舞厅和烧烤派对等。在为期两周的课程结束
时，毕业典礼将在演讲室举行，温斯顿·丘吉尔曾在那里发表过
演讲。接下来是正式的晚餐或烧烤派对，庆祝毕业。

KKCL  
哈罗公学营地



Lingfeng Pan (中国) 

“课程实在是太棒了。你会在课堂上很放松，游戏也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创作
音乐、卡通、电影以及我的最爱——恐怖电影。老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特别的帮
助。

我很享受这里的活动，比如打保龄球。回北京后我还要打保龄！

旅行也相当有趣，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棒棒的导游都会讲解很多内容。快来参
加KKCL的课程吧，你肯定会非常喜欢的，相信我！”

“很有趣，参加活动之后，

我感到更有#自信了。”

@Alice(意大利)



Maria Pia (意大利)

“在KKCL的日子实在是太棒了！课程都很精彩，我们每天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学
校通常会在下午组织远足或者有意思的活动，比如制作音乐视频。

每周我们都有一个新话题，比如上周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周”。老师在课上给了我
们一些作曲的灵感，帮助我们独立创作。下午，我们在电脑上用很棒的程序制作
音乐，完成音乐视频。

在KKCL的日子实在是太赞了，我觉得你也值得拥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学习自己制作 

#音乐，作词谱曲，制作音

乐#视频。真是太棒了。”

@Hanqiu(中国)

“ 我们一边学习#英语， 

一边享受乐趣…… 

这是很好的学习方法。”

@Rodrigo (西班牙)



KKCL戏剧工作坊是什么？
快来伦敦KKCL参加吧！

我们每周的戏剧课程完全专注于表演项目。你将学到不同的戏剧 
表演技巧、策略、实践和游戏。为了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演唱水
平，你还会和导师有大量时间进行演唱排练（包括歌唱和舞蹈的
元素），这都是为高质量的毕业演出而准备 -- 全英文戏剧表演!

KKCL戏剧学院
作为KKCL戏剧学院的主管，Daniel Zappi负责为哈罗校区和夏
季游学的同学组织和运营戏剧工作坊。我们可以为团体提供定制
课程，包括对莎士比亚、查尔斯•狄更斯和坎特伯雷故事等作品
的演绎。

丹尼尔创办了牛津世界剧院，并对剧本进行改编，从而使国际学
生可以用英语表演莎士比亚戏剧。四年来，他将7000多名不同
年龄和背景的同学送到欧洲内外的舞台上。丹尼尔广泛运用戏剧
内容与语言融合的教学方式，KKCL戏剧学院运营得非常出色。

KKCL 戏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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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戏剧相关的探访
我们也有不同的行程可供选择，包括：

 > 走进伦敦西区顶级剧院, 观看闻名世界的表
演和音乐剧

 > 走访莎士比亚的环球剧院
 > 深度探访莎士比亚出生地——埃文河畔的斯

特拉福德
 > 游览查尔斯 ‧ 狄更斯博物馆
 > 其他与戏剧相关的圣地

快来伦敦KKCL戏剧工作坊学表演吧！



结合Go Create! 英语课程的戏剧工作坊
戏剧工作室与Go Create! 英语课程的融合将带来充实紧凑的一
周，同学们将大大受益于此，这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学习体验。
而Go Create! 英语课程注重学生运用英语语言进行创造性的课
题，如电影、广播或音乐，戏剧工作室基于演出的方式进行教
学。

Go Create!英语课程全程由英语母语的教师监管，戏剧工作室是
由业内专业人士教授课程。所有学生都可以登录到在线的KKCL
英语俱乐部。一周标准的Go Create英语课程通常有15个课时，
戏剧工作室也是每周15小时，因此加上表演的时间，一周要进行
30小时的英语及戏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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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参加KKCL戏剧工作坊？
 > 增强你的信心
 > 学习如何用英语表演！
 > 用英语表演整个戏剧
 > 15小时排练和工作坊
 > 每天使用成熟的戏剧技巧进行戏剧表演
 > 发现内在的天赋
 > 团队合作
 > 学习新词汇
 > 提高你的公众演讲能力
 > 完全沉浸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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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CL 足球夏令营
与西汉姆联合俱乐部足球队发掘你的运动潜能, 让你在学习足球运动基础技能及
提高英语运用能力的同时，锻炼身体，结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KKCL带领您开启专属的英伦体验
要学习一门语言，还有比参加你热爱的体育运动更好的方式
吗？KKCL足球夏令营将动感十足、趣味横生的英语课堂与足球
教学、比赛和专题游览相结合，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一段独特的学
习经历，绝对与在博林球场上最后一分钟的进球一样值得回味。

课程期间，无论在西汉姆联训练场，还是在KKCL的课堂上，孩
子们每天都在说英语，重点就是自然而然地使用英语。所有这些
英语交流带来的信心与进步，是每名学生在终场哨声之后都能够
拥有的收获。

如希望了解更多英国文化的团体，可以把英文课程替换成英伦文
化体验游，游览更多的名胜古迹，品味贵族生活 。

 • 面向8-17周岁的学生
 • 每周15小时足球教学
 • 10小时 Go Create!英语课程
 • 可选择英伦精英文化体验游（2个周末全天游览；每周5

个下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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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做些什么？
每天上午，学生们将与经验丰富、激情四射的西汉姆联全球教练
团队一起参加训练课程。每一节训练都侧重于传授足球运动的基
本技术，并向球员展示如何熟练掌握各种技巧。课程专为青少年
球员量身打造，并致力于营造风趣友好的氛围，使球员们整个一
周都沉浸在足球的欢乐当中 -- 当然，要说英语！

下午和晚上做些什么？
下午和晚上安排Go Create!英语课程和游览活动。Go Create!
英语课程远不止融入足球词汇的标准英语课程那么简单。例如，
在电影周，我们将电影制作、戏剧和街头采访结合起来；在网络
周，学生们可以围绕体育和足球题材，创建自己的博客和动画项
目。课程与游览活动交替进行，使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探访伦敦
的奥秘。

希望更多了解英国文化的团体，下午的英文课程可以替换成英伦
精英文化体验游，游览更多的名胜古迹。品味包括高尔夫、马术
培训和英式下午茶等英式贵族生活 。

周末做些什么？
周六和周日安排全天游览活动，不仅可以游览伦敦以外的历史中
心，也可以欣赏伦敦这座著名首都的风景。

谁来监督学生？
所有活动都由凯瑟琳国王学院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 (活动领队和
教师)以及西汉姆联经过特训的足球教练的监督。所有工作人员
都经过犯罪记录审核。

课程持续多久？
夏令营一般持续两周。如果您对课程长度另有要求，请联系我
们：bookings@kkcl.org.uk。

谁可以参加？
8至17周岁的学生，不论男女，均可参加。

需要具备什么足球水平才能参加足球夏令
营？ 
我们的足球夏令营面向所有水平的学生。我们知道，一些学生主
要是为了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而另一些则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对
待足球，想在夏令营期间继续精进足球水平。

足球課程包含有哪些内容？
每个孩子都将得到一套西汉姆联的训练上衣、短裤和足球
袜。

我的孩子可以参与一场充满挑战性的比赛
吗？
当然！如果您需要，KKCL与西汉姆联可以为孩子们安排一场与
当地青少年之间的友谊赛。需要更多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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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参加KKCL欧洲文化之旅？

 3 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以第一视角拓展对世界文化的认知。

 3 在KKCL学习英语的同时探索伦敦（15小时学习项目）

 3 游览欧洲闻名世界的风景名胜，在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的过程中提高英语。 

KKCL 
欧洲文化学习之旅 

什么是欧洲文化学习之旅？

第一周
丰富精彩的文化之旅将从欧洲最著名的首都--伦敦出发。第
一周，你将来到英国KKCL语言学校，体验我们独家创意Go 
Create! 英语课程。课余时间将到伦敦各处景点游览。其中包括
伦敦地标及历史名胜，如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伦敦眼以及伦
敦塔桥等，当然还有泰晤士河游船等项目。学生将参照活动项目
表在景点探索，并进行趣味问答游戏。我们也将组织伦敦周边城
市及景区游览，如莎士比亚故乡、巴斯或哈利波特拍摄地等。

第二周
接下来我们来到欧洲大陆，从浪漫之都巴黎到香槟之城兰斯，通
过精致小国卢森堡，再到德国的新天鹅堡等重要历史风景名胜，
接着来到奥地利山城因斯布鲁克，再到意大利水都威尼斯。在这
七天中，你将探索不同风情的欧洲城市。我们经验丰富的团队将
全程为您提供支持，帮助您规划符合您的文化和教育要求的定制
之旅。我们的KKCL代表将全程陪同您，帮助您在教室外继续用
英语进行交流和互动。为您量身定制旅程。您只需拿起电话联系
我们。

关于文化之旅第二周的安排，我们提供了以下两个行程表，有周
游英国或欧洲两个选择。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具体要求和学习目的
定制行程。前几年，我们在英国和欧洲安排了许多文化旅行。我
们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是去法国巴黎之旅。

https://www.kkcl.org.uk/kkcl-launches-unique-european-citie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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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CULTURAL STUDY TOURS (Sample itinerary)  

| KKCL | Tel: +44 (020) 3880 8333 | Fax: +44 (084) 4318 8158 | Email: info@kkcl.org.uk | Web: www.kkcl.org.uk| 

WEEK 1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Morning 
London – Paris 

 
> Guided City Tour 

in Paris 
> Entrance to 

Palace of Versailles 
> Montmartre 

 
 

Paris 
 

>Louvre Museum 
>Champs Elysees 

> Eiffel Tower 
>Paris City Hall 

>Arc de Triomphe 
>Notre Dame 

>Seine River Boat 
Cruise 

Paris – Brussels 
 

>Orsay Museum 
>Grand Palais 

>Manneken Pis 
>Cinquantenaire 

Park 
>Mini Europe 

Brussels – Cologne 
– Dusseldorf 

 
>Cologne Cathedral 

> Cologne 
Chocolate Museum 
>Classic Remise Car 
Museum Dusseldorf 

 

Dusseldort – 
Amsterdam 

 
>Anne Frank House 

> Dam Square 
> Van Gogh 

Museum 
> Zaanse Schans 

Departure  
Airport Transfer 

Afternoon 

Evening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Events may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operational needs 
 

欧洲之旅-行程样本

EUROPEAN CULTURAL STUDY TOURS (Sample itinerary)  

| KKCL | Tel: +44 (020) 3880 8333 | Fax: +44 (084) 4318 8158 | Email: info@kkcl.org.uk | Web: www.kkcl.org.uk|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Day 6 

Morning 
London – Oxford –

Stratford-Upon-
Avon 

 
> Oxford City Tour 

>Shakespeare 
Birthplace 

>Warwick Castle 

Manchester / Lake 
District / Glasgow 

 
> Lakes District 

Cruise 
>Old Trafford 

Manchester United 
Stadium 

Highland 
  

> Loch Ness Cruise 

Edinburgh – York 
 

> Edinburgh City 
Tour  

>Edinburgh Castle 
>York City Tour 

 

York - Cambridge  
 

>Cambridge City 
Tour 

>Punting  
>King’s College 

Departure  
Airport Transfer 

Afternoon 

Evening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Downtime 

Events may be changed according to operational needs 
 

英国之旅-行程样本



定制课程的项目包括：
 > Go Create! 英语课程 + 由世界著名教育机构提供的

艺术/音乐/舞蹈工作室及高级研修班（例如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皇家音乐学院、萨奇画廊）

 > 实用英语课程/职场英语+研学&就业职能工作坊+参
观英国本地公司

 > 备考课程

 > 工程及设计工艺坊 (例如: “不可思议的灵感”, “设
计圈”)

 > 为中小学生定制的科学工艺坊 (例如: “科学日”,  
“追猎×被猎”)

 > 英国文化体验，包括英国礼仪研学课程、骑术课程、
划艇课程以及参加正式晚宴等等

 > 在领先的英国学校及学院进行全真课程体验，包括定
制工作室课程（如同“牛剑”学生一样思考）

 > KKCL戏剧工作室：迷你莎士比亚戏剧+独立创作戏
剧，参观伦敦西区的剧院和戏剧工作室，提供难得的
表演机会，包括其他戏剧歌舞演出等

 > 在顶级的英国大学（包括剑桥及牛津大学）进行学术
访问/高级研修班/讲座及研讨会，由院校学术领先及
热门教授和代表授课

 > 经典英国旅游行程

 > 为家长准备的酒会活动

21

我们的整个教学课程以创新性和多样性著称，随时准备适应不同
团体的需求。我们设计了戏剧、文学、英国文化等众多专业课
程。我们还为参加欧盟资助和地方政府资助计划以及三一学院考
试的学生提供量身设定的课程。联系我们以开启您的定制课程！

KKCL 定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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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关于预定、准备和参加KKCL青少年部课程的常
见问题。如您有更多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www.kkcljuniors.com

问：如何作为学生个人预约？

答：访问网站www.kkcljuniors.com，填写在线申请表。您将收
到一份确认函，表明申请已经接收。一旦申请表处理完毕，我们
将通过电子邮件出具发票及确认函。

问：如何作为团体预约？

答：我们的教学安排可根据团体要求量身定制。欲了解更多详
情，请联系校方并向销售人员询价。以下为我方曾为伙伴机构提
供的课程实例：

PET考试练习；中国团体冬令营；英国文化体验；以戏剧为主的
英语和西区音乐剧；亲子团和家庭预约。

问：学生需要带哪些东西？

答：一旦预约得到确认，所有学生都将收到一份行前清单，其中
列出了需要用到的东西。如您还有更多问题，可联系办公室顾
问。我们建议零花钱金额每周不超过50英镑，供自主旅行、参加
活动或购物使用。

问：与校方预约机场转机之后怎么办？

答：指定到达日期（通常为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由一名
身着KKCL橙色校服的校方代表在希思罗、斯坦斯特德、卢顿和
盖特威克机场接机。在规定时间以外到达的个人或小团体（8人
或以下），将由KKCL安排的专业司机负责接送。 大型团体将由
KKCL代表在机场接机，并安排乘坐大巴前往学校。

学习结束后，KKCL将安排大巴或出租车将学生送往机场。没有
成人或带队陪同的学生，将由KKCL工作人员陪同前往机场，并
在机场安检过程提供帮助。

问：是否有地方存放贵重物品？

答：有。住处设有保险柜。也可按照请求在校内安全存放文件、
零花钱及各类贵重物品。

问：学生在校时，如何与之保持联系？

答：行前清单（见上文）列明了学校联系方式、紧急电话及联系
学生的最佳时间。一旦学生入校报到，工作人员可帮助学生与您
取得联系。

问：学生在校时，是否可以探望？

答：只要提前与学校联系做出安排，我们非常欢迎家长或亲属来
校参观。

问：学生是否可经家长许可短期外出，例如，探望住在附近的亲
属家人？

答：只要提前联系学校做出安排，学生可在家长或亲属陪同下短
期外出。

陪同学生外出的家长或亲属需填写请假单，将其护照留在校办公
室，并提供紧急联系电话。

问：入校第一天的安排如何？

答：由一名校方领导接待学生并回答问题。之后，向学生分发校
园地图和综合指南，其中包括对学校各类设施、应急操作步骤和
福利内容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出现问题或有需要时联系什么人，
以及如何提出意见或投诉。学生报到后，还将向其提供一张身份
证和一本学生手册，内附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

问：学校是否可以满足特殊饮食要求？

答：只需在预约时提前告知（见预约表详情），我们就可以满足
不同的饮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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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的身体状况需要特殊照料怎么办？

答：需在预约表中提供关于身体状况的信息。我方将在学生在校
期间对信息进行确认。请注意，按规定我们不得提供任何专门或
处方药物。所有学生均需自己携带这类药物。

如学生遗失药物，我方值班人员将帮助购买。请注意，在英国接
受医疗服务将产生费用，费用由学生承担。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仅向欧盟国家和其他部分国家的学生提供免费医疗，其
中不包括牙科、眼镜和处方药费用。学校仅在紧急突发情况下送
学生入院治疗。学生应在其本国接受非紧急治疗。

问：是否需要购买旅行保险？

答：我们向学生提供旅行保险，不收取额外费用。保单范围包括
取消和缩短行程、课程费用、医疗、个人财物以及个人责任保
险。如需向保险公司索赔，KKCL将提供一份索赔单，由学生或
家长/监护人填写后直接提交给保险公司。

问：是否可以选择寄宿家庭？

答：我们始终尽最大努力满足您的需求和要求，但家长和学生无
法自行选择寄宿家庭。

问：我的孩子是否需要持有签证才能赴校学习？

答：依国籍而定。请联系您本国的英国大使馆，了解最新签证信
息，或查看

https://www.gov.uk/check-uk-visa

如果学生需要签证，应尽早申请夏令营名额，确保在课程开始时
能够及时申请并获得签证。

我们将为学生提供签证函，可用于辅助签证申请。签证函包括英
国内政部要求的签证申请必要信息，不能根据个人请求修改。

可通过平邮邮寄签证函，也可根据学生请求发送特快专递，特快
专递需收取额外费用。

问：我还有其他问题！

如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联系bookings@kkcl.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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