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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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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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STAR AWARD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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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T Star Innovation Award: 2010 and 2009 

其他獎項

 2021 
 y Japan Best School Awards for EC Live*, Ryugaku Japan(日本留

學生票選最佳學校) (*之前稱為EC Virtual)

 2020 
 y Japan Best School Awards for EC Toronto,  

Ryugaku Japan (日本留學生票選最佳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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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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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School Top Of mind (心中首選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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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Best Malta School, UED (最佳馬爾他學校)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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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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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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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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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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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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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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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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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Live* winner of  
2021 Best School Award  
by Ryugaku Journal

*之前稱為EC Virtual

Star Chain School2011, 2016, 2017, 2018 and 2020/21
Innovation of the Year2009, 2010

Star Chain School2007, 2008, 201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9, 2020
Junior Course for Under 18s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我們的任務 幫助學生在全球
環境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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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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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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學習之旅

支援您的團隊  
我們跟您站同邊。我們是您的戰友，您的隊友，您的啦啦隊，和您的
教練。

我們不僅是一間語言學校；我們是來幫您建立自信心和獨立，並幫助
您尋找自己的未來方向。 
我們全力支持你，從開始課程到您畢業後；我們的團隊已經準備好要
帶領您開始您的學習之旅。

抵達之前 

 y 登入MyEC / MS 
Teams 

 y 完成您的 To-Do list 
代辦事項 

 y 設定學習目標 

 y 完成自學活動安排 

學習前的準備 EC課程 EC評估進步 準備結業前

當您抵達時 

 y 歡迎新生談話 

 y 口說測驗 

 y 加入班級 

 y 認識同學

步驟1 步驟3步驟2 步驟4

我們課程的安排主旨為確保最大化您的進步程度， 
提高學習能力和發展就業技能。 

我們的評估進步系統   
旨在達到您的 

學習進步需求，包括： 

課程結束之前 

 y 參加您的結業測
驗，看看您的進步 

 y 檢視您的目標 

 y 收到您的證書 

課程結束之後 

 y 您需要持續練習! 

 y 加入我們在 Linke-
dIn 和 Facebook 上
的校友會 

您的住宿團隊 將讓您在新的住宿裡感受到家的氛圍。他們可以幫助您
選擇合適的住宿選項，以及最適合您的住宿空間。他們有豐富的當地
經驗，所以放心地詢問他們吧! 

您的核心學術團隊 負責確保將最新的研究和科技納入我們所有課程的
課綱中。他們持續地監控  
並使用強大的數據收集來評估這些課程的成功與否。 

 y 靈活不同的評估測驗

 y 老師反饋 

 y 學習支持

您的教學團隊 熱衷於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合作，幫助他們實現目標
並尋找未來方向。我們的老師不僅會教您英語，還會幫助您培養所需
的技能以達到目標、在達到成功的同時還繼續在課堂外學習，為您在 
EC 甚至其他地方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學生服務 團隊 準備好幫助您獲得豐富的體驗；和您一起冒險，和新
朋友一起去新地方， 
他們的目標是讓您玩得開心，同時將您的英語技能付諸實踐。

...我們是來幫您 
建立自信心和獨立，並幫助您  

尋找自己的未來方向。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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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與方法

我們的使命是幫助您在全球社區中取得成功。這意味著
我們將幫您提高您的溝通能力。我們幫助您發展語言、
信心和技能，以讓您能與世界上不同背景和水平的其他
英語人士互動。 

我們藉由以下達到成功： 

把您放在學習中心 

 y 我們基於明確的目標和成功標準來建立清晰學習過程，讓您專注
於您的需求 

 y 我們的評估和反饋可幫助您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以及需要做什麼
才能再更進步 

幫助您發展有助於良好學習和理解的技能 

 y 學習中不斷地討論可以幫助您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終身受益 

 y 對文化和全球問題的探索可以培養您在國際形勢下取得成功所需
的知識和技能 

且為了確保您的學習盡可能有效，我們： 

 y 在課堂和評估中不斷追求創新；由內部和外部研究提供資訊 

 y 利用和開發最新的教育技術，確保它對您的學習體驗產生正向影
響 

 y 藉由健全的課堂研究過程和分析您的反饋，可以讓我們評估課程
的成功與否

我們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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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除此之外，又
做更進一步調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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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確的目標以及成功的標準，並結合課堂討
論來學習和使用英語，確保學生達到學習目標。我們的學
生不僅學習英語，並且知道如何學習-這不只是課堂裡的
學習，更對生活有益。

這是我們所有學校都使用的總體方法，我們的老師都接受
過培訓，將此教學方法達到最棒成果。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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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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課表

13.00 - 14.30 特別重點班 特別重點班 特別重點班 特別重點班 特別重點班

*以上課表僅作參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我們的課程

除了固定時段課程，EC還提供：一對一、線上和VR課
程，為您的學習之旅增添選項。我們的教學方法和課綱
在22所分校都是相同的，所以完全取決於您來決定哪個
地點或學習平台。

在課程開始時就設定好明確的現實目標。整個課程中，您將學習要實
現此目標所需的語言和技能。您有機會和同學一起練習，並且思考如
何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 

這個 範例時間表 向您展示了在學校的典型一週；大部分晚上都還有
一項社交活動，旨在幫助您結識新朋友並在不同情況下練習您的新學
英文技能。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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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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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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EC布萊頓分校的活動時程表範例顯示。。。 

 免費活動 

 免費語言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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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課程，能讓您透過課外的重點
提示來加強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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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免費 研習班
各分校分別開設符合學生需求的不同班別。包括：

星期日 3

橙毯迎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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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橙毯迎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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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橙毯迎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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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

橙毯迎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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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4

橙毯迎新會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接新生

迎新酒會 - 新生， 18:00

11

橙毯迎新會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接新生

迎新酒會 - 新生， 18:00

18

橙毯迎新會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接新生

迎新酒會 - 新生， 18:00

25

橙毯迎新會 於寄宿家庭或宿舍迎接新生

迎新酒會 - 新生， 18:00

星期二 5

發音研討 11:00 及 14:45

城區藝術漫步  14:45 

酒館之夜  20:15

12

發音研討 11:00 及 14:45

健身  19:00 

酒館之夜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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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發音研討 11:00 及 14:45

尊巴有氧 14:45 

酒館之夜  20:15

星期三 6

學年說明會10:00  

排球  14:45

溫布頓八強賽 單身男生會 學生休息

室 13:00

13

歌詞聽力訓練12:15

履歷輔導11:00及14:45

電影  14:45

城區藝術漫步  14:45

20

瑜珈  14:45

健身 19:00

倫敦劇院「獅子王」 15:30，65英鎊

27

歌詞聽力訓練12:15

履歷輔導11:00及14:45

電影  14:45

排球  19:00

星期四 7

會話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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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會話11:00 & 14:45

瑜珈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21

會話 11:00 & 14:45

排球  14:45

電影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28

會話 11:00 & 14:45

瑜珈  14:45

足球  19:00，3英鎊

學生派對 19:00，4.50英鎊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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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畢業典禮 12:15

七姐妹 14:45

短程旅遊至 巴黎和凡爾賽

22

畢業典禮 12:15

Zumba有氧 14:45

保齡球 19: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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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 9

短程旅遊至牛津、溫莎與伊頓

短程旅遊至巴斯與巨石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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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短程旅遊至 倫敦

短程旅遊至牛津、溫莎與伊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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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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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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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對您的承諾 您的進步  

您可以期待甚麼 

 y  在EC各級別每8週可以進步而升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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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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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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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何幫助您實現目標 只要您努力達成要求，我們保證您的進步和順利升級! 

週五反饋日 在 EC，我們密切注意並為每個學生提供個
人反饋，使他們能夠不斷改進，並針對需要加強的部分更
加用心。 

我們保證您會在下列情形下升級： 

 y 您參與所有課程的96% 

 y 您每週至少完成三件家庭作業，且平均分數達9/1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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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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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能達到每堂課要求，您將會按照下列級別升級。

在EC 
各級別 
 每8週 

可進步升級 
全新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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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日記  
一個學生的一週

我們參加了新生座談會，歡迎我們來到這學校和城市。

我在學校的第一天，我有點害羞，但當我抵達時讓我有
點驚喜。每個人都很可愛友善。 

馬爾他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島嶼，步行很方便，我們還可
以到處游泳。我已經感到舒適和安全。在這裡工作的
人、老師和員工都非常友善，並給了我很多幫助。 

今天早上我有發音研討課，這是一個幫助如何更流利和
自然的發音課程。我超級喜歡。我和同學去了一家餐
廳，我們在海邊吃午飯。超級美。大家都很好，也很開
心。  

我今天是早上的課，但有時我會同時有上午和下午的
課。我有下午的空閒時間去探索靠近馬爾他的另一個小
島，名叫科米諾。我們租了一艘船，花了2小時到達那
裡。科米諾很棒，我和我的同學玩得很開心，且練習了
英語。  

今早我去上了另一堂免費的課程，文法問答，然後下午去
上課。最好的就是24小時能隨時隨地學習語言，在EC就
是這樣。我超級喜歡。我已經覺得自己理解得越來越多
了。 

我看到一些學生今天從他們的課程畢業時非常開心。我
期待我之後也能一樣。 

我愛上了EC馬爾他分校。 

星期一 15.15

星期二 17.15

星期三 18.18

星期四 16.27

星期五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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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毯(Orange Carpet)學習計畫 MyEC 是您參加分班考試並完成抵達前問卷調查的平台。您還可以在出發前就開始學習英
語，平台上提供很多在線學習的材料。有非常多適合您的閱讀、寫作、口說和聽力練習活
動。這是讓您安排老師會談和您的社交生活的平台。 

準備  
抵達

和其他學生   
認識 

打招呼

登入  
Teams  

帳戶

MyEC
做好學習  
的準備

在家裡就可以先登入MyEC。獲取有關您EC分校和位置的訊息。在您到達之前完成您的分班考
試、並開始使用我們的自學活動，或參加免費的線上課程。

和其他EC的學生和教職員工聊天，了解課堂外可以做的事情，這樣您就可以開始提前規劃。1

出發前

週末  
體驗

在您住宿的地方   
接受  
熱情的 
歡迎

出發到您的住宿
抵達  

機場

我們將確保您從抵達EC分校那一刻起就知道會發生什麼。您將得到如何抵達您的住宿的說明。

您將在新家受到歡迎和獲得有關當地的訊息，並且有時間安頓下來。

每個星期天，所有新生都可以在上課前先認識他們的同學。  2

抵達 

MyECEC 評估進步
課堂  

體驗學習前的準備

週一您將參加新生座談會，我們會注意您的進度並持續提供反饋給您。  

每個學生的學習之旅都是客製化的，量身定制以確保您擁有達成目標所需的所有資源。

在MyEC，您可以隨時注意您的進度並查看作業和報告。3

開始學習之旅 

我們如何能   
做得 

更好？

告訴我們，   
我們傾聽， 

我們行動

每個時刻   
都是一個 

哇  
的時刻

您如何  
安頓適應？

我們理解每個學生的需求和期望都是不同的，因此我們為您所做的一切都是針對您個人的
需求進行安排。  

我們將定期與您聯繫，並隨時準備好提供您任何所需。我們知道有時事情並不會按計劃進
行，但我們致力於迅速扭轉局面。

4

課程結束之前

結業  
歡送

克服 遺忘  
曲線 

(forgetting 
curve) 

保持  
聯絡 

準備好   
您的 

最後一週

我們相信語言學習會是一生不間斷的體驗學習，我們希望在您繼續學習的旅程中陪伴您。
在您的最後一週，我們將慶祝您的進步，並讓您有很多機會說珍重再見。我們將為您提供
克服“遺忘曲線(forgetting curve)”的技巧，並確保您可以繼續學習並保持聯繫。我們鼓勵
您加入 LinkedIn 和 Facebook 上的EC校友會。5

當您結業 

?

目錄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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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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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目的地介紹中有列出每

個城市住宿類型的詳細資料。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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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

無論您的目標是什麼，無論您的年齡，還是您的人生抱負如何，EC
都有適合的課程在等著您。我們希望您能探索並結交新朋友，同時
實現您的語言目標；無論是進入夢想的大學、通過所需的考試、環
遊世界還是在追求職場上的成功。我們希望您能找到自己的所屬地
方並尋找未來方向。 

一般英語

第 26 頁

特別重點班

第 30 頁

應考課程

第 34 頁

EC蒙特婁分校 
青年成就課程

第 39 頁

EC蒙特婁分校  
學習法語

第 38 頁

UNIBRIDGE大學橋樑

第 42 頁

24週以上

第 32 頁

全球大學銜接課程

第 36 頁

企業實習  
& 志工服務

第 40 頁

速成班

第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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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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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以上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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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y 您想建立扎實的語言知識

 y 您想提高全方面英語能力

   適用於所有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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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英語 
20、24 & 30 每週課堂數

一般英語  20 一般英語  24 一般英語  30

開課分校 所有分校 美國和加拿大 所有分校

選讀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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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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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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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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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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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一般英語(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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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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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以下的課程。您可以一併選讀為期1至8週的課程(城區
生活英語為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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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e e

國際理解 e e e e e e

實際交談文法 e e e e e e e

實際生活聽力 e e e e e e

擴增字彙量 e e e e e e e

自信寫作 e e e e

基本閱讀與寫作 e e e

領導英語 e e e e e

應考技巧 e e e e e e e e

網路溝通英語 e e e e

文法專班(限30歲以上) e e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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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增字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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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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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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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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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讀程度 中等至高級

開課日期 每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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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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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開班與否和開班分校請參照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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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週以上

若您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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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您希望能全面又確實掌握實際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英語。

   適用於所有級別   

就讀一整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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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讀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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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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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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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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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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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每次進行進度評估後的個別反饋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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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結束時，您將參加結業考試並收到結業報
告！出勤率達到 80% 或以上的所有學生皆會受
頒證書。

從您預約課程起，您在家裡就能登入MyEC語言學
校網站開始您的學習之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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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將進行學習進度評估以了解您的優缺點，讓您專
注於您的學習需求。MyEC

您邁向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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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C，在整個學習過程的
每個階段都會隨時陪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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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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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劍橋(Cambridge) - 經全世界雇主和大學院校認可

 y  雅思(IELTS) - 全世界有很多大學院校都會要求

 y 托福(TOEFL) - 經8,000多所學術及專業機構認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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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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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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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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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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中級

 y 如要選讀8週課程必須為中高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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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準進階級

 y 如要選讀8週課程必須為進階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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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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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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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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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中級

應考課程 

開課分校 請查看另一邊應考課程的開課分校 

選讀程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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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週進行學習進度測驗

每4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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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洛杉磯

紐約 e

舊金山

蒙特婁

多倫多 e e e

溫哥華 e e e

倫敦 e e e

劍橋

布萊頓 e e e

布里斯托 e

曼徹斯特 e

都柏林 e e e

馬爾他 e e e e

開普敦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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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學銜接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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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開始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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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分校和EC溫哥華分校開設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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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您現有的英語程度，並讓您達成所需
要的英語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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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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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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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法語 青年成就課程     限EC蒙特婁分校        限EC蒙特婁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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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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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麗又充滿藝術氣息城市的雙語學習經驗。就在蒙特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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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法語  
 20

一般法語  
24

一般法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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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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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或30堂的課程。每週30堂課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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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此課程適合15-18歲並正在為就讀高等教育做準備的青少年。學生學
習4種語言技能：聽、說、讀、寫。每週上課兩次，分別於週二和
四，學生藉由專案方式接受不同領域的學習。特別重點課程也會包
含校外教育參訪和邀請我們大學合作夥伴來當演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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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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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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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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  
& 志工服務

志工服務

適用 開普敦、東和西開普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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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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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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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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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您想讓您的專業技能更具競爭力。

 y  您想在志工服務或職場有一番不同作為。

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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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週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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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差距縮小化–為大學生活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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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別指導和不間斷的支持，您將會好好
體驗大學生活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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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時間表

課程選擇

選擇要每週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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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選額外課程
每週可另外加選最多四堂課程讓您在劍橋的生活更豐富。 

每週20堂課
12堂一般英語 
2個專業課程（共8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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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階簡報技巧
學習：

 y 表達 & 挑戰不同的觀點

 y 根據您的觀眾量身訂做報告

 y 如何應對挑戰的問題

進階論文寫作
學習：

 y 組織論文架構

 y 避免重複

 y 有效呈現和評估觀點

 y 引用來源

聽力技巧
學習：

 y 聽課

 y 作筆記的技巧

閱讀 & 研究
學習：

 y 批判性地評估文章內容

 y 將閱讀技巧應用於閱讀長篇文章時

 y 引用來源

 y 總結和呈現成果

為大學做準備
學習：

 y 查詢大學和課程

 y 寫個人陳述

 y 製作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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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相關

 y 課程長度為4, 8, 12, 16, 20或24週

 y 每4週開課  
(（請參考價目表） 

 y 專業課程設計以4週為一單位

 y 講座在4週專業課程的第3週進行

 y 一般英語一班最多15人

 y 專業課程一班最多8人

 y 講座一班最多30人

 y 最低程度：初級

大學安排服務 

可獲得專業諮詢，包含：

 y  各別深入分析來按照您的意願選擇合適的大學課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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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協助簽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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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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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收到老師給您的建議回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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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在每個專業課程中可以看到自己進步的過程

 y 製作可和未來就讀的大學分享的簡報、論文或影片

    僅限EC劍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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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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您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y 您無法隨時請假學習， 

但還是想要增進英文

 y 希望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交流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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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所有級別   課程包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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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每週一、三和五是和各國學生一起上的一般英語課程

e  週二和週四為一對一課程來加強您需要的地方

e   每週二和四有免費辦公空間可使用，讓您可以繼續工作 

e  可到與主要學校分開的休息室放鬆身心

e  每週一次免費劍橋活動

EC劍橋分校執行的課程表

12堂一般英語課程 

+ 4堂一對一課程 每周

(每週16堂課)

12堂一般英語課程 

+ 10堂特別重點班 

+ 4堂一對一課程 每周

(每週26堂課)

  或  

選擇適合您的選項

獨特升級選項

每週可額外享受

 y  休息室免費茶和咖啡

 y 抵達前和學術團隊的一員先進行諮詢來設定學習目標

 y  和學術團隊每週進行輔導會議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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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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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選擇
10堂職場英語課程來讓自己更有信心在國際化職場中與人交
流。

    僅限EC劍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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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地為30歲以上學生專門設計的教材、時間表和休息
區，EC語言學校提供絕佳機會讓您們按照自己步驟來達
到學習目標。可另外選擇一門課，不論是充分了解您所
在城市或是加強職場所需的英語。此外，小班教學且結
合了課前和課後的活動，來增加很多互動的機會! 。

若您具備以下決心，就適合選讀這門課程:
 y 您想跟著不同生活經驗的年長同學學習英語。

 y  您渴望令人興奮的經驗還同時能繼續工作。

   適用於所有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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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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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同時註冊課程和就讀期間的住宿)

e 30+專班特定課程教材  

e 專用休息室和自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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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4 14 11 10 10

每班最多學生數 15 18 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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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e e e

一般英語 24 e e e e e e

一般英語 26 e e e e e

一般英語 30 e e e e e e

商用英語 20 e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 e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 e e e e e

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
e

一對一 e e e e e e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e e e e e e

企業小組班 (20，30) e

50歲以上專班: 小組班 20 e

加選課程: 英語和其他課程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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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歲以上輔導課程
無論您是想獲得新的工作機會、更好的工作
與生活平衡、在新情況下提供幫助，還是只
是想提高自我意識，我們的專門指導員隨時
準備好幫您設定目標、決定方向並培養新習
慣，確保您能成功成長。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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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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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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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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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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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30歲以上專班
您語言學的未來就這在，在受藝術啟發的倫敦牆之間。
看看您的未來夢想在哪裡開始成形；就在倫敦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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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50歲以上專班專為50歲以上希望學習工作、家庭、興趣相關或
休閒時間可使用的英文而設計。課程重點是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自信地
對話，同時間還能享受馬爾他溫和的氣候和歷史文化。

馬爾他分校

課程從 2023 年 5 月 8 日至 19 日以及 9 月 25 日至 10 月 6 日，
為期兩週。我們幫您尋找住宿  
並且計劃了許多活動 - 非常適合獨自旅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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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Live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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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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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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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Live 非常適合那些希望在參加實體
課程之前或之後在家學習英語的人，並
且可以為您客製化以達成特定目標。

您是否有繁忙的時程，但仍想參加我們的課程？ 

您想參與多國籍、多文化的語言體驗嗎？ 

我們 Live 線上課程可以讓您選擇符合自己的時
間表。 

MyEC
Powered byAccredi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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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Live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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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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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一般英語

EC LIVE 商務技巧

大學銜接課程

標準版

 y 每週2天

 y 適合在職學生

 y 至少4週

 y 有2種不同時區

 y 適合所有程度!

高級版

 y 每週5天

 y 快速提升能力

 y 至少1週

 y 有4種不同時區

 y 適合所有程度!

簡報

 y 組織您的簡報 

 y 編寫有效的簡報投影片 

 y 使用簡報發音語調技巧 

 y 管理線上和實體的觀眾 

會議

 y 管理會議

 y 清楚表達您的觀點 

 y 學會適當地反駁觀點 

 y 舉行和跟進會議

求職 

 y 找工作和研究就業市場

 y 更新您的履歷和線上求職檔案 (LinkedIn) 

 y 準備升職 

 y 練習面試技巧 

職場溝通

 y 跨文化交流 

 y 在遠距團隊裡建立關係 

 y 和同事和客戶發送電子郵件、訊息 

 y 拓展人脈 

每週 2 天 | 4週課程

最低程度：中級

線上大學銜接課程

 y 每週2或3天

 y 無需托福/雅思

 y 10週課程且有固定開課日期

 y 有2種不同時區

 y 最低程度：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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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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觀看相關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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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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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練
習為了成功達成學習目標所需要的語言和技能。接下來安排課後活
動討論以及下一堂課的課前作業。

3.  課後 
30分鐘
學生課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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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EC 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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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 Live 課程結構

EC L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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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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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門課程包含
e  學生各自選擇線上課程時段。多個時區可以選擇。

e   由合格且經驗豐富的英語或法語老師授課。

e  面對面線上英文課程。

e  課程安排每天30分鐘和同學合作討論。

e  隨時登入MyEC網上學習平台使用課程教材來自學。

e  為學習者專門設計的評估。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包含Word， PowerPoint，和
更多其他! 

e  可以升級或加選一對一課程。

我真的很喜歡EC Live，我發現老師傾聽我們的想
法，真的幫助了我們。上課的氣氛非常好。我覺得

我進步了，我真心推薦EC語言學校！   

Rayan - 法國

我很享受在 EC 度過的時光，因為我得到與他人說
英語並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流的信心。我不僅在課程
中學習了不同領域的單字和文法，還學習了會話技
巧，因此我可以發展我的英語技能。我還和住在其
他地方的同學交談過。我很高興有參加這個線上課
程的經驗。  

Kotone Kato - 日本
老師們很棒，課程從不無聊。此外，我發現我們學
到的所有主題都非常有趣，即使是關於政治的。我

不是很喜歡這主題，但最後發現成果很棒。   

Anjaniaina Andriamanantena  - 加蓬

EC Live 學生心得感想

來聽聽    
Emilie Laval 

分享她在EC Live 的經歷

有史以來最好的老師 :) 班級很小，來自世界各地
的可愛的同學，文法-單字和演講課程很好地結合

在一起。 

Alice Daniela Caneva - 瑞士

我無法用適合的詞來形容我的體驗，我真的太喜歡
這邊了，我不僅是說課程，還有我們喜愛的老師。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用甚麼字來表達，但我只能說謝
謝。  

Ghassan - 黎巴嫩

*之前稱為EC Virtual

點選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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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

6

30歲以上專班分校

140+

國籍

45k+

每年學生

EC 溫哥華

EC 舊金山

EC 洛杉磯

EC 聖地牙哥

EC 紐約

EC 波士頓

EC 蒙特婁
EC 多倫多

EC 開普敦

EC 馬爾他

EC 布萊頓

EC 倫敦
EC 劍橋

EC 曼徹斯特

EC 布里斯托

EC 都柏林

EC 數據

EC 分校

跨越EC分校全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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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
得益於大量的學生人數，波士頓充滿歐洲風情和活潑氛圍。許多來EC波士頓

分校的學生都是為了能進入美國大學院校就讀來學習英文。哈佛、麻省理工學

院MIT、塔夫茨、波士頓大學，邦克山都近在咫尺，所以好好利用我們負責管

理大學合作夥伴如克拉克學院的團隊，來為未來就讀做準備。

7

教室數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05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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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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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學生交誼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19% 巴西 16-17 8%

15% 沙烏地阿拉伯 18-20 26%

12% 韓國 21-25 30%

12% 哥倫比亞 26-30 12%

8% 日本 31-40 18%

6% 台灣 41-50 2%

4% 西班牙 51+ 3%

24% 其他 (31)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旅館 標準型 

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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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波士頓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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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紐約
在舊金山，您會發現不拘一格的建築和很多很酷可以激發您靈感的景點。 EC舊

金山分校位於市中心的加州街纜車線上。它位於市中心一座歷史悠久的建築內，

且在大眾交通路線的中心，然而這座城市除了一些山丘和緊湊多樣的社區之外

也非常適合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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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規格的教室俯瞰這座

喧囂忙碌的不夜城。住在紐約市任何行政區、長島、威徹斯特和新澤西的學生

都可以輕易到達學校。

7

教室數

17

教室數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224

可收學生總數

255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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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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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咖啡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20% 巴西 16-17 4%

17% 沙烏地阿拉伯 18-20 20%

15% 韓國 21-25 36%

7% 哥倫比亞 26-30 16%

6% 日本 31-40 17%

6% 台灣 41-50 5%

6% 西班牙 51+ 3%

23% 其他 (34)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宿舍 舒適型

  分租酒店式公寓 標準型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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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福應考班 (20/30) 

  一對一 
  30+一般英語 (20/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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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堂城區生活英 

  語) 季節性限定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舞蹈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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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英語加舞蹈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校內咖啡廳/餐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19% 韓國 16-17 5%

19% 日本  18-20 14%

17% 巴西 21-25 27%

6% 台灣 26-30 17%

5% 哥倫比亞 31-40 22%

4% 法國 41-50 9%

4% 土耳其 51+ 6%

26% 其他 (31)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曼哈頓寄宿家庭 標準型 

  宿舍 高級型

EC舊金山分校地圖EC紐約分校地圖 生活支出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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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ll=37.792808,-122.401724&z=16&t=m&hl=en&gl=MT&mapclient=embed&q=433+California+St+%23+210+San+Francisco,+CA+9410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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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in/San-Francisco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in/New-York


洛杉磯聖地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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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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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悠閒的分校。如果您想學衝浪，加入我們英語加衝浪的課程! 這是絕佳地點

可以看到專業的衝浪者，並且憑藉您新學的英文，將可以自信地在水上與他

們交談 。

20

教室數

8

教室數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225

可收學生總數

120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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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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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電腦室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祈禱室

國籍 & 年齡分佈
21% 日本 16-17 5%

19% 巴西 18-20 28%

13% 沙烏地阿拉伯 21-25 37%

10% 瑞士 26-30 13%

5% 韓國 31-40 13%

4% 台灣 41-50 2%

4% 土耳其 51+ 1%

24% 其他 (38)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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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衝浪課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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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英語加衝浪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電腦室

國籍 & 年齡分佈
22% 沙烏地阿拉伯 16-17 4%

19% 巴西  18-20 26%

15% 瑞士 21-25 36%

12% 日本 26-30 16%

10% 韓國 31-40 13%

4% 意大利 41-50 3%

2% 法國 51+ 1%

16% 其他 (31)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酒店式公寓 高級型

  合租房屋 標準型

EC洛杉磯分校地圖EC聖地牙哥分校地圖 生活支出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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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ll=34.019812,-118.498597&z=16&t=m&hl=en&gl=MT&mapclient=embed&cid=1734463675518800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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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婁
新舊交融的蒙特婁，兼具歐陸魅力和北美的創新，包容舊世界文化和新世界娛

樂。這是EC唯一可以學習英語或法語或兩者兼修的分校，並且由於蒙特婁被認

為是北美的美食之都，我們在許多社區美食之旅中，會選擇一個讓學生可以在課

堂外練習語言的機會。 

22

教室數

14

每班平均學
生數

290

可收學生總數

15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雙語 (24/30)

  一般英語/法語 (20/24/30)

  青年成就課程
 (20堂一般英語/法語 + 4堂特別重點)

  英語/法語 學期/學年班 (20/24/30)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英語/法語 一對一

  廚藝美食

您的課程包含
e  可以使用MyEC網上學習平台 (語言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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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英語/法語加: 廚藝美食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料理區

e  校內咖啡廳/餐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22% 巴西 16-17 10%

18% 哥倫比亞 18-20 28%

13% 墨西哥 21-25 27%

9% 韓國 26-30 13%

9% 日本 31-40 11%

6% 瑞士 41-50 9%

3% 法國 51+ 3%

20% 其他 (51)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房間分組 標準型

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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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蒙特婁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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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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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生活型

態和手工藝術的您，到溫哥華學習英語就對了。在溫哥華市中心就讀，緊鄰充滿

時尚商店和娛樂場所的煤氣鎮，。

多倫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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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不乏美好的社區、餐館、

和節慶。EC多倫多分校位於中城區，離著名的楊格街不遠，且提供多種課程

包含大學銜接課程，我們有敬業的工作人員來協助學生一步步完成高等教育

的旅程。 

20

教室數

17

教室數

15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8名)

14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8名)

312

可收學生總數

306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一般英語 (20/24/30)

  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4堂職場英語)

  雅思(20) 劍橋(30) 應考課程

  大學銜接課程 

  30歲以上專班一般英語 (26) 

  30歲以上專班城區生活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城區生活英語) 或 (20堂一般英語 +  

 4堂城區生活英語) 季節性限定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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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劍橋測驗中心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料理區

國籍 & 年齡分佈
22% 韓國 16-17 7%

20% 巴西 18-20 28%

15% 日本 21-25 38%

11% 瑞士 26-30 14%

7% 墨西哥 31-40 9%

4% 哥倫比亞 41-50 3%

3% 台灣 51+ 1%

16% 其他 (34)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舒適型

  學生之家 標準型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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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思/托福/多益應考課程 (20)

  大學銜接課程

  30歲以上專班一般英語 (20/24/26/30) 
  30歲以上專班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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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劍橋、雅思、托福、多益測驗中心

e  互動式電視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微波爐烤箱

e  校內咖啡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21% 巴西  16-17 10%

21% 日本 18-20 22%

14% 哥倫比亞 21-25 30%

12% 法國 26-30 9%

11% 韓國 31-40 17%

7% 墨西哥 41-50 8%

6% 義大利 51+ 4%

8% 其他 (45)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公寓 標準型

  宿舍 高級型

EC溫哥華分校地圖EC多倫多分校地圖 生活支出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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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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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
倫敦是全世界遊客最多的城市之一，它總能滿足每個人不同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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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EC倫敦分校 可輕鬆前

往倫敦各處。這座新裝修的建築為EC獨有的，還有一個專門供30歲以上學生

使用的樓層。學校位於天使地鐵站對面，此為新興地區的中心，擁有眾多餐廳

和娛樂場所。

15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200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全新
地理位置

我們全新的中心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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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班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

  劍橋應考課程(30) 

  30歲以上專班一般英語 (20/24/26/30)
  30歲以上專班商用英語 (20)

  30歲以上專班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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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圖書館和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12% 韓國 16-17 3%

12% 巴西 18-20 14%

12% 土耳其 21-25 31%

10% 日本 26-30 16%

7% 沙烏地阿拉伯 31-40 19%

7% 瑞士 41-50 10%

6% 台灣 51+ 6%

34% 其他 (50)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舒適型

EC倫敦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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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頓劍橋
布萊頓是另類及創新藝術、音樂和文化的大熔爐，同時仍保留著典型的英國海濱

傳統。 EC布萊頓分校位於不拘一格的Kemptown(肯普敦)社區，距離海灘和著

名的布萊頓碼頭僅需步行2分鐘。布萊頓本身包含多樣性，是一個擁有大量學生

的獨特城市。有很棒的夜生活! 充滿心胸開闊的藝術風雅人群。 

此座典型的英國城市受益於其大學城。它沉浸在傳統中，其悠久的歷史可以

追溯到 13 世紀，城中的建築可見一斑。 EC劍橋分校座落在令人稱羨的位

置，也是歷史中心，周圍環繞著景色宜人的康河。劍橋也是Silicone Fen (矽

沼) 的所在地，為英國版矽谷，吸引許多新興企業家的注意！ 

18

教室數

14

教室數

12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0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270

可收學生總數

203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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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思應考課程(20)

  劍橋應考課程 (30)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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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祈禱室

國籍 & 年齡分佈
22% 沙烏地阿拉伯 16-17 8%

13% 韓國 18-20 37%

11% 土耳其 21-25 29%

9% 瑞士 26-30 14%

6% 巴西 31-40 9%

5% 科威特 41-50 2%

5% 意大利 51+ 1%

29% 其他 (43)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

課程(課堂數)
  一般英語 (20/30) 季節性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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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一對一速成高級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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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e-Portfolio (僅限UniBridge課程)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17% 韓國 16-17 10%

10% 巴西  18-20 31%

9% 日本 21-25 26%

7% 土耳其 26-30 17%

7% 墨西哥 31-40 10%

6% 哥倫比亞 41-50 5%

6% 瑞士 51+ 1%

38% 其他 (48)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高級型，舒適型

EC布萊頓分校地圖EC劍橋分校地圖 生活支出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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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徹斯特布里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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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市擁有出色的交通網絡，使其

成為探索英國其他地方的絕佳地點。 

有著秀麗河濱又離倫敦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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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對學校

位置讚不絕口，且此為英國首選城市之一。 

9

教室數

9

教室數

10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0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35

可收學生總數

110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一般英語 (20/30)

  學期/學年班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30)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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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30% 沙烏地阿拉伯 16-17 5%

12% 西班牙 18-20 36%

10% 巴西 21-25 24%

9% 科威特 26-30 15%

6% 阿曼 31-40 16%

6% 瑞士 41-50 3%

5% 哥倫比亞 51+ 1%

22% 其他 (30)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標準型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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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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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互動式電子白板

e  圖書館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24% 沙烏地阿拉伯  16-17 7%

9% 西班牙  18-20 30%

9% 意大利 21-25 31%

8% 韓國 26-30 16%

8% 瑞士 31-40 12%

6% 科威特 41-50 3%

5% 阿曼 51+ 1%

31% 其他 (35)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標準型

EC曼徹斯特分校地圖EC布里斯托分校地圖 生活支出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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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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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分校位於城市的南側，靠近許多歷史遺跡包含三一學院、都柏林

城堡和聖殿酒吧。此分校擁有高科技化教室，並充滿為了紀念這城市文學巨擘的

客製藝術品，地點位在絕佳的Portobello中心，是非常好的選擇。

9

教室數

10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135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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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班 (20/30)

  劍橋應考課程 (30)

  雅思應考課程(20)

  30歲以上專班一般英語 (20/24/26/30)
  30歲以上專班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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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大學入學服務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自修室

e  學生交誼廳

e  附近的咖啡廳

國籍 & 年齡分佈
18% 土耳其 16-17 3%

12% 巴西 18-20 18%

10% 韓國 21-25 33%

10% 台灣 26-30 14%

8% 日本 31-40 16%

7% 瑞士 41-50 9%

7% 沙烏地阿拉伯 51+ 7%

28% 其他 (23)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宿舍 舒適型

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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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都柏林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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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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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麗海灘。EC馬爾他分校位在馬爾他的娛樂區，附近就有能到達全島各地的

巴士路線以及便利設施。我們是馬爾他唯一語言學校全年開設30歲以上專班，

及每年兩次開設50歲以上專班課程。  

44

教室數

10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4名)

6

小組班 
每班人數上限

498

可收學生總數

16

最低年齡*

6歲（青年學習者暑期項目期間為18歲）。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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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學年班(20/30)

  雅思/劍橋應考課程 (30)

  30歲以上專班一般英語 (20/24/26/30)
  30歲以上專班職場英語 (20堂一般英語 +  

 10堂職場英語)  

 30歲以上企業小組班 (20/30)

 俱樂部 50+ 活動計劃 (20)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30+ 一對一進階專業指導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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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同時註冊課程和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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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劍橋測驗中心

e  互動式觸控螢幕電視機

e  電腦室

e  學生交誼廳/圖書館

國籍 & 年齡分佈
15% 巴西 16-17 3%

14% 哥倫比亞 18-20 19%

13% 日本 21-25 27%

8% 法國 26-30 15%

7% 土耳其 31-40 20%

6% 瑞士 41-50 9%

5% 韓國 51+ 7%

32% 其他 (77)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宿舍 標準型, 舒適型

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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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馬爾他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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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C+Malta+English+School+and+EC+Malta+30%2B+(Adult+English+Centre)/@35.922651,14.488176,16z/data=!4m5!3m4!1s0x0:0xbaf39d46f26d5899!8m2!3d35.922651!4d14.4881755?hl=en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in/Sliema


開普敦
開普敦是個多元城市，擁有自然景觀和受多方影響的豐富文化、歷史。在EC開

普敦分校學習的學生可以體驗非洲五大(Big 5)野生動物、鯊魚籠潛水、與海豹

和企鵝一起游泳、在世界最高點高空彈跳、品嘗當地美酒、在桌山健行、並且

參觀當地非洲小鎮，這將讓您在課堂學習英語的同時，也能大開眼界、深度體

驗文化!         

12

教室數

11

每班平均學生
數 (最多15名)

360

可收學生總數

16

至少年滿

課程(課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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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班 (20/30)

  劍橋應考課程 (20/30)

  雅思應考課程(20)

英語加上 (您的課程再結合)
  一對一

  野生動物園（1、3 或 4 天）

  志工服務課程

  企業實習課程

您的課程包含
e  自註冊起即可以使用MyEC網上學習平台

e  EC線上程度分級測驗

e  當預定EC住宿 第一天抵達時有機場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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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電腦

e  免費使用Microsoft Office
 (在課程時間)

其他服務
e  教室觸摸屏電視

e  圖書館和自習室

國籍 & 年齡分佈
25% 沙烏地阿拉伯 16-17 7%

17% 巴西 18-20 31%

10% 葉門 21-25 29%

9% 瑞士 26-30 14%

3% 土耳其 31-40 13%

3% 法國 41-50 4%

2% 利比亞 51+ 2%

31% 其他 (39)

基於3年下來學生總週數的平均

住宿
  寄宿家庭 標準型, 舒適型

  分租宿舍 標準型, 舒適型

學習英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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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您最

棒的經驗。

EC開普敦分校地圖生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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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ll=-33.916281,18.423277&z=16&t=m&hl=en&gl=MT&mapclient=embed&cid=15647034933247245672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in/Cape-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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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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訂課程和  

FIND YOUR VOICE  
就在您學習英語的同時！ 

我們已準備好帶您了解我們提供的課程和服務  
並為您找到最佳選擇！ 

這裡聯絡我們

我們期待  
在2023年與您相見...

...親自 到全世界  
其中一間分校

a
...在家裡使用EC Live線上學習

a
或者在元宇宙(metaverse)的虛擬實境課程

中使用Simmula平台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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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english.com/en/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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