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大学生英国暑期课程
方案一：2 周课程 + 学习期间观光
时间

具体安排
上午 9:00 - 12:00
欢迎仪式、报到注册、参观校园、课程介绍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学生生活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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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17 日
下午 13:30 – 15:00
机场接机、入住大学
大学宿舍须知简介、购买生活品，熟悉雷丁镇
参观博物馆

温莎、温莎城堡 Windsor & Windsor Castle:
参观英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
英国教育：中小学及高等教育；
堡中最大的一个。欣赏数不清的珍宝，如达.芬奇、鲁本斯、伦勃朗
如何成为一名老师
等大师的作品，以及留传自中世纪的家具和装饰品。街旁购物区的
商品琳琅满目，布满咖啡馆或小酒吧。漫步温莎小镇。
语言与文化课：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习俗包括皇室、议会大厦等
英国媒体
自由活动
感受牛津学院文化之梦幻尖塔之城，目睹英国一级保护建筑中世纪
语言和文化课：
城堡风采，聆听古老的历史故事：牛津大学城 (Oxford):
英国食物等
漫步牛津，游卡法斯塔、基督学院、图书馆及自习室、叹息桥、阿
什莫林图书馆等牛津大学著名景点，感受名校风采。
街头漫步，领略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之风采：伦
敦(London)：
步行游览大本钟、国会大厦、威斯敏思特教堂（始建于公元 960 年，是英国地位最高的教堂，世界上最巍峨壮丽的教堂之一）
、西
敏寺广场、圣.詹姆斯公园、著名的白金汉宫及被誉为“伦敦十景”之一的卫兵换岗仪式（如果当日有）、The Mall 大道、水师提
督门、伦敦最重要的广场特拉法加广场（鸽子广场）、国家画廊（众多大师作品如梵高的向日葵）、考文特花园（街头表演、酒吧、
特色餐馆、时尚服装店、大众品牌时装、特色手工艺品及咖啡店、各式文化集会）。
感受牛津学院文化之梦幻尖塔之城，目睹英国一级保护建筑中世纪城堡风采，聆听古老的历史故事：牛津大学城 (Oxford):
漫步牛津，游卡法斯塔、基督学院、图书馆及自习室、叹息桥、阿什莫林图书馆等牛津大学著名景点，感受名校风采。
或游览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田园风光包围着的古典优雅的古城巴斯(Bath):
巴斯位于英格兰埃文郡东部的小城巴斯，是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是一个被田园风光包围着的古典优雅的小城，被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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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最漂亮典雅的城市之一的小城，它的典雅来自乔治亚时期的房屋建筑风格。漫步小城，入内参观古罗马浴场遗址、皇家新月
楼、简奥斯汀故居中心(外观)、马蹄形瀑布、百年面包坊等。
语言与文化课：
课题活动：
英国年轻人的文化、音乐和创造力
如何进行面试
语言与文化课：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休闲及体育活动
英国的电视与广告
英国教育：
留学生交流会
英国中小学及大学教育方式
语言与文化课：
准备陈述
自由选择话题
陈述及告别活动
准备启程
回程送机

方案一报价: 至少 20 人，每人英镑 2000 镑
报价说明：
一、费用包含：
1.雷丁大学培训课程（按事先商定安排）
2.住宿：雷丁大学学生公寓
3.交通：英国机场接送
二、费用不包含：
1. 三餐：（雷丁学习期间可在公寓自做或大学食堂购餐）
2. 交通：除接送机外其它交通
建议:1）雷丁学习期间自行外出公共汽车；
2）牛津、温莎半天、伦敦或巴斯一日游乘坐火车和地铁。
3．由于不可抗力（如罢工，灾害性天气等）造成的损失费用不含在本
4. 国内交通、国际往返机票、签证、意外事故及医疗保险。

报价内；

方案二：2 周课程+学习期间观光+苏格兰观光(5 天 5 晚)
日程

具体安排
上午
欢迎仪式、报到注册、参观校园、课程介绍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学生生活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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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22 日

下午
机场接机、入住大学
大学宿舍须知简介、购买生活品，熟悉雷丁镇
参观博物馆

温莎、温莎城堡 Windsor & Windsor Castle:
参观英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堡，也是现今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城
英国教育：中小学及高等教育；
堡中最大的一个。欣赏数不清的珍宝，如达.芬奇、鲁本斯、伦勃朗
如何成为一名老师
等大师的作品，以及留传自中世纪的家具和装饰品。街旁购物区的
商品琳琅满目，布满咖啡馆或小酒吧。漫步温莎小镇。
语言与文化课：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习俗包括皇室、议会大厦等
英国媒体
感受牛津学院文化之梦幻尖塔之城，目睹英国一级保护建筑中世纪
语言和文化课：
城堡风采，聆听古老的历史故事：牛津大学城 (Oxford):
英国食物等
漫步牛津，游卡法斯塔、基督学院、图书馆及自习室、叹息桥、阿
什莫林图书馆等牛津大学著名景点，感受名校风采。
街头漫步，领略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会、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和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之风采：伦敦
(London)：
步行游览大本钟、国会大厦、威斯敏思特教堂（始建于公元 960 年，是英国地位最高的教堂，世界上最巍峨壮丽的教堂之一）
、西敏
寺广场、圣.詹姆斯公园、著名的白金汉宫及被誉为“伦敦十景”之一的卫兵换岗仪式（如果当日有）、The Mall 大道、水师提督门、
伦敦最重要的广场特拉法加广场（鸽子广场）、国家第八天画廊（众多大师作品如梵高的向日葵）、考文特花园（街头表演、酒吧、特
色餐馆、时尚服装店、大众品牌时装、特色手工艺品及咖啡店、各式文化集会）
。
感受牛津学院文化之梦幻尖塔之城，目睹英国一级保护建筑中世纪城堡风采，聆听古老的历史故事：牛津大学城 (Oxford):
漫步牛津，游卡法斯塔、基督学院、图书馆及自习室、叹息桥、阿什莫林图书馆等牛津大学著名景点，感受名校风采。
或游览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田园风光包围着的古典优雅的古城巴斯(Bath):
巴斯位于英格兰埃文郡东部的小城巴斯，是英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是一个被田园风光包围着的古典优雅的小城，被誉为
英国最漂亮典雅的城市之一的小城，它的典雅来自乔治亚时期的房屋建筑风格。漫步小城，参观古罗马浴场遗址、皇家新月楼、简奥
斯汀故居中心、马蹄形瀑布、百年面包坊等。
语言与文化课：
课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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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年轻人的文化、音乐和创造力
如何进行面试
语言与文化课：
语言与文化课：
英国休闲及体育活动
英国的电视与广告
英国教育：
留学生交流会
英国中小学及大学教育方式
语言与文化课：
准备陈述
自由选择话题
陈述及告别活动
准备启程
参观文学巨匠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德(Shakespeare’s Birthplace & Stratford-on-Avon):
从雷丁出发，乘车前往游览宁静的艾玟河畔的斯特拉福德，旷世奇才和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出生地，侵浸在浓浓的
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博物馆 Shakespeare’s Birthplace。
著名自然风景区-湖区参观游览(Lake District)：温德米尔湖(Windermere)观光，可乘坐游船
从宾馆出发前往英国最美丽的国家公园。造物主在这里布下了一切自然界能有的美丽风景：湖泊、河谷、山峰、瀑布。最美的当然还
是星罗棋布的湖泊。水是这里的灵气之源。无论是广阔的温德米尔湖，还是小巧的葛拉斯米尔湖都让人感叹大自然的精雕细琢。著名
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曾说，温德米尔湖能“让人忘掉生活中的区别：年龄、财富”；
逃婚小镇(Gretna Green):
苏格兰和英格兰边境上国际知名的小镇 Gretna Green 参观游览，去聆听几百年来的动人故事，并探寻这里与恋人们结下的不解之
缘。
游览英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Edinburgh & Edinburgh Castle)：
参观别具特色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城市建筑。2004 年爱丁堡成为世界第一座文学之城。参观爱丁堡城堡 Edinburgh
Castle，游览皇家一英里大街 Royal Mile、王子大街 Prince Street 购物、哈利波特作者 J.K.罗琳写作哈利波特的大象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苏格兰议会大厦 Scottish Parliament Building（视时间而定是否入内参观）等老城区著名的苏格兰地标式建筑。
游览英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约克(York):
杰出的建筑和两千年的历史与繁荣的商业街融为一体，亲临古老的幽灵故事遍布小城的景点，领略约克区别于英国其他城市的独特魅
力。参观中世纪时期全英最大的约克大教堂 York Minster，中世纪式小商品市场街巷 Cobbled Streets。
参观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英语世界中第二古老的大学剑桥大学(Cambridge):
康河（River Cam），曲折蜿蜒，两岸杨柳垂丝、芳草萋萋，河上架设着许多设计精巧、造型美观的桥梁，其中以数学桥、格蕾桥和
叹息桥最为著名。徜徉康河岸边，欣赏历史悠久的百年学府和经典建筑如高大精美的校舍、庄严肃穆的教堂和爬满青藤的红砖住宅矗
立在满城的绿树红花间，翠色葱茏，古意盎然。
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保留着中世纪以来的风貌，到处可见几百年来不断按原样精心维修的古城建筑。参观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及礼拜堂 King’s College Chapel，可泛舟剑河，欣赏剑河美丽迷人的风景，探寻徐志摩心中的“康桥”。
再见英国

方案二报价：至少 20 人，每人英镑 2700 镑
报价说明：
一、费用包括：
1.雷丁大学培训课程（按事先商定安排）
2.住宿：
1）雷丁学习期间：雷丁大学学生公寓；
2）苏格兰观光期间：3 星级酒店双人标准间，包早餐。
3.交通：
1）苏格兰文化观光；
2）英国机场接送机。
4．苏格兰观光司导小费。
二、费用不包含：
1. 三餐：
除苏格兰文化观光期间酒店早餐外的其它所有用餐（雷丁学习期间可在公寓自做或大学食堂购餐）
2. 交通：除苏格兰文化观光及接送机外其它交通。
建议:1）雷丁学习期间自行外出公共汽车；
2）温莎、牛津半天、伦敦或巴斯一日游乘坐火车和地铁；
3. 住宿：苏格兰文化观光酒店单间差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4. 苏格兰文化观光门票。
5.包车工作超时司导加班费：司导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10 小时（9:00 -19:00），超时服务需要额外计算费用，司兼导 50 英镑/小时；
司导分开共 100 镑/小时；
6. 由于不可抗力（如罢工，灾害性天气等）造成的损失费用不含在本报价内；
7. 国内交通、国际往返机票、签证、意外事故及医疗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