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 UBCUBCUBCUBC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KidsKidsKidsKids 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    

    
有 "花園城市" 之稱的溫哥華是加拿大的第三大都市，西岸最大的城市。有著溫暖且舒適

的氣候，廣大的綠地，乾淨的空氣，悠緩的步調，以及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完善的交通網絡、

生活及居住環境、優良的教育品質、完備的娛樂設施及良好治安環境，被評比為世界上最適合

居住的城市。加拿大居民非常友善，各種不同種族均可和平相處，每年寒暑假更有許多國際學

生到此學習英文，沉醉在這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中。 

 

創建於 1908 年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簡稱 UBC)，是目前加拿大排名第三的大學，也是卑詩

省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更是加拿大西岸在國際學術舞臺研究及學術的中心。主校區位於溫哥華

南郊，離市中心購物區約 15 分鐘車程，廣闊的校園背山面海，景致優美，教學設備先進且完

善，學校擁有自己的海灘、公車站、美術館、博物館、植物園、圖書館、學生體能活動中心…

等，生活機能非常完善，提供學生一個快樂安全的學習環境。 

 

    暑期課程由教學經驗豐富及專業承辦國際夏令營的 KGIC 國際教育機構所主辦，今年特別

規劃了一個主題課程為『Global Leadership』領袖培育營，給來自世界不同國籍學生齊聚一堂，

相互交流，發展出極有趣又富挑戰性的課程內容。夏令營中除了加強英文閱讀及寫作能力外，

學生還可藉由學校精心安排的各種娛樂活動和教育旅行中練習他們的英語能力。採用情境教學

方法引導學員們很快的進入課程。學生將學習到四個基本技能：語法，閱讀與寫作，聽力與發

音，口語交流。課堂中特別會著重在溝通交流/團體活動/個人表現，教學內容非常有趣味性、

有挑戰性、有學習性。學校為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生在課程中的活動過程及學習情況，學生可

於課程結束後 2~3 週內收到 KGIC 的遊學紀念冊，讓家長了解孩子與國際學生的學習成果。 

 

 

 

 

 

 

 

 

 

 

 

 

 

 

 

 

 

 

 

 

 

 



 

研習地點 ：溫哥華 UBC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活動期間 ：2014 年 7 月 6 日(日) ~ 2014 年 7 月 27 日(日)(共 22 天) 

 

招生對象 ：8 - 12 歲學員 (國際混合上課) 

 

研習費用 ： NT$185,000 元  

                       

課程特色：每週 12 小時的英語課程 + 每週 9 小時的英語社團活動 

 

� 上課及住宿地點皆在溫哥華 UBC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內，親身體驗加拿大當地的學校生活，

安全而完善的管理，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生活能力。 

� 主題式的課程，國際學生混合分組教學，在專業教師帶領下，激勵學生表達創意&想法，

自然而然的讓學生學習到領導力/團體責任感/國際觀。 

� 國際混合度佳，與其他國籍學生一同上課、住宿、用餐及參加晚間活動，是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及應用語言、結交外國朋友的最好方式。 

� 安排各式各樣靜、動態的戶外教學，探索溫哥華著名景點及博物館。並有週末的全天旅遊

活動及夜間多元化的有趣團體娛樂活動，讓學生活用英語，寓教於樂。 

� 學校特別安排四天三夜著名的洛磯山脈國家公園旅遊，由學校專業的團輔人員帶領全體學

員深入認識加拿大的風土人情與飽覽加拿大的壯麗美景。   

 
 

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單/雙人房，提供每日三餐。 洛磯山脈旅遊：住宿飯店四人房含三餐 

 

活動重點 ：溫哥華各著名景點:加拿大廣場、葛洛斯山、史丹利公園等及 Playland、水上樂園 

 

 

 

 

 

 

 

 

 

 

 

 

 

 

    

        
                
    
    
    

 



 

                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 UBCUBCUBCUBC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Kids Kids Kids Kids 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夏令營++++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洛磯山脈旅遊    
                                                                    

週六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Day 1Day 1Day 1Day 1 

搭乘豪華班機搭乘豪華班機搭乘豪華班機搭乘豪華班機

飛往加拿大溫飛往加拿大溫飛往加拿大溫飛往加拿大溫

哥華哥華哥華哥華，，，，抵達抵達抵達抵達

後後後後，，，，專車接往專車接往專車接往專車接往

學校宿舍學校宿舍學校宿舍學校宿舍 

 
 

Day 2Day 2Day 2Day 2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分班測驗分班測驗分班測驗分班測驗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 : :     

熟悉學校周熟悉學校周熟悉學校周熟悉學校周圍圍圍圍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迎新舞會迎新舞會迎新舞會迎新舞會 partypartypartyparty 

Day 3Day 3Day 3Day 3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 : :     

Trampoline Trampoline Trampoline Trampoline 

ParkParkParkPark 彈跳遊樂彈跳遊樂彈跳遊樂彈跳遊樂

園園園園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團康聯誼活動團康聯誼活動團康聯誼活動團康聯誼活動    

 

Day 4Day 4Day 4Day 4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 : :     

English ClubEnglish ClubEnglish ClubEnglish Club 英英英英

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夏日消暑遊泳夏日消暑遊泳夏日消暑遊泳夏日消暑遊泳

去去去去    

Day 5Day 5Day 5Day 5    
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校外教學    

----GastownGastownGastownGastown 蒸氣蒸氣蒸氣蒸氣

鐘鐘鐘鐘~~~~加拿大廣加拿大廣加拿大廣加拿大廣

場場場場~~~~史丹利公史丹利公史丹利公史丹利公

園園園園~Jericho ~Jericho ~Jericho ~Jericho 海海海海

灘灘灘灘    BBQ party! BBQ party! BBQ party! BBQ party! 

沙灘遊戲沙灘遊戲沙灘遊戲沙灘遊戲!!!!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Challenge NightChallenge NightChallenge NightChallenge Night    

挑戰之夜挑戰之夜挑戰之夜挑戰之夜 

Day 6Day 6Day 6Day 6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English ClubEnglish ClubEnglish ClubEnglish Club 英英英英

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語會話俱樂部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尋寶遊戲尋寶遊戲尋寶遊戲尋寶遊戲 

Day 7Day 7Day 7Day 7 

前往溫哥華北前往溫哥華北前往溫哥華北前往溫哥華北

郊滑雪勝地葛郊滑雪勝地葛郊滑雪勝地葛郊滑雪勝地葛

洛斯山洛斯山洛斯山洛斯山 

Day 8Day 8Day 8Day 8 

體驗社區服務體驗社區服務體驗社區服務體驗社區服務

樂趣多樂趣多樂趣多樂趣多    / / / /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學生聯誼交流學生聯誼交流學生聯誼交流學生聯誼交流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主題式遊戲活主題式遊戲活主題式遊戲活主題式遊戲活

動動動動 

Day 9Day 9Day 9Day 9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 : :     

KayakingKayakingKayakingKayaking 划划划划獨獨獨獨

木舟木舟木舟木舟體驗體驗體驗體驗!!!! 

Day 10Day 10Day 10Day 10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Laser TagLaser TagLaser TagLaser Tag 趣味趣味趣味趣味

雷射漆彈遊戲雷射漆彈遊戲雷射漆彈遊戲雷射漆彈遊戲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達人秀表演編達人秀表演編達人秀表演編達人秀表演編

排排排排 

Day 11Day 11Day 11Day 11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TOEFLTOEFLTOEFLTOEFL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國際學生聯誼國際學生聯誼國際學生聯誼國際學生聯誼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Day 12Day 12Day 12Day 12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Ice SkIce SkIce SkIce Skating ating ating ating 溜溜溜溜

冰活動冰活動冰活動冰活動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加拿大手工藝加拿大手工藝加拿大手工藝加拿大手工藝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 

Day 13Day 13Day 13Day 13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TOEFLTOEFLTOEFLTOEFL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達人秀表演之達人秀表演之達人秀表演之達人秀表演之

夜夜夜夜 

Day 14Day 14Day 14Day 14    

WaterslidesWaterslidesWaterslidesWaterslides 水水水水

上樂園上樂園上樂園上樂園 

Day 15Day 15Day 15Day 15 

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溫哥華主題遊主題遊主題遊主題遊

樂園樂園樂園樂園 PlaylandPlaylandPlaylandPlayland 

Day 16Day 16Day 16Day 16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英語課程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English Club / 

冠軍挑戰遊戲冠軍挑戰遊戲冠軍挑戰遊戲冠軍挑戰遊戲    

晚間晚間晚間晚間: : : :     

影片欣賞整理影片欣賞整理影片欣賞整理影片欣賞整理

行囊行囊行囊行囊 

Day 17Day 17Day 17Day 17    

四天三夜洛磯四天三夜洛磯四天三夜洛磯四天三夜洛磯

山脈國家公園山脈國家公園山脈國家公園山脈國家公園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新娘新娘新娘新娘瀑瀑瀑瀑

布布布布    ~~~~最後一根最後一根最後一根最後一根

釘釘釘釘    ~~~~雷夫爾斯雷夫爾斯雷夫爾斯雷夫爾斯

托克托克托克托克 

Day 18Day 18Day 18Day 18 

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夢蓮湖夢蓮湖夢蓮湖夢蓮湖    

~~~~翡翠湖翡翠湖翡翠湖翡翠湖    ~~~~班班班班

夫國家公園夫國家公園夫國家公園夫國家公園    ~~~~

纜車纜車纜車纜車    ~~~~露易絲露易絲露易絲露易絲

湖湖湖湖    

Day 19Day 19Day 19Day 19    

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洛磯山脈國家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奇石觀奇石觀奇石觀奇石觀

景台景台景台景台    ~~~~弓河瀑弓河瀑弓河瀑弓河瀑

布布布布    ~~~~約漢斯頓約漢斯頓約漢斯頓約漢斯頓

峽谷峽谷峽谷峽谷    ~~~~營火晚營火晚營火晚營火晚

會會會會 

Day 20Day 20Day 20Day 20    

洛磯山脈國洛磯山脈國洛磯山脈國洛磯山脈國

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家公園    ~~~~甘甘甘甘

露市露市露市露市    ~~~~    

OthelloOthelloOthelloOthello 奧塞奧塞奧塞奧塞

羅峽谷羅峽谷羅峽谷羅峽谷隧道隧道隧道隧道    

~~~~返回溫哥返回溫哥返回溫哥返回溫哥

華市區華市區華市區華市區 

Day 21Day 21Day 21Day 21    

依依不捨說依依不捨說依依不捨說依依不捨說

再見再見再見再見，，，，前往前往前往前往

溫哥華機場溫哥華機場溫哥華機場溫哥華機場

搭機搭機搭機搭機，，，，返回返回返回返回

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夜宿夜宿夜宿夜宿

機上機上機上機上 

Day 22Day 22Day 22Day 22    

經國際換日經國際換日經國際換日經國際換日

線線線線，，，，抵達台抵達台抵達台抵達台

北北北北，，，，結束此結束此結束此結束此

行難忘的加行難忘的加行難忘的加行難忘的加

拿大之旅拿大之旅拿大之旅拿大之旅 

     

    
    

◎ 以上行程因以上行程因以上行程因以上行程因天候天候天候天候及及及及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學校保有更動之權利學校保有更動之權利學校保有更動之權利學校保有更動之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