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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語言文化夏令营(14 日) 
— 微留学生活体验 — 

 
本游学营举办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纯正

的英语教学和介绍道地的加拿大文化

给海外非英语系国家的学生们。为了

让学生们能深刻体会加拿大的日常生

活、风土民情，加联国际交流中心除

校區宿舍外，并设计了与文化相关的

各类活动和旅游。多样化的行程，让

您更深层的认识加拿大。  

透过有经验、风趣的英文指导老师，

仔细的将各名胜古迹、知名大学的缘

由历史，娓娓道来。既可学习英语，

又可增广见闻，真可谓一举数得。当

行程结束后，每位学生都能装满着对

北美历史文化美好的记忆，认识美国、加拿大的朋友，并学习到标准的英语，回到原居国。  

欢迎加入这个多采多姿加拿大语言文化游学营。在这里你将感受到优质、特别的游学之旅。 

 
 

举办的主要目标：  
• 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力，体验西方文化，吸收北美教学理念，开创跨国就业机会，成

为国际化人材。 

• 提供纯正的英语教学和介绍地道的加拿大文化，让学生们能深刻体会加拿大的日常生

活、风土人情。 

• 多样化的行程，让学生更深层的认识北美知名大学校内外的生活。 

 

 

课程主题：  
• 主题一：北美文化及语言（多元文化的衣食住行；参访加拿大家庭，与居民聚餐联欢） 

• 主题二：北美政治、教育与经济体验(拜访市政厅，参观知名学府如多伦多大学、 

        皇后大学等) 

• 主题三：北美地理与城市风貌(多伦多—京士顿—千岛风情—首都渥太华—满地可— 

        魁北克古城旅游) 

 

课外活动： 
  篮球，排球，足球，保龄球，网球，游泳，拳击等体能活动。 

  唱歌，跳舞，绘画，观赏电影，烧烤等娱乐。 

  加拿大季节庆祝活动，观赏瀑布烟花汇放。 

  参与当地社区活动，增加不同生活体验。 

  学员在瀑布舞台展示中华才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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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瀑布营区 
 
具有优良学风，拥有百年历史的宏伟校舍的尼亚加拉校区是加联国际交流中心及北美大学对外交流

培训的基地。位于加拿大，邻近多伦多地区的尼亚加拉瀑布市，徒步 10 分钟至美加边境彩虹桥。学

校在教育与经济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国际合作，培育出无数的优秀人才。校园座落在人文荟萃的尼亚

加拉风景区，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与美国纽约州仅一桥之隔，临近加拿大多伦多市，只需一个多

小时的车程。与美、加首府华盛顿、渥太华和金融贸易大城如纽约、底特律、芝加哥、波士顿和蒙

特利尔仅一天的往返车程。  

 

校园占地广阔，为学生提供优秀的学习环境和舒适的生活设施。校舍设有阳光充沛的大教室、电脑

室、图书馆、千人座位的表演剧场、舞蹈房、韵律体操房、室内运动场以及一流的餐厅。而学

生宿舍更是设施齐全，安全舒适。  

 

瀑布区校园是及加联国际交流中心對國際學生在安大略省的主要培训总部，为学术机构、政府机

关、企事业单位，举办各类专业会议、训练班，培养国际化人才。  

 

加联国际交流中心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游学营，其內容包括中学、高等教育、以及职业培训等項

目，使不同起点及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合适的游学课程，达到自己的理想。也为不同的机构、企业

提供多功能的培训场地。欢迎来到加拿大！欢迎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国际校园，加联国际交流中心

竭诚欢迎您的到来！ 

            

行程表 : 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加东三日游-14 日游学营 
 

 

第一周：北美文化及语言（多元文化的衣食住行） 
 

第一日 

 

 

傍晚抵达加拿大多伦多机场 

前往尼亚加拉瀑布营区，抵达后办理报到事宜、入住学院学生宿舍、分配房間 

 

 

 

第二日 

 

欢迎会和第一堂英语课程 

参观尼亚加拉中心：校园，教室，实验室，剧院，体育馆及校园周边环境等 

初访尼亚加拉瀑布: 

霧裡舟：披上雾雨衣，登上‘雾中少女号“小船，在瀑布激起的雨霧中，領略

尼亞加拉瀑布的氣勢 

 

 

第三日 

 

尼亚加拉瀑布风景区一日游 

尼亚加拉瀑布，登临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的边缘，欣赏和感受尼亚加拉

三个瀑布中最大瀑布所展示的原生力量。随着旅程的继续，您将能观赏到瀑布

下的乔治大漩涡(Whirlpool George)，然后到达尼亚加拉公园大道(Niagara 

Parkway)，在那您能了解到这片地区的近代史，例如，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大

部分战斗在这里发生。 

 

百年紫丁香花園及花鐘（Centennial Lilac Gardens and the Floral 

Clock）：維多利亞公園內斜坡上有一個世界第二大的“花鐘”，面積達 100 多

平方米。鐘面用了 24000 種南北美的花卉植物“植”成，鐘面的字母由黃色花

朵構成，中間的各種鮮花組成美麗的圖案，這些圖案隨季節變換，爭芳鬥艷。

粗大的鋼條製成的時針、分針和秒針通過水力發電廠傳送的電力來推動，每刻

鐘都會準時作響，聲音如八音和鳴，悠揚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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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沖天塔: 旋转遥望美国加拿大千里锦绣市貌及风土人情。(登塔为自选行

程，门票须自行购买) 

 

 

 

第四日 

 

 

9:00am-12:00 pm英语课程; 日常生活会话 

2:00pm-5:00 pm 参观购物中心、知名书局(戶外英语课程) 
 

 

 

第五日 

 

 

9:00am-12:00 pm英语课程; 西式餐饮介绍 

2:00pm-5:00 pm 生活英语教学 - 点餐、餐桌礼仪、饮食文化 

 

 

 

第六日 

 

 

9:00am-12:00 pm 英语课程; 西式穿着打扮介绍／礼仪教学 

2:00pm-5:00 pm 拜访市政厅(戶外英语课程) 
 

 

 

第七日 

 

 

9:00am-12:00 pm 英语课程 - 中西艺术文化交流 

2:00pm-5:00 pm 生活英语教学 -参加当地多元文化艺术节表演 

 

  

 

 

第二周：北美地理与城市风貌 
 

 

 

第八日 

 

多伦多市一日游 :CN国家塔、参观皇家博物馆ROM、拜访多伦多大学 
 

引领团员观赏“天涯海角',游览多伦多市区，参观世界知名的多伦多大学典雅

校区、多伦多儿童医院、天虹体育馆、加拿大购物天堂-伊顿中心及多伦多金融

中心。  

CN国家塔: 国家的地标，工程的奇迹，多伦多市不容错过的景点。世界排名第

一的电梯，可从三个观景台上欣赏壮丽的风景，拥有闻名世界的玻璃地板和天空

之盖。 
  

午餐于多伦多中餐厅(或西餐厅)享用 

午餐後參觀皇家博物馆ROM:探访加拿大最大的世界文化和自然史博物馆。去发

现恐龙、古埃及、加拿大原住民、宝石和矿物，以及世界一流的餐饮、购物环境

和壮观的建筑。 
 
 

 

 

第九日 

 

 

9:00am-12:00 pm外语课程;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介绍) 

2:00pm-5:00 pm 英语课程; (西洋音乐教唱和加东三日游行前介绍) 
 

 

 

第十日 

 

加东三日游 

 

第一天: 尼亚加拉--多伦多——京士顿——千岛风情——满地可  

早上从多伦多出发乘坐豪华旅游巴士前往加拿大之古都 京士顿，参观旧国会大

楼现为市政厅， 然后游览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千岛，乘坐豪华游船畅游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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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之圣劳伦斯河上的著名渡假别墅区，午膳后前往加拿大第二大城市满地可，

随即参观于一九七六年奥运会举办场地奥林匹克公园，其后改建为北美洲唯一自

然生态馆及满地可斜塔，接着前往古意瑰丽的满地可古城区，圣母院，晚上各团

友可自由享受「北美小巴黎」浪漫的夜生活。 

 

 

 

第11日 

 

第二天: 满地可——魁北克古城——满地可  

 

早上参观满地可市皇家山上北美洲最大的天主教圣约瑟大教堂,其后前往加拿大

最古老的(403年历史)魁北克城，在这充满浓郁欧陆色彩的魁北克古城，历史陈

迹处处可见:广场铜像,炮台公园，威震四方的军事要塞及古战埸，更可远眺风

光明媚的圣劳伦斯河，构成一幅幅美丽图画，北美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雍

容华贵的古堡大酒店，清秀脱俗的老教堂，气势宏伟的魁北克省议会大厦，备受

游客欢迎的仿古马车……都令您忍不住拍照留念，留下倩影.您还可在游人如潮

的木板大道上欣赏不同的艺术家之各式表演, 或可到艺术画廊处选购名画，更

可让画师即席挥亳为您描缯个人画像留念，午膳于法式餐厅内享用特式大餐，更

能让您充份享受欧陆之浪漫情怀，接着返回充满多姿多釆夜生活之满地可市，再

次融入醉人热情如火的不夜城继续浪漫。 

 

 

第12日 

 

第三天: 满地可——首都渥太华——多伦多--尼亚加拉  

 

早上离开酒店前往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畅游雕刻艺术登峰造极的国会山庄，观看

御林军换兵仪式（季节性），名人使节豪华住宅区，总督府,总理府，参观加拿

大十大博物馆之首的加国历史文明博物馆，继而参观最新及最大之皇家军事博物

馆，了解加国军人在不同年代之国内国外英勇军事事迹及世界各国之著名军械，

约黄昏时份返抵多伦多，结束三天愉快的假期。 

 

 

第13日 

 

 

9:00am-12:00pm英语课程(北美教育体系及知名大学特色简介) 

2:00pm-6:00pm期末英语课程(结业成果展示) 

6:00pm-9:00pm语言文化游学营结业歌舞欢送会 

 

 

第14日 

 

 

集合前往多伦多机场，满载学习收获，飞离多伦多，返回原居地 

 
晚间活动:可在营区体育馆打篮球、跳舞；可参观知名的尼亚加拉艺术中心举办的艺文表

演；亦可参加在瀑布市区当地所举行的庆典、活动，观赏七彩瀑布及五彩缤纷的烟火礼花。  

 

费用：依照当年物价及汇率议订 (包含：学费、当地旅游交通费、食宿费和保险费 )。

另报名费$120 加元是不可要求退费。 

欲查询详细资料，请联系 email : info@jlicentre.com 或致电: 1-416-225-7922 

 

缴费方式及汇款帐号 : TD Canada Trust Bank  
3555 DON MILLS RD WILLOWDALE. ONT  
CANADA M2H 3N3 

户口名(Account name)：JL INTERNATIONAL 

分行代号  (Bank number): 12822-004 

户口帐号(Account number): 1282-5205951 

Swift Code: TDOMCATTTOR 
IBAN:  02600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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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加聯國際交流中心 

 
    加联国际交流中心(JLIC)直属加联国际集团。 加联国际交流中心(JLIC)提供各类专业课程，范

围包括：各国语言和跨文化的经济、商业、金融、贸易、旅行等培训课程。为因应全球的中文学习

热潮，本中心特别开设了中文基础教育、商业会话和各专业应用语培训课程。此外亦开设了以英语

作为第二外国语的证书课程，汉语水平考试(HSK)证书和中英教师培训证书课程等，为经济环球化培

养国际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瀑布区校园是加联国际交流中心在安大略省的主要培训总部，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术机构举办各类专业会议、训练班，培养国际化人才。 

 

 

關於尼亚加拉中心学院 
 

加拿大尼亚加拉中心学院开办了各类优质的课程， 这些课程的融合能为不同背景、起点各

异的学生提供灵活而实在的学习途径。 优美的校园是尼亚加拉教育局于 1893 年建立的，曾培训了

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 William Giauque ( 1949 化学奖) 及该市的数名市长，法官，

医生，工程师等杰出的人才。 

 

尼亚加拉中心学院优质的 ESL 英语课程，能帮助学生提升全方位的英语水平，迅速的融入北

美教育环境。凡参加尼亚加拉中心学院或中加合作课程其英语达到要求水平者，即可免托福或雅思

申请入读北美的大学语言+专业学位课程双录取或直接入读专业课。并提供专升本，专升硕士等机

会。 

尼亚加拉中心学院瀑布区校园是加联国际交流中心在安大略省主要的北美大学培训总部，为

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术机构举办各类专业会议、训练班，培养国际化人才。并与北美知名大

学合作，开办语言及大学预科课程，提供学生直升知名大学热门科系的机会。  

 

学院除高中学历，大学预科及 ESL 教育课程外，并与尼亚加拉教育局进行在校合作，举办职

业培训课程，包括美容烹饪、酒店及餐厅管理、旅游推广与运作、护理、幼儿教育、牙齿卫生与牙

医助理、健康及教育服务、商业市场营销等等。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表现超卓，屡获雇主的赞赏。 

 

 

 

 

环境及活动图片介绍 

  

尼亚加拉中心学院大楼正门 行政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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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音乐厅艺剧院礼堂 尼亚加拉中心学院剧院大门 

学校餐厅 学校餐厅 

舞蹈课 宽敞明亮的韵律舞蹈厅 

体育馆 体育馆球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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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后师生合影 

学生宿舍 

舞台表演课后师生合影 

教室走廊及学生置物柜 

校园一景 
会议厅 

语言中心 
 

音乐及舞蹈教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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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加拿大国家塔 CN TOWER  欣赏尼亚加拉瀑布烟火夜景  

拜访多伦多大学  拜访皇后大学 

参观加拿大皇家博物馆(ROM) 游览多伦多市政大厅 
 

BBQ 郊外活动 参观 NBA 暴龙篮球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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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加拿大国会山庄  拜访魁北克古城 
 

加拿大之古都 京士顿 参观蒙特利尔大城  

尼亚加拉瀑布特色市街夜游 游览首都渥太华 

参观加拿大的图书馆系统 
 

世界第二大的“花鐘 
 


